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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问题答案答1、以黄山为例讲述花岗岩山地的美感特征及

其形成的原因。花岗岩山地整体形状多危峰群立，峰秀如林

，峰谷相间，蔚为壮观；山峰雄伟、峭拔、险峻，然而山峰

顶部轮廓圆滑，形状犹如一枝枝含苞待放的莲花，阳刚中蕴

含着阴柔。山上轮廓浑圆而造型奇特的山石，俯首皆是。地

壳基本由三大成因类型的岩石组成，岩浆岩（又称火成岩）

、沉积岩（又叫水成岩）和变质岩。岩浆岩中除喷发、浸溢

出地表的火山熔岩外，均为地壳内生成的岩石。当地壳岩层

在水平积压力的作用下发生褶皱隆起时，深层岩浆便随之侵

入，填补发生褶曲的空间，凝固成岩，构成褶皱构造的核心

部分。根据岩浆在地壳内冷却凝固成岩市的深度，分为深层

和浅层侵入岩。花岗岩属于深层侵入的酸性岩。 2、讲述花

岗岩山地的形成过程地壳表面的形态是内外营力共同作用的

结果。花岗岩山地从成岩到成山，大致都要经过三个阶段。1

） 花岗岩的形成过程。 在地球内应力的高温积压作用下，成

岩地区的地壳发生褶皱和破裂。地壳下的岩浆沿着褶皱隆起

的地方和破裂的缝隙向地壳表层上升侵入。侵入的时候，冷

却凝结成岩，构成地表山地的地下核心部分。花岗岩是深层

侵入岩。2） 花岗岩出露过程。 这是地壳持续抬升和外营力

剥蚀同时作用的过程。这次的抬升，可能是上次构造运动的

延续，也可能是有一次构造运动。然而，大自然的风化、侵

蚀、搬运作用在山地形成时就活跃起来。在内外营力的共同



作用下，覆盖在花岗岩上面的山体表层被侵蚀掉，花岗岩直

接露出来。3） 花岗岩山地与石块景观特征的形成过程。这

个过程地壳依然处于持续抬升状态。当花岗岩被剥去上覆的

岩层，露出地表而持续抬升时，由于减去负荷以及地下有限

空间de限制，岩石松膨。 在山峰形成的同时，由于岩性结构

在太阳暴晒和昼夜温差下产生层状物理风化作用，峰顶临空

的棱角以及一些块体较小的山石的棱角逐渐消失，这叫球状

风化。岩性坚硬、节理丰富、地壳抬升、流水切割、球状风

化。花岗岩山地的石块与众不同的景观美感特征是由于内外

在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 3、比较分析溶洞与熔洞的形成机

理与景观特征的异同。 溶洞是地表水与地下水沿着岩石的裂

隙溶蚀而成的。地表水沿着垂直裂缝向下侵蚀，经过溶蚀洼

地、漏斗、落水洞的发展过程，与地下洞穴连通，落水洞又

称溶洞的地面入口。在洞穴形成的同时，洞内的堆积地貌也

在形成，由于裂缝渗入的地下水中含有饱和的碳酸氢钙，当

在洞顶露头后立刻分解。还原的碳酸钙在洞内形成石钟乳、

石笋、石花、石幔、石瀑等。 熔岩洞是喷发岩中较常见的一

种洞穴地貌，与岩溶洞绝然不同，是经过物理过程形成的。

熔岩溢出地表后，其表面冷却很快。当岩流还在流动时，其

表面已经固结成壳。由于岩石导热性能很低，其内部可持久

保持高温、流动状态。在岩流表面固结成壳时，内部岩流仍

沿重力方向流向较低的地方。 4、锥状火山群与熔岩台地的

形成过程与分布规律。 火山地貌与熔岩台地同属于熔岩地貌

，是地壳深处的熔融岩浆从地下喷发或漫溢出来，就地堆积

所形成的地貌。 火山分为死火山、活火山和休眠火山。典型

的火山外形是一个拔地而起的锥形山丘，称“火山锥”。锥



顶有圆洼形火山口，口下有一个与地壳深处岩浆相连，为内

部物质喷出的火山通道。这种火山爆发方式称为中心式，即

地下岩浆沿着地层深段裂的交汇处形成的筒形通道山涌、喷

发、堆积，在地表形成火山锥体地貌景观。有的地方一座，

有的地方几座，有的地方十几座或者几十座，形成壮观的火

山锥群。 熔岩台地地貌平坦开阔，这是裂缝式火山喷发方式

下形成的熔岩地貌。岩浆沿着地壳中的巨大裂缝不断上涌，

以巨大的能量喷出地表，在流动的过程中，覆盖了流经地区

的地面，形成了广阔的熔岩台地。 火山岩将活动主要分布在

地壳板块的边界地带。板块边界地带是地壳的破碎地带，这

里地下断层非常薄弱，称为地壳薄弱区。因此，板块边界是

地壳深处处于高温高压状态下的岩浆释放能量的首选地带，

岩浆沿着岩层中的垂直裂缝上涌、喷发、堆积。火山锥与熔

岩石就是在这样周而复始的过程中堆积而成的。[1] [2] [3] [4]

