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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提纲: 
  

        1  中国世界地质公园概况 

       2  中国世界地质公园的建设现状 

       3  世界地质公园的地质旅游发展 

       4  结论  

  

 从2004年至现在，中国有29家世界地质公园。全世界有

100家世界地质公园，分布于29个国家。中国是最早建

立世界地质公园的国家之一，2003年UNESCO和国土资

源部在北京设立了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办公室。随着地质

公园的建设，地质遗产保护和地质旅游越来越受到中国

政府及公众的关注。 

一、中国世界地质公园概况 

29 Global Geoparks 

中国世界地质公园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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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n.globalgeopark.org/gyzt/one/leyefengs/jdjs/56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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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iushan Geo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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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面积 
/Km2 

类  型 主要地质遗迹景观特征 

1 黄山 154.0 花岗岩地貌 花岗岩石柱、峰林、怪石、幽谷，温泉 

2 
庐山 500.0 

冰川地貌 
构造地貌 

冰川角峰、冰斗、冰窖、槽谷等侵蚀地貌，冰碛物、漂砾、冰水沉积与堆积地貌遗迹，
变质核杂岩伸展构造，断块山地貌 

3 云台山 556.0 云台地貌 构造单面山体、断崖和幽谷地貌，飞瀑清泉 

4 
石林 400.0 岩溶地貌 

有各种各样的岩溶石柱景观，还发育石林谷地、洼地、岭脊、坡地、溶丘、尖峰溶痕等
岩溶地貌。 

5 
丹霞山 290.0 丹霞地貌 

以赤壁丹崖为特征的红色陆相碎屑岩地貌，分布范围广，地貌类型丰富，雄险奇秀，丹
崖碧水，红岩绿树，远近高低错落有序。 

6 
张家界 398.0 砂岩峰林地貌 

石英砂岩峰林，3000多峰柱，高者达400 m，砂岩峰林相对高差大、柱体密度大、高径
比大，四周绝壁如削，造型奇特多姿。 

7 
五大连池 720.0 

火山地貌 
温泉 

分布14座火山，有火山锥、火山堰塞湖、熔岩台地、喷气锥、翻花石、熔岩龙、熔岩洞
、熔岩丘等地质遗迹。 

8 
嵩山 450.1 

地质构造遗迹 
地层剖面 

太古界至元古界、中上元界、古生界间的三个角度不整合界面遗迹。具有太古代、元古
代、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完整地层剖面。 

