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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火山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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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白山火山位于中朝边界，由数以百计的火山锥和广袤的熔岩台地组成，是一个庞大的火山群，总面积达 １２０００ｋｍ２；

它有天池、望天鹅、炮台山３个喷发中心和以基性玄武岩岩流造盾，中性粗面岩熔岩筑锥，酸性碱流岩质火山碎屑、火山灰等随

后空降堆积 ３个主要火山喷发旋回，构成板内巨型层状复式火山。自中新世以来有 １０个火山幕，近代历史期间仍有过多次喷

发，现为处于休眠状态的活火山；该火山受东北亚板块体系制约，与太平洋板块俯冲和东亚大陆裂谷系密切相关。目前适逢

地质构造的活动期和千年大喷发、百年小喷发周期的节点，存在着潜在的再喷发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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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长白山火山的时空分布

　　长白山火山地处太平洋板块与欧亚板块俯冲
地带的中朝边境，是一座规模巨大的板内层状复式

火山，其喷发活动始于中新世，有 １０个火山幕（刘
嘉麒，１９８３），直到公元 １９０３年仍有喷发记录（樊祺
诚等，２００６；崔钟燮和刘嘉麒，２００６）。长白山火山有
３个主要喷发中心，即天池、望天鹅、南炮台火山（图

１）。距天池火山约 １００ｋｍ的龙岗火山区及东部的
图们江火山区也属于长白山火山区。天池火山处

于长白山火山区域的中部，望天鹅火山距离天池火

山西南 ３５ｋｍ，南炮台山火山距离天池火山东南
４５ｋｍ，三者呈三足鼎立形式分布。火山锥体直径
４０ｋｍ，锥体顶部由于喷发塌陷形成的巨大火山口
积水成湖，称之天池，水域面积达 １０ｋｍ２，最大水深
３７３ｍ，储水量约为 ２０亿 ｍ３，为松花江、图们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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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东北亚大陆边缘的地质图以及长白山火山的 ３个喷发中心（望天鹅、天池、南炮台山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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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绿江的源头。天池火山周围共计有 １６座山峰，最
高峰为朝鲜一侧的将军峰，海拔高度为 ２７４９ｍ，是
整个长白山火山区乃至东北地区的最高峰，西侧的

白云峰海拔 ２６９１ｍ，是长白山火山区在中国境内的
最高点。

２　长白山火山岩的岩石类型

　　长白山天池火山作用大致可以分为早期造盾、
中期造锥和晚期碱流质喷发 ３个阶段（刘若新等，
１９９８）。造盾阶段以玄武岩喷发为主，构成天池火
山的基座；造锥阶段以粗面岩为主，为火山椎体的

主要部分；晚期以爆发性较强的碱流岩为主，呈席

状覆盖在椎体最上部，同时，近代喷发还伴有火山

碎屑流的堆积，如天池火山周边的鸭绿江大峡谷、

锦江大峡谷和浮石林等，多为抗风化能力较强的黑

色火山碎屑流堆积，峡谷最大深度近百米。

２１　以玄武岩浆喷发为主的造盾阶段
　　天池火山区 ５Ｍａ前开始喷发了大量的玄武质
岩浆，广布于天池火山区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及东部

的图们江流域。典型剖面见于头道白河，如药水，头

道村和抚松县泉阳镇及图们江流域的亚硐村和军舰

山等地。同时期（５～２Ｍａ）在天池火山的东区，沿图
们江流域（图们江断裂带）出露大量玄武岩。图们江

流域火山岩产状以熔岩流为特征。天池火山 ２～
１Ｍａ期间大量玄武质岩浆喷涌而出，如天池北部
１８ｋｍ的头道河玄武岩（１９１±００２Ｍａ）。代表性剖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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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天池北部的白龙水电站剖面（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和天
池西部的漫江剖面（樊祺诚等，２００５）。天池造盾玄武
岩呈斑状结构（图 ２ａ），斑晶为橄榄石（～３％，Φ０５～
２０ｍｍ）、斜长石（～５％，Φ０５～４０ｍｍ）和单斜辉
石（～５％，Φ０５～４０ｍｍ），基质（～６５％）由斜长石、
辉石、橄榄石微晶和磁铁矿与磷灰石及玄武质玻璃组

成，气孔构造发育（２０％）。斜长石斑晶有明显的环带
和熔蚀结构。

Ｏｌ橄榄石；Ｐｙ辉石；Ｐｌ斜长石；ｆｓｐ碱性长石；Ｑ石英

图 ２　长白山火山岩岩相显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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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天鹅火山长白期粗面玄武质熔岩分布于望