下一页 5、讲述长白山火山群的形成过程及其独特的景观特

征。 长白山火山群的形成历经了2500多万年的历史，经过两

种喷发方式形成。在距今大约2500万年的时间里，长白山地

区经历了4次裂缝式火山喷发活动，形成了广阔的熔岩台地。

在距今60万年至1500万年间，长白山区又发生了4次火山爆发

，爆发方式以中心式为特点，形成以主峰白头山为核心的火

山群。在火山作用停止后，火山口内接受大气降水和地下水

的不断补给，逐渐蓄水成湖，形成火山口湖。这就是著名的

长白山天池。景观特征：1）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火山口湖，

是中国最深的高山淡水湖。2）是群峰顶部都具有淡黄色乳岩

所构成的“山帽”，远望犹如盛开的莲花，近观淡黄的“山

帽”与天池碧水相交辉映，美不胜数。3）长白山峡谷中保留



着大面积的罕见的熔岩林。 6、对比分析桂林山水与路南石

林景观特征的区别及成因。 桂林山水是指桂林到阳朔沿漓江

两岸的风光。这里以挺拔秀丽的中尺度的造型地貌峰丛、峰

林、孤峰为主，清澈的漓江水在植被密布的峰林中蜿蜒穿行

，构成一幅秀美画面。石芽、峰丛、峰林、孤峰是石灰岩地

表溶蚀地貌发育不同阶段的产物，他们展示着云贵高原从历

史上的高原平原到现代山地景观的演化过程。 路南石林为小

尺度的山石造型地貌，是亚热带石芽的一种特殊形态，形体

高大，相对高度一般在20米左右，大约可达50米左右，山石

挺拔峭立。远望如一片莽莽森林，近看却是一个个惟妙惟肖

德奇特造型。成因有三：1）岩石中碳酸钙的纯度高，2）岩

层的垂直断层节理发育，3）全年气温高而恒定，大气中二氧

化碳的浓度高，降水丰沛。因此溶蚀作用强烈，地面分割破

碎而制。 7、中国黄龙自然保护区的石灰华地貌何以堪称位

居世界之最？ 黄龙具有世界罕见的石灰华景观，这首先表现

在石灰华景观类型的构成上。黄龙的石灰华景观，类型齐全

，石灰华边石坝彩池、石灰华洞穴、石灰华台等一应俱全，

可以称得上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天然石灰华博物馆。其次表现

在最具规模上。黄龙地表石灰华景观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喀斯特地貌之经典。其三，是石灰华发育的过