9 
雁荡山 294.6 火山岩遗迹 

早白垩世大型破火山、古火山机构，火山地貌保存了火山喷发-塌陷-复活瀑流-再爆发
全过程，峰、嶂、洞、瀑四种地貌景观 

10 
克什克腾 1343.8 

花岗岩、冰川
及火山地貌 

以花岗岩石林、第四纪冰臼群、火山群地貌为特征 

中国世界地质公园规模、类型及主要地质遗迹景观  

序号 
名  称 

面积 
/Km2 

类  型 主要地质遗迹景观特征 

11 兴文 130.5 岩溶地貌 岩溶峰丛、石林、溶洞、天坑、溶沟、石芽、峡谷瀑布群 

12 
泰宁 492.5 丹霞地貌 

有陡崖、峡谷、洞穴组成的丹霞地貌遗迹，以及水体、火山岩及构造地貌等多种
地质遗迹。 

13 
泰山 129.6 

前寒武纪地层 
构造及花岗岩地貌 

新太古界至早元古界、寒武系和下奥陶统的分层命名地、层型剖面，丰富早古生
代化石，新构造运动与地貌。 

14 王屋山-
黛眉山 

986.0 
地层及岩相古地理
遗迹 

地台型沉积地层遗迹，中元古以及古生代海洋环境，峡谷峰丛地貌，水体景观 

15 
雷琼 405.8 火山地貌 

共有101座第四纪火山，发育玛珥火山、玛珥湖、熔岩锥、碎屑锥、混合锥、火山
灾害遗迹等，玄武质火山岩海岸带地貌。 

16 
房山 953.9 

岩溶地貌 
古人类遗址 

丰富的岩溶峡谷与峰丛地貌，以及石花洞等100余座岩溶洞穴。北京猿人和山顶洞
人遗址。 

17 
镜泊湖 1400.0 

火山地貌 
花岗岩地貌 

火山地质遗迹包括从火山口到熔岩流末端的完整遗迹，16座火山锥，以及熔岩台
地和堰塞湖。花岗岩地貌遗迹有陡崖、峡谷、石峰、石臼、石蘑菇。 

18 
伏牛山 954.3 

化石、地质构造遗
迹、花岗岩地貌 

有西峡恐龙蛋化石群，秦岭造山带遗迹，花岗岩峰墙、峰丛、峰林、石柱，岩溶
地貌 

19 
龙虎山 996.6 丹霞地貌 

有幼年期、壮年期和老年期丹霞地貌，类型有方山石寨、峰丛峰林、孤峰石柱，
造型奇特的山石景观。 

20 
自贡 56.6 化石 多种恐龙化石密集埋藏地，完整化石骨架，恐龙的粪便，硅化木，侏罗系地层 

中国世界地质公园规模、类型及主要地质遗迹景观  

序号 
名  称 

面积 
/Km2 

类   型 主要地质遗迹景观特征 

21 
阿拉善 802.5 沙漠及风成地貌 

腾格里沙漠及巴丹吉林沙漠景观，世界上最高的沙山和世界上最大的鸣沙区域， 
居延海湖泊，花岗岩风蚀地貌景观。 

22 
终南山 1074.8 

地质构造及地质灾 
害遗迹、冰川地貌 

翠花山古地震山石崩塌遗迹，太白山第四纪冰川遗迹，秦岭造山带地质遗迹，盆 
山构造和断块地貌，蓝田猿人遗址。 

23 
乐业-凤山 930.0 岩溶地貌 

岩溶地貌包括乐业天坑群、凤山溶洞群、天窗群、地下河系统、峰丛、洼地、坡 
立谷等，涵盖了中国热带亚热带岩溶地貌的完整系列。 

24 
宁德 2660.0 花岗岩与火山地貌 晶洞花岗岩地貌，火山岩地貌，河流侵蚀台地，海岸海蚀地貌。 

25 
香港 50.0 

火山岩及地貌 
沉积岩石 

酸性流纹岩质火山岩柱群，发育于新界的距今4亿到5.5百万年的地层，海蚀地貌 

26 
天柱山 413.1 

花岗岩地貌 
超高压变质带 

为花岗岩奇峰、怪石、陡崖、幽洞组成的花岗岩地貌景观，郯泸断裂带，大别- 
苏鲁超高压变质带。 

27 
三清山 229.5 花岗岩峰林地貌 

中生代花岗岩山岳峰林地貌，园区内有奇峰48座，造型石89 处，景观384余处， 
西太平洋边缘最美丽的花岗岩。 

28 
延庆 620.3 

地质构造遗迹、化 
石、岩溶地貌 

园区以中生代燕山运动地质遗迹为核心，园区保存有众多硅化木化石和大量恐龙 
足迹化石，以及岩溶峰丛和峡谷的岩溶地貌景观。 

29 
神农架 1022.7 

地层剖面、冰川及 
构造与岩溶地貌 

有完整中元古层序地层，发育古大陆裂解事件的辉绿岩墙、元古代冰碛岩及叠层 
石化石群，有冰川地貌、构造地貌、岩溶地貌等地质景观近200处。 

中国世界地质公园规模、类型及主要地质遗迹景观  世界地质公园类型划分  

   通过地质遗迹景观特征的综合分析，从学科领域上中国世界地质

公园可分为以下类型。 

   1. 地层学-- Songshan geopark 

   2. 构造地质与大地构造-- Zhongnanshan geopark 

   3. 古生物学-- Zigong geopark 

   4. 地貌学 

       ※ 岩溶地貌-- Stone forest geopark 

       ※ 火山地貌-- Wudalianchi geopark 

       ※ 花岗岩地貌-- Huangshan geopark 

       ※ 冰川地貌-- Lushan geo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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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砂岩地貌-- Zhangjiajie geopark 