天鹅锥体的外围构成了广阔的熔岩台地，在中国境

内南抵鸭绿江西至临江，熔岩流厚度大于 ２００ｍ。
在十三道沟与十九道沟之间的部分被后期水系的

切割出露以双山为代表的台阶式熔岩流剖面。火

山岩以黑色致密块状为代表，无斑隐晶质结构较为

常见（图 ２ｂ），部分流动单元含有斜长石的聚斑（含
量 ２０％～３０％，粒径 ５～１０ｍｍ），类似斜长石的堆晶
结构。

炮台山造盾玄武岩呈斑状结构（图 ２ｃ），斑晶为
斜长石（～１０％）、橄榄石和辉石（～３％）、钛铁矿（～

１％），基质由长石、橄榄石、辉石和钛铁矿微晶组成。
橄榄石大多伊丁石化，斜长石发育明显环带和熔蚀

结构。

２２　以粗面岩喷发为主的造锥阶段
　　天池火山在１～００２Ｍａ期间进入粗安岩、粗面
岩及碱流岩造锥喷发阶段。典型剖面为长白瀑布

剖面：自下而上可分 ４个大的熔岩旋回，下部为粗面
岩，顶部为碱流岩；还有天池南坡小白山的粗安粗
面岩、天池北坡大峡谷的粗面岩以及天文峰一带的

碱流岩。小白山粗安粗面岩位于天池南坡景区，岩
石为黑灰色粗面安山质到灰色碱性粗面岩。火山

岩呈斑状结构块状构造，斑晶主要为歪长石、斜长

石，基质为斜长石、碱性长石、辉石、钛铁矿和磷灰

石微晶。天池火山粗面岩造锥喷发层序的经典剖

面位于天池北坡的大峡谷，同时在天池或山区的外

围也有玄武质岩浆活动。天池造锥粗面岩呈斑状

结构（图 ２ｄ），斑晶为透长石或歪长石（１０％）、钙铁
辉石（１％）、铁橄榄石（１％）、钛铁矿（１％）和少量石
英。基质由碱性长石、钛铁矿、石英的微晶组成。

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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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五道沟望天鹅景区可见二者中间有一层

厚约 ０５ｍ的红土层间隔。在十九道沟长松隧道
中也可见此红土层。此期火山岩组成了望天鹅火

山的锥体，樊祺诚等（１９９８）将此期火山岩分为早晚
两个亚期。早期火山岩构成了望天鹅火山和红头

山锥体的主要部分。岩性为玄武质粗安岩和粗面

岩，斑状结构（图 ２ｅ），斑晶主体为斜长石（～２０％）、
辉石（～５％），少量橄榄石和钛铁矿。基质（～７０％）
为长石和钛铁矿微晶以及火山玻璃组成，长石斑晶

显示出明显的环带和筛状熔蚀结构。

图 ３　长白山火山岩 Ｋ２Ｏ＋Ｎａ２Ｏ－ＳｉＯ２图解及 Ｋ２ＯＳｉＯ２图解

Ｆｉｇ．３　ＰｌｏｔｓｏｆＫ２Ｏ＋Ｎａ２Ｏｖｓ．ＳｉＯ２ａｎｄＫ２Ｏｖｓ．ＳｉＯ２ｆｏｒｔｈｅＭｔ．Ｃｈａｎｇｂａｉ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ｓ

炮台山造锥粗面岩呈斑状结构（图 ２ｆ），斑晶为
碱性长石（～１５％）、少量辉石、橄榄石和钛铁矿（～
５％）组成，基质（～８０％）由长石和钛铁矿微晶组成。
２３　以碱流岩为主的晚期阶段
　　天池火山近代喷发的火山碎屑岩和碱流质寄
生火山熔岩，代表性剖面为天池北坡顶部的天文

峰，该剖面由 ５０００年和千年大喷发的浮岩与气象站
碱流质熔岩流组成。天池气象站碱流岩呈斑状和

聚斑结构（图 ２ｇ），斑晶为透长石（～１０％）、钙铁辉
石（～２％）、铁橄榄石（～１％）、少量石英和钛铁矿，
基质（～８５％）由钠铁闪石、钛铁矿和火山玻璃组成。
在天池火山近代喷发的浮岩之上又出现了玄武质