程完整。黄龙景区内石灰华景观集中分布在黄龙沟、二道海

等地，而他们分别处于石灰华的现代形成期、衰退期和蜕化

期，给石灰华演变过程的研究提供了完整的现场。 8、天坑

、地缝同属于那种岩石地貌，其形成的内外因条件是什么？ 

天坑是岩溶地貌中的一种负地形，从形态上看是地面上一个

巨大的坑洞，雄伟的峭壁如斧劈刀削般森然直立，围成坑洞



的四壁，远远望去，好像大地对着天空长大的嘴巴。 天坑的

形成、与当地的气候、岩石特性、地质构造和人文条件有着

密切的关系。中国南方有大规模的石灰岩地层，长江以南气

候湿热，雨量充沛，年平均降水量在1000至1400毫米。当雨

水降落在石灰岩地面上，沿着岩石的裂缝渗入地下，一路溶

蚀四壁，逐渐扩大，在地下形成大型的溶洞。溶洞的洞顶在

重力作用下，不断往下崩塌，直到最后洞顶完全坍陷，形成

了喀斯特漏斗。在地表与地下长期的溶蚀作用下，漏斗越来

越大，终于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天坑。 与天坑共存的另一

种奇特的溶蚀地貌是地缝，都以地下河与天坑相通。这种地

形在小寨天坑和乐业天坑群都存在。与小寨天坑相通的天井

峡地缝全长14公里，缝两壁陡峭如刀切，是典型的“一线天

”峡谷景观。地缝多为断裂带，破碎的岩石被溶蚀或被流水

带走，从而形成峡谷。 9、中国南方为什么能形成壮观的天

坑群地形？ 天坑的形成、与当地的气候、岩石特性、地质构

造和人文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南方有大规模的石灰岩

地层，在距今约300万-400万年前的最近一次构造运动喜马拉

雅造山运动中，石灰岩地层被再次抬升，强大的挤压断裂作

用使地层中形成丰富的断层节理。长江以南气候湿热，雨量

充沛，年平均降水量在1000至1400毫米。当雨水降落在石灰

岩地面上，沿着岩石的裂缝渗入地下，一路溶蚀四壁，逐渐

扩大，在地下形成大型的溶洞。溶洞的洞顶在重力作用下，

不断往下崩塌，直到最后洞顶完全坍陷，形成了喀斯特漏斗

。在地表与地下长期的溶蚀作用下，漏斗越来越大，终于形

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天坑。 10、丹霞地貌形成的地质基础与

外在条件。 丹霞地貌 在巨厚的红色砂硕岩岩层山美国，由内



外营力作用发育而成的方山、奇峰、赤壁、岩洞等特殊地貌

。多发育在降水量丰富的湿润地区。以广东省仁化县的丹霞

山最具典型，故得其名。方山顶部平齐，四壁陡峭，奇峰或

似堡垒、或似宝塔、或似各种生灵；断崖绝壁赤如朝霞，壁

上往往有沿层面发育的浅小顺直的岩洞。丹山碧水相辉映，

其形态、色彩之美无与伦比。广东的丹霞山是面积最大、类

型最齐全、造型最丰富的地区。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11、雅丹地貌景观的形态特征与形成原因/ 雅丹地貌是在尚未