       ※ 海蚀地貌-- Hongkong geopark 

       ※ 丹霞地貌-- Danxiashan geopark  

       ※ 砂岩地貌-- Zhangjiajie geopark 

       ※ 海蚀地貌-- Hongkong geopark 

       ※ 丹霞地貌-- Danxiashan geopark  

       ※ 雅丹地貌-- Alax geopark  

       ※ 云台地貌-- Yuntaishan geopark        

   5. 矿物学与岩石学-- Tianzhushan geopark 

   6. 水文学-- Jingbohu geopark 

   7. 环境地质与地质灾害-- Zhongnanshan geopark    

  上述分类系统考虑到构成地质公园的地质遗迹景观特征，也便于

实际使用。 

二、中国世界地质公园的建设现状 

地质公园内的地
质遗迹保护工程，
如化石、层型剖
面（金钉子）等 

地质公园建
设了大量地
质遗迹景观
解说牌及综
合说明栏，
促进地质公
园的地质旅
游及地学科
普教育。 

中国世界地质公园的建设现状 

地质公园举行各种科普教育活动，
如野外拓展、夏令营、论坛及教学
实习等，建立了一批科教基地。 

中国世界地质公园的建设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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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公园印刷出版了大量相关科研科普书籍、画册及宣传推广折页 

中国世界地质公园的建设现状 

每个地质公园都建设有地质公园博物馆，通过图片、文字材料、
模型、标本、媒体材料等展览及展示技术手段，开展地学科普
和教育，形成博物馆化的公园。 

中国世界地质公园的建设现状 

地质公园及周边的生活条件及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中国世界地质公园的建设现状 

据2011年统计，中国世界地质公园建设综述如下： 

▲世界地质公园使得含有重要地质遗迹景观的超过17000平方公里

的区域得到保护 

▲世界地质公园提供了28000多个长期的工作岗位 

▲出版印刷了230种100多万册科普科研书籍、公园介绍折页及图册 

▲建设各种解说牌7000 多块 

▲建设地质公园博物馆和展示馆31家                                                 

▲建设地质旅游线路92条         

▲举办各种科普教育活动200多场，其中有近70场针对孩子 

▲地质公园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合作交流，建立了姊妹公园 

▲地质公园的游客数及旅游收入逐年显著提高。 

中国世界地质公园的建设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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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界地质公园的建设，取得成就如下： 