岩浆的喷发，如见于朝鲜境内无头峰的红色熔岩渣

（刘嘉麒，１９９９）。
望天鹅晚期火山活动是顶部的块状碱性流纹

岩。位于红头山顶部的碱性流纹岩是望天鹅火山

区最晚期活动的产物，相当于望天鹅火山的一个寄

生火山喷发产物。望天鹅碱流岩呈碎块状散落堆

积在红头山顶部，岩石呈斑状结构（图 ２ｈ），斑晶以
石英为主（～２０％），长石次之（～１０％），基质为石

英、长石和钛铁矿微晶组成。

炮台山碱流岩呈斑状结构（图 ２ｉ），斑晶为碱性
长石为主（～１５％），钙铁辉石次之（～５％），基质（～
８０％）为长石、石英、钛铁矿微晶组成。长石斑晶筛
状熔蚀结构发育，辉石暗化边结构发育。

３　长白山火山岩的地球化学特征
３１　主微量元素
　　根据野外地质调查以及（Ｋ２Ｏ＋Ｎａ２Ｏ）ＳｉＯ２图

解（图 ３），望天鹅、天池、南炮台山火山的岩性特征
都落在粗面玄武岩粗面岩碱流岩岩浆演化序列上
（图 ３）。这 ３个喷发中心的火山岩的 ＳｉＯ２值基本
在 ４８％～５５％和 ６１％～７０％，而少有 ５５％～６１％的
ＳｉＯ２值，因此认为这 ３个喷发中心的火山岩都属于
双峰式火山岩（图 ３）。里特曼指数（σ＝（Ｎａ２Ｏ＋

Ｋ２Ｏ）
２／（ＳｉＯ２－４３））显示了较大的变化范围（１９１～

７７），但其平均值大致为 ４２６，属于碱性岩浆系列
（图 ３）。此外，火山岩的 Ｍｇ＃值［Ｍｇ＃＝Ｍｇ／（Ｍｇ＋

Ｆｅ２＋）］变化范围相对较大（０３７～００１），并且在哈

克图解中 ＳｉＯ２与大多数主量氧化物之间都有很好
的相关关系（图 ４），如 ＳｉＯ２与 Ｔ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ＴＦｅＯ，
ＭｇＯ，ＣａＯ呈很好的负相关关系，都说明结晶分异作
用在长白山火山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

望天鹅、天池、南炮台山火山的微量元素含量

都相对较高，其球粒陨石标准化稀土配分以及原始

地幔标准化蛛网图都与洋岛玄武岩（ＯＩＢ）的分布模
式相似（图 ５）。这些火山岩都具有明显富集的轻稀
土元素（ＬＲＥＥ）和大离子亲石元素（ＬＩＬＥ），以及较
为亏损的重稀土元素（ＨＲＥＥ），他们的（Ｌａ／Ｙｂ）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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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望天鹅、天池、南炮台火山的哈克图解

Ｆｉｇ．４　Ｐｌｏｔｓ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ｍａｊｏ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ｖｅｒｓｕｓＳｉＯ２ｆｏｒＷａｎｇｔｉａｎｅｖｏｌｃａｎｏ，ＴｉａｎｃｈｉｖｏｌｃａｎｏａｎｄＮａｍｐｈｏｔｈｅｖｏｌｃａｎｏ

（６４８～１３５４）和（Ｌａ／Ｓｍ）Ｎ（１６２～３５６）值相对较
高，并具有明显的 Ｔｉ负异常和 Ｐｂ正异常。所有的
碱流岩都显示明显的 Ｅｕ、Ｂａ、Ｓｒ负异常。
３２　ＳｒＮｄ同位素
　　望天鹅、天池、南炮台山火山岩具有较大变化
范围的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值（０７０４６～０７１０１），而 １４３Ｎｄ／１４４Ｎｄ
值（０５１２５～０５１２７）的变化范围则相对较小。其
ＳｒＮｄ同位素特征相对较为富集，主要落在 ＯＩＢ的
范围内（图 ６）。碱流岩的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值 （０７０８８～
０７１０１）明显要比玄武岩和粗面岩的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值
（０７０４６～０７０５４）大得多，这可能是由于在碱流岩
形成过程中有地壳物质的混入有关。