固结成岩的河湖相土状堆积物地区发育的风蚀地貌。其形态

特征表现为长长的沟槽陡坡地土墩相间分布。 12、鸣沙山沙

鸣的原因 沙鸣的声响会因外界环境的不同，因沙粒运动状态

不同而异。关于沙鸣的原因，比较集中的四种解释是：1. 电

荷说。持这种解释的科学家认为，阳光照射下的石英沙粒会

产生静电，带电的沙粒在外力作用，彼此摩擦发出的声音

。2. 共鸣说。持这种解释的科学家认为，沙丘的构成状态就

像一个天然的共鸣箱，沙粒滚动所发出来的声音在共鸣箱的

作用下被放大。3. 碰撞说。持这种解释的科学家认为，声音

是由于沙粒彼此碰撞而发出的。4. 吐气说。持这种解释的科

学家认为，在夏日炎热阳光的烤灼下，沙层增温后，内部的

空气因膨胀顺沙粒间隙向外排出，导致声响。 13、山东济南

市的72泉属于那种泉，其形成的条件是什么？ 济南的72泉属

于上升泉中的涌泉。涌泉是次下承压水的露头。含蓄承压水

的地层均为倾斜呈楔状，含水层被上下两层不透水地层夹在

中间，其中所含蓄的水就像在水管中一样，可以从高处流向

低处。处于倾斜含水层低处的水承受着上部静水的压力，一

旦低处的含水层暴露在地表，承受压力的水就会涌出地面，



涌出水头的高度因承受的压力而异。只要倾斜含水层上部持

续有水的补给，涌泉就不会停息。 14、简述钱塘江大潮景观

形成的原因1、 天文原因： 地球上的潮汐现象是日、地、月

间的万有引力，地球自转产生的离心力共同作用于庞大的海

水流体所产生的水面周期性升降现象。一年间，海水水面的

升降现象存在着三种周期性，即日周期、月周期和年周期。

一昼夜间有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当月亮处于天顶或天地（

即穿过地心另一端地面的天顶）时，海水开始上涨；当月亮

处于地平线来年果断的天际时海水开始降落，此为日周期。

一个月间有两次大潮和小潮。两次大潮分别出现在朔、望月

日（即农历初一和十五），由于此时日、月、地三者处于一

条直线上，太阳的引潮力与月球的引潮力叠加。因此，高潮

水面为全月最高点，称大潮，低潮水面为全月最低点，称小

潮，此为月周期。一年有两次最大潮和最小潮，分别出现在

春分和秋分前后，此为年周期。中国农历的八月十八恰在秋

分的前后，是最大潮发生的时节。2、 地文原因 海水注入杭

州湾，那儿的钱塘江河口宽达100公里，但钱塘江在六和塔附

近的上游，宽度却不足2公里。如此悬殊的河道宽度差异使潮

波上溯受到约束，能来能够相对集中，潮差明显增大，是潮

墙形成的重要原因。 钱塘江位于长江南面，由于沿岸横向海

流的作用，把长江泄入海中的大量泥沙，不断地带到杭州湾

来，在钱塘江口形成一个体积庞大、好像门坎一样的“沙坎

：。当潮水向钱塘江口内涌去时，被拦门沙坎挡住了潮头，

就形成了后浪推前浪、一浪叠一浪、汹涌澎湃、势如千军万

马排山倒海的天下奇观。3、 气候水温原因 根据中国东部季

风区锋面雨带的活动规律，春分时节，雨带还停留在大陆南



面的南海海面。钱塘江江水补给主要来源于流域区内的降雨

，因此春分时节江水水量不大。九月后，锋面雨带迅速从北

方撤回到长江以南地区。由于雨量的充沛，江水流量很大，

江口也因丰沛的雨量而升高，向下奔腾倾泻入海的江水与倒

灌的海水彼此顶托，这不仅更加助长了潮面升高的幅度，同

时增加了汹涌澎湃的壮观气势。 15、简述地表水体不同水色

的原因 水本身物色，自然界丰富的水色是由于它自身的物理

性质、它所在的地理环境以及水生植物和水中所含的泥沙与

矿物结晶体的颜色等诸多原因造成的。 纯净的水体对阳光的

光波具有吸收和散射的物理作用，其对光波的吸收的强度与

光波的长度成正比，散射的强度与光波的长度成反比。自然

水体所呈现的色彩与其水深密切相关。当水体很浅，不足以

体现它的得吸收与散射作用时，水是无色的透明体。当阳光

射入较深的水体时，三原色中的红色光比首先被全部吸收。

当时水色表现的是对剩余的两原色黄、蓝光波所构成的绿色

系光波散射的结果，绿色的深浅度视水深由浅向深变化。这

个变化的过程就是黄色的光波被逐渐吸收、削弱的过程。当

黄色的光波也被全部吸收后，水体散射的就只有蓝色的光波

了。 16、黄山云绝绝在何处，为什么黄山会形成如此绝伦的

云海景观 在黄山云、松、峰、泉四绝中以云海为首。黄山云

海之绝，其一绝在其云量大，其二绝在云雾变换之快，其三

绝在云日之多。 云系大气中水汽凝结的水滴与冰晶的结合体

，水是云雾之源。黄山云日之多、云量之大事由于成云致雨

的水汽来源充足。黄山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西南，东临钱塘

江口，来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可以长驱直入到达黄山，黄山

峰峦高耸，使暖湿气流受阻。当暖湿气流沿坡上升，与冷空



气发生激烈对流时，水分遇冷凝结，成云致雨。山区全年降

水量多达2395毫米。黄山及其周围地区多湖、多泉瀑，山上

植被茂密，这不仅对降水有巨大的含蓄能力，使之不致流失

，同时，水面的蒸发、植被的蒸腾是当地大气中水汽补给的

又一个重要来源。 黄山云雾的瞬息万变与其特有的地貌结构

和山体不均衡的受热密切相关。黄山峰岳林立、峰谷相间，

由于峰顶与谷底地面白天受热增温与夜晚辐射降温的速度差

异，产生山区特有的沿山坡滑升或跌落的山谷风。对于每一

座山峰来讲都有向阳坡和背阴坡之分太阳照射下，阴阳坡受

热不均，近地面大气运动速度不同，便产生山谷中横向的气

压差以及压差作用下的气流运动。云雾就是在这种复杂的气

流推动下，在山谷中飘移、变换。 17、简述佛光的景观特征

及其形成条件 佛光又称宝光，其景观为外红内紫排序的七色

光环围绕着中心的人或物的影像，犹如传说中佛与菩萨“真

像”的显露，又似西方人心目中宝石周围的光环。 佛光是大

气中光通过折射、衍射而形成的一种奇幻景观。在山区通常

出现在观测者的前方或前下方。佛光出现的条件为：太阳的

高度不大；观测者的前方要有云雾，天空晴朗无风，云雾层

稳定；太阳、观测者与云雾层排列在一条直线上，观测者位

于中间。此时，人投影在前方的云幕上，若云滴间的空隙满

足了光波衍射现象发生的要求，奇观便呈现在观测者的眼前

。光环的大小与云滴间空隙的直径呈反比关系，即满足衍射

发生的空隙直径越小，光环的直径越大，反之越小。佛光出

现的次数、光环美丽的程度，因云雾日的多少、空气湿度的

大小以及大气的稳定程度而不同。 18、简述蜃景的类型及其

成因 蜃景及海市蜃楼，是地面或水面景物反射的光线，在密



度不同的稳定大气中传播，发生折射和全反射而形成的幻景

景观。 蜃景分“上现蜃景”、“下现蜃景”和“侧现蜃景”