  ◆1. 保护了地质遗产及自然环境，制定及完善有关地质遗

迹与地质公园的法律法规，形成一种对珍贵地质遗迹景观资源

的新型管理模式。 

  ◆2.通过科普教育，提高了公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增强了科

学素质，加强了人们对人类家园---地球的认识。   

  ◆3.通过发展地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及增加就业，极大地

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国世界地质公园的建设现状 三、世界地质公园的地质旅游 

    中国的地质公园建设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促进了地质旅游，

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一方面地质公园中的地质遗迹景观丰富了

旅游的资源数量及内容；其次，地质遗迹景观形成的科学道理，

成为吸引游客的一个个地质故事，构成一种深度旅游，提高了旅

游资源的质量；另外，地质公园具有丰富的地质科考游线还可满

足科考者需要，与自然生态、历史及人文景观等其他旅游形式和

谐发展，提高了适应性，扩大了旅游群。因此，地质旅游作为新

兴的旅游产品，致使中国国内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和繁荣，旅游人

数和旅游收入屡创新高，并呈快速上升趋势，促使旅游业快速发

展。 

世界地质公园的地质旅游发展 

序
号 

地质公园名称 

游客人数（万人） 门票收入（万元） 

成立前 成立后 
增加

% 

2010年 增加 

% 成立前 成立后 
增加

% 
2010年 

增加 

% 

1 
张家界地质公园 380.0 460.0 +21 

1524 +301 
6000 8000 +33 70000 +1067 

2 
黄山地质公园 135.0 140.0 +3.7 

252 +87 
11070 17160 +55 40000 +262 

3 
庐山地质公园 86.0 92.0 +7 

483 +462 
4356 7845 +80 29000 +566 

4 
云台山地质公园 56.0 94.0 +68 

1200 +2043 
1025 2720 +165 48900 +4671 

5 
丹霞山地质公园 56.28 58.43 +3.8 

302 +437 
658.7 835.4 +26.8 5500 +735 

6 
石林地质公园 129.0 144.5 +12 

275 +113 
845 11900 +40.8 36000 +4160 

第1-2批世界地质公园建成前后及近期的游客数与门票收入对比 
序
号 

公园名称 

游客人数（万人） 门票收入（万元） 

成立
前 

成立
后 

增加
% 

2010

年 

增加 

% 
成立
前 

成立
后 

增加
% 

2010年 
增加 

% 

7 五大连池地质公园 13.0 23.0 +77 
115 +785 

196 278 +64.5 2600 +1227 

8 
克什克腾地质公园 30.48 45.27 +49 

200 +556 
6097.5 7085 +16 20600 +237 

9 房山地质公园 26.27 38.46 +47 793 +2919 925.4 1516 +64 14229 +1438 

10 伏牛山地质公园宝
天幔园区 

38.0 50.0 +21 
 

267 

 

+603 170 260 +53 9527.6 +5504 

11 龙虎山地质公园 70.0 90.0 +28 139 +99 2000 3000 +50 18300 +815 

12 终南山地质公园翠
华山园区 

23.0 26.0 +13 
 

300 

 

+1204 593 680 +14.7 5300 +794 

合计 1043 1261 +29.3 5850 +800 33936 61280 +55.3 305728 +1778 

世界地质公园的地质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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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世界地质公园游客数量、门票收入和综合旅游收入对比变化图

看出，地质公园的地质旅游发展，出现逐年快速上升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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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界地质公园游客数、旅游收入及门票收入变化图 

世界地质公园的地质旅游发展 

●地质公园的游客数量增长，促进了公园的地质旅游快速发展 

2010年，24家中国世界地质公园全年累计接待一日游和留宿游

客7900.5万人次，年游客总收入287.4亿元，的游客数和旅游

收入分别占到国内旅游总人数和总收入的3.8%和2.3%。 

  2010年，中国旅游收入比前一年增长9%，游客数同比增长

11%；而24家公园的地质旅游中的旅游收入和游客数同比增长

分别为18%和20%。 

世界地质公园的地质旅游发展 

24家中国世界地质公园游客量和游客收入（2010年） 

年累计接待游客量 

（万次） 
7900.5 其中 

一日游游客量（万次） 4359.82 

留宿游客量（万次） 3540.76 

年游客总收入 

（亿元） 
287.4 其中 

一日游客收入（亿元） 121.1175 

留宿游客收入（亿元） 166.2975 

 ●地质公园的知名度不断提升，促进了公园的地质旅游发展 

     以世界地质公园为名片，通过媒体多样的宣传推广方式，使过去
鲜为人知的旅游景区名气大增，知名度显著提高。2010年调查，
GGN中国成员的区域知名度在90%以上的有14处，50%以下的仅
有2处。 

 
知名度的提升
也为公园带来
了实际效益，
据统计分析，
2010年GGN中国
成员因印刷品
宣传推广带来
的游客收入就
近20亿元。 

世界地质公园的地质旅游发展 

24家世界地质公园的区域知名度调查统计 

 ●地质公园公园及周边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地质公园的旅游收入 

      地质旅游业的发展必须依赖物质生产基础，作为其最重要组成部分的
各类基础设施（包括各类道路、博物馆、标识系统、信息中心、地质
公园特产商店等）是否完善、合理，也将直接影响地质公园的旅游收
入，且收入高低与公园入选GGN的时间关系密切 。 