４　长白山火山 ３个喷发中心和三大喷
发旋回

　　长白山火山区的火山序列的研究工作开展已

将近半个世纪。近 ２０年来，随着国家对火山及灾害
领域科研投资力度的加大，吸引不少火山学家对长

白山火山区进行深入研究，地球化学方法的加入，

大量年代学结果发表，使长白山火山活动序列的研

究取得了更多的进展，尤其是天池和望天鹅两个喷

发中心的活动期次变得越来越清晰。另外，据 Ｒｉ
（１９９３）的研究发现，朝鲜境内长白山火山的火山层
序可以总结为：上新世普天统玄武岩（相当于中国

境内的军舰山组和白山组的玄武岩）；早更新世的

绿峰组的粗面岩和北雪峰组的碱性流纹岩对应与

天池南小白山组粗安岩和粗面岩；中更新世喷发层

为北胞胎山（炮台山）的碱流岩和粗面岩；晚更新世

为天池火山的玄武岩和向导峰将军峰等的粗面岩

和碱流岩喷发层，最后为富含浮岩的碎屑岩层。刘

嘉麒等 ２００２年和 ２００４年对炮台山火山区及朝鲜普
天和吉州进行了系统考察。对炮台山及邻区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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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影为前人数据范围，灰色为酸性岩，蓝色和黄色为基性岩

图 ５　望天鹅、天池、南炮台山火山岩的球粒陨石标准化稀土配分图解以及原始地幔标准化蛛网图

Ｆｉｇ．５　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ｍａｎｔｌ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Ｗａｎｇｔｉａｎｅ，ＴｉａｎｃｈｉａｎｄＮａｍｐｈｏｔｈｅ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ｓ

图 ６　望天鹅、天池、南炮台山火山的 １４３Ｎｄ／１４４Ｎｄ８７Ｓｒ／８６Ｓｒ图解

Ｆｉｇ．６　Ｐｌｏｔｓｏｆ１４３Ｎｄ／１４４Ｎｄｖｓ．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ｆｏｒＷａｎｇｔｉａｎｅ，

ＴｉａｎｃｈｉａｎｄＮａｍｐｈｏｔｈｅ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ｓ

岩样品的 ＫＡｒ同位素年龄测试（表 １），表明长白山

朝鲜一侧普天和吉州玄武岩的年代为 ５９２～
３８０Ｍａ，与天池火山北的头道组和望天鹅的双山
玄武岩相当。炮台山底部的造盾玄武岩年龄为

１７９Ｍａ与天池白山期年龄相近。炮台山锥体 ３类
岩石（玄武粗安岩、粗面岩、碱流岩）的年龄都集中

于 １１８～１２８Ｍａ，属于早更新世。综合最新天池
和望天鹅火山喷发层序年代划分方式和朝鲜炮台

山及邻区的层序年代数据（表 ２），本文将长白山火

山喷发活动的历史演变总结如下（图 ７；表 ２）：长白

山火山活动始于中新世早期，以高 ＭｇＯ的玄武岩喷
发为特点，在中新世中晚期有一个火山活动的安静

期。上新世（～５Ｍａ）开始发生大规模的盾状玄武
质岩浆活动，其范围广泛，覆盖天池、望天鹅和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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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望天鹅、天池、炮台山 ３个喷发中心层序柱状图

（据樊
!

诚等，２００７；陈晓雨等，２００８；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本文）

Ｆｉｇ．７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ａｇｅ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ｆｏｒＷａｎｇｔｉａｎｅ，ＴｉａｎｃｈｉａｎｄＮａｍｐｈｏｔｈｅｖｏｌｃａｎｏ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ＦａｎＱｉ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ｙ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ａｎｄ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

境内炮台山等火山区。而在此阶段（２～３Ｍａ）形成
了望天鹅火山的中酸性岩。更新世（～２Ｍａ）开始
望天鹅火山区火山活动结束，而炮台山火山短期内

喷发形成了玄武岩粗面岩碱流岩，与此同时天池
进入到白山期玄武岩造盾阶段，并同时形成了小白

山粗安和粗面岩。中更新世（１Ｍａ）开始炮台山火
山活动结束，长白山进入天池火山独立活动演化时

期从粗面岩和碱流岩造锥到近代喷发的火山碎屑

岩。但此阶段内玄武质岩浆活动继续进行，形成长

白山火山区广泛分布的玄武质小火山渣锥。因此，

从长白山火山的喷发物时空分布规律和地貌格局

可以看出，３个主要喷发中心北西东三足鼎立的地
质和地貌格局代表了其基本的喷发序列的特点。

５　长白山火山气体及其环境效应

　　火山气体是火山活动的产物之一，在全球气候
与环境变化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Ｆｉｓｃｈ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研究表明，大规模火山喷发产生的巨量