等类型。“上现蜃景”和“侧现蜃景”是水面上空出现的海

市蜃楼，成正像。“下现蜃景”是沙漠地带出现的海市蜃楼

，成倒像。在水面或陆面上空的稳定大气层中，由于在垂直

方向过水平方向上气温的急剧变化，空气密度也随之发生变

化。当底层空气密度高，而上层密度低时，在实际景物上方

的远处就出现了它的影像，此即“上现蜃景”。当水平方向

上空气密度急剧变化时，在实际景物的一侧就会出现一排它

的影像与之同在，此即“侧现蜃景”。当底层空气密度低，

而上层密度高时，在实际景物的下方出现它的倒影，此即“

下现蜃景”。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19、极光现象的景

观特征及形成机理。 按极光形态特征将其分为五种：一是底

边整齐微微弯曲的圆弧状的极光弧（或称为弧状极光）；二

是有弯曲褶皱的飘带装的极光带（或称为带状极光）；三是

如云朵一般的片朵状的极光片（或称为片状极光）；四是像

面纱一样均匀的帐幔状的极光幔（或称为幕状极光）；五是

沿磁力线方向的射线状的极光芒（或称为放射状极光）。当

人类用太空的视角观察极光现象时，则呈现为环带状。 极光

是稀薄的大气层中产生的复杂的电现象。道理是，带电粒子

撞击气体的分子或原子，使之获得能量，外层电子脱离。而

离散的电子还要归回，当电子归回是，分子或原子复原就要

释放原来所获得的能量，释放的能量以不同波长的电磁波发

出，即显现出不同波长的光线。高层大气是由多种气体组成

的，不同元素的气体受轰击后所发出的光的颜色不一样，因

而极光就显得绚丽多彩、变幻无穷。 极地上空撞击气体分子



或原子的带电粒子来自太阳活动放出的太阳风。，作为太阳

风的一部分荷电粒子在到达地球附近时，被地球磁场俘获，

并使其沿磁力线飞向两极。地球磁场形如漏斗，尖端对着地

球的南北两个磁极，因此带电粒子沿着地磁场这个“漏斗”

沉降，逐渐形成密集的粒子群进入地球的两极地区。两极的

高层大气，受到太阳风的轰击后发出光芒，形成极光。因此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气、磁场和太阳风是极光形成的缺

一不可的三个条件。 20、对比分析生态旅游与传统旅游的区

别。 相比较于传统大众旅游发展速度快，无控制、短期行为

的特征，生态旅游的总特征是发展速度慢，有控制，长远。

传统大众旅游员工未经训练，常规宣传，强硬促销。以追求

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为目标，以项目主导发展战略，未规划

，大搞基础设施建设，为了吸引大众旅游者。目的单纯，仅

是为了享乐、放松，很少注意自然界中生物之间的关系及产

生的自然现象大群体的旅游。而生态旅游员工训练有素，精

神促销，且能教育旅游者。科学规划发展战略，近量利用原

设施，就地取材。在保护的前提下，环境效益与经济、社会

效益并重。希望获得有深度的真正能够经历；追求身体和精

神的挑战；希望于当地居民交往学习文化；适应环境，探索

未知现象，避免走常规旅游路线。一般是不超过20人的小群

体旅游。 在传统的大众旅游中，旅游经营者和游客是最大的

受益者，在管理方式上，以游客为主，不注重环境教育的宣

传，交通方式不加限制。入住大规模的现在酒店，市场价格

较低。而在生态旅游当中，旅游经营者、游客当地社区和居

民共享利益，以保护为主，有选择的满足游客，寓教于游。

尽可能的选择无污染的交通工具，大多选择小规模的、有当



地特色的家庭式的小旅馆，市场价格较高。 21、合国教科文

组织为什么要建立《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 世界范围

的工业化进程使人类面对的自然遗产（有美学和科学价值的

地质结构、地貌形态、生物种群等），所创造的文化遗产（

有历史、艺术、科学价格的文物、建筑群、抑制等）受到前

所未有的挑战，伴随着现代化景观的发展，原始的自然景观

和传统的文化景观在迅速消亡。为了确定、保护和恢复全人

类的共同遗产，1972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

了《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同时决定建立《世界文化

与自然遗产名录》。凡被通过加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

约》的缔约国，其国家级的文化与自然遗产均可申请列入《

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一经列入则作为全人类的共同

遗产得到保护。上一页 [1] [2] [3] [4]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