 2010年，GGN中
国成员各类基础
设施建设带来的
相关收入总计
623.7亿元，从
右图看出，较早
成为GGN的成员
由于在基础设施
上的累计投入大，
因此此项的收入
也较大。 

世界地质公园的地质旅游发展 

各批次GGN成员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平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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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公园催生了导游、项目和活动的开展，带来了丰厚的旅游收入 

      地质旅游不同于单纯的观光、休闲和度假旅游，它具有多重功能属性

（如观光游览功能、科普教育功能、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科学研究功
能等），借助该特点，充分发挥其资源和功能优势，在地质公园范围
内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旅游活动项目，吸引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  

         2010年GGN中国成员因举办了各类活动项目（见表），扩大游客群
并增加游客数量，获得的收益高达165.3亿元，其中过半数成员在该项
上的收入达到亿元水平。 

2010年24家世界地质公园举办各类活动统计 

活动名称 活动平均次数（次） 活动平均参与人数（人） 

配备导游的游览项目 29382.5 19.5 

休闲项目 177.1 3267.5 

科普项目 17.4 18355.1 

大型活动 6.5 23357.8 

世界地质公园的地质旅游发展 

●地质公园的地质旅游发展，增加了就业岗位，提高了居民收入 

   地质旅游业适应性强，旅游活动范围广，这就决定了地质旅

游项目可开展多层次的开发，使不同投资能力、不同知识和技

术水平的投资者、劳动者，都可以参与旅游开发建设和经营服

务，同时它作为国民经济一个综合性很强的行业，与其他产业

密切相关，直接或间接地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多数地区通过

地质旅游业和其他产业相结合，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居民快

速、稳定地实现了脱贫致富。 

   据统计，2010年，24家GGN中国成员共创造了28290个长期工

作岗位（包括公园内部在编和有合同的岗位），直接和间接解

决了数百万人的就业。 

世界地质公园的地质旅游发展 

●多元化的预算资金的迅速增加，促进了地质公园的地质旅游发展

我国旅游产业一向以政府主导为主，政府的产业政策直接影响着

旅游业的发展。随着国家对旅游融资政策的放宽，投资环境的不

断改善，目前大部分地区的地质旅游资源开始逐步向社会资金开

放，大量的社会资金和外资也开始投入各种地质旅游景区。而在

市场化经济中，地质旅游业的良好投资回报也吸引越来越多的旅

游投资。                                                           

      据统计，近几年来投入地质旅游的资金规模在迅速增长， 2010

年仅24家GGN中国成员的总预算资金投入就高达34.4亿元。迅速

增加的多元化资金投入促进了我国地质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世界地质公园的地质旅游发展 

●地质公园建设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 

   地质旅游业具有很强的社会和市场适应性，作为国民经济一个

综合性很强的行业，其生存发展与其他产业密切相关，能直接

或间接地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很多地区通过地质旅游业和其

他产业相结合，迅速带动了交通、商业、服务业、城乡建设的

发展。 

   据统计，2010年由GGN中国成员带来的企业总收入高达2546.5

亿元，这项收入目前仍保持着逐年上升势头。 

世界地质公园的地质旅游发展 世界地质公园的地质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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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地质公园的地质旅游发展，为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

调整、旅游资源整合、提高就业率以及社会进步创造了前所未有

的契机，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 

●地质公园是近几十年来我国旅游业最值得称道的旅游产品之一，

地质旅游极大地提高了旅游业的科学含量，改善了旅游业的形象，

市场需求大，极具发展前景，是中国旅游业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 

●在地质公园的地质旅游快速发展的同时，要关注其质量问题，

与其他旅游形式间的和谐发展，注重地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