火山气体（例如，ＣＯ２、ＳＯ２、Ｈ２Ｓ、ＨＣｌ、ＨＦ等）及气溶
胶与地质历史时期的区域乃至全球尺度上的气候

与环境变化密切相关（Ｒｏｂｏｃｋ，２０００）。尽管休眠火
山的温室气体释放强度低于喷发期，但休眠期的持

续时间长、温泉和土壤微渗漏气体的释放面积大，

导致休眠火山区释放的火山气体（主要是 ＣＯ２）总
量同样不容忽视，甚至高于火山喷发期的气体释放

规模（Ｓｉｇｕｒｄｓｓｏｎ，２０００；Ｓｃｈｍｉｎｃｋｅ，２００４；Ｗｅｒｎ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长白山火山是一座具有潜在喷发危险的火山，

在地质历史时期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火山喷发（刘嘉

麒，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地球物理研究揭示了目前长白山
火山下方残留的高温岩浆房（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并且火山区内的水热活动和土壤
微渗漏仍然很强烈（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因此，不论
处于喷发期还是休眠期，长白山火山释放的火山气

体（包括温室气体）对地质历史时期与当今全球气

候环境变化均产生了潜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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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１　炮台山火山及邻区火山岩 ＫＡｒ年龄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ＫＡｒ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Ｎａｍｐｈｏｔｈｅｖｏｌｃａｎｏａｎｄ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ａｒｅａｓ

样品号 岩性 采样位置 测试对象 Ｋ／％
（４０Ａｒｒａｄｉａｔｅ／ｇ）
ｍｏｌ／ｇ

４０Ａｒｒａｄｉａｔｅ
４０Ａｒｔｏｔａｌ

／％
表面年龄

（±１σ，Ｍａ）
数据

来源

Ｋ０２００９ 玄武岩 邻区三池渊 基质 ０．７８ ０．２５４１×１０－１２ ３．１８ ０．１９±０．０５ 本文

Ｋ０２０４０ 玄武粗安岩 炮台山山腰 基质 ２．６２ ５．５３３４×１０－１２ ２７．０１ １．２２±０．０３ 本文

Ｋ０２０４１ 玄武粗安岩 炮台山山腰 基质 ２．７０ ５．５２９４×１０－１２ ４８．１０ １．１８±０．０２ 本文

Ｋ０２０４２ 碱流岩 炮台山山脚 基质 ４．４８ ９．９９１２×１０－１２ ６３．６４ １．２８±０．０３ 本文

Ｋ０２０４３ 粗面岩 炮台山山脚 基质 ５．１４ １０．０４７０×１０－１２ ７５．１６ １．１７±０．０２ 本文

Ｋ０２０４６ 粗面岩 炮台山顶部 基质 ４．６０ ９．５８２６×１０－１２ ８０．５８ １．２０±０．０２ 本文

Ｋ０２０７５ 玄武岩 炮台山造盾 基质 １．７９ ５．５５３×１０－１２ ７．２５７ １．７９±０．２１ 本文

Ｋ０４１２ 玄武岩 朝鲜普天 基质 １．４２ ９．３６３６×１０－１２ ３７．８４ ３．８０±０．１０ 本文

Ｋ０４２７ 玄武安山岩 朝鲜普天 基质 １．７７ １．２２４４×１０－１１ ５５．２３ ３．９８±０．１５ 本文

Ｋ０２０７６ 玄武岩 炮台山造盾 基质 １．６７ １６．７２×１０－１２ ７．３９４ ５．７６±０．６５ 本文

Ｋ０４１６ 玄武岩 朝鲜普天 基质 １．０１ ９．４７０１×１０－１２ ３６．４７ ５．４０±０．１４ 本文

Ｋ０４１７ 玄武岩 朝鲜普天 基质 １．４５ １．４９０６×１０－１１ ６１．２９ ５．９２±０．１９ 本文

Ｋ０４２４ 玄武岩 朝鲜普天 基质 １．３５ １．８２８０×１０－１１ ６．７９ ７．７９±０．９６ 本文

Ｋ０４１５ 玄武岩 朝鲜普天 基质 ０．３６ ５．１６６４×１０－１２ ３０．９８ ８．２６±０．２８ 本文

Ｋ０４２２ 玄武岩 朝鲜普天 基质 ２．０２ ７．４２５６×１０－１１ ６３．４４ ２１．０７±０．６４ 本文

Ｋ０４１９ 玄武岩 朝鲜普天 基质 １．９０ ６．９７９２×１０－１１ ９７．７５ ２１．０６±０．４０ 本文

Ｋ０４０３ 玄武岩 朝鲜吉州 基质 ０．２２ ２．６４３４×１０－１２ １６．８０ ６．９１±０．３５ 本文

Ｋ０４０４ 玄武岩 朝鲜吉州 基质 ０．６７ ９．７０８３×１０－１２ ６５．８８ ８．３４±０．２８ 本文

注：λ＝５５４３×１０－１０／ａ，λｅ＝０５８１×１０
－１０／ａ，λβ＝４９６２×１０

－１０／ａ，４０Ｋ／Ｋ＝１１６７×１０－４／克分子／克；分析者：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年代实验室。
书书书

表 ２　长白山火山区喷发层序总结

Ｔａｂｌｅ２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ｅｒｕｐｔｉ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Ｍｔ．Ｃｈａｎｇｂａｉｖｏｌｃａｎｏ

　 年龄／Ｍａ 天池（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望天鹅（樊祺诚等，２００７；陈晓雨等，２００８） 炮台山（本文）

全新世 ０ 天池碎屑岩

千年大喷发浮岩（９３９～９４６ＡＤ）

０．００１ 气象站碱流岩（１７ｋａ）

更新世 ０．１
白头山Ⅲ粗面岩碱流岩
（０．０２～０．２２Ｍａ）

０．３
白头山Ⅱ粗面岩夹玄武岩
（０．２５～０．４４Ｍａ）

０．５
白头山Ⅰ粗面岩夹玄武岩
（０．５３～０．６１Ｍａ）

０．７
老房子小山玄武岩

（０．７５～１．１７Ｍａ）

１
小白山粗安岩粗面岩（１～１．４９Ｍａ）
白山玄武岩（１．４８～１．６６Ｍａ）

炮台山粗面岩（１．２０Ｍａ）
炮台山玄武粗安岩（１．１８～１．２０Ｍａ）

炮台山碱流岩（１．２８Ｍａ）
炮台山玄武岩（１．７９Ｍａ）

上新世 ２ 红头山期流纹岩（２．１２Ｍａ）

头道玄武岩（２．３５～５．０２Ｍａ） 望天鹅期粗安岩（２．６９～２．７Ｍａ） 普天统玄武岩（３．８～５．９２Ｍａ）

５ 长白期玄武岩（３～４．７７Ｍａ）

中新世
８
２２

奶头山玄武岩

（１５．６～２０Ｍａ）
长白中新世玄武岩

（１６．４～１２．２８Ｍａ）
普天统玄武岩

（８～２１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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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喷发期火山气体释放总量估算及其环境效应
　　长白山火山的“千年大喷发”被普遍认为是过
去 ２０００年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火山喷发之一（刘
嘉麒，１９９９；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
２０１１；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这次喷发产生的火山灰被证
实飘落到了 １０００ｋｍ以外的日本（Ｍａｃｈｉｄａｅｔａｌ．，
１９９０；刘嘉麒，１９９９；ＨｏｒｎａｎｄＳｃｈｍｉｎｃｋｅ，２０００），甚
至在北极格陵兰地区的冰心中也发现了长白山火

山“千年大喷发”喷出的火山灰（Ｚｉｅｌｉｎｓｋｉｅｔａｌ．，
１９９４；Ｓ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长白山火山碱流质喷发物
的研究显示，“千年大喷发”向大气圈输送的 ＨＣｌ
为 １０９９×１０６ｔ，ＨＦ为 １９６８×１０６ｔ，Ｈ２Ｏ为

１４７７８×１０６ｔ，ＳＯ２为 ２３１×１０
６ｔ，Ｈ２ＳＯ４气溶胶

为 ３５４×１０６ｔ，喷发物总量仅次于发生于 １８１５年
的 Ｔａｍｂｏｒａ火山喷发（郭正府等，２００１）。

长白山火山喷发期火山气体释放总量的估算

研究有助于探讨火山喷出气体对区域乃至全球气

候的影响。现代火山活动的观测结果（Ｗｉｇｎａｌｌ，
２００１）表明，ＳＯ２、Ｈ２Ｓ、ＨＣｌ和 ＨＦ属于短期气候效应
气体（主要产生于中酸性火山喷发），而 ＣＯ２属于长
期气候效应气体。由于中酸性火山喷发的喷发柱

可达平流层，大量气体进入平流层后会迅速地扩散

至半球甚至全球范围。所以，中酸性喷发对气候、

环境影响的空间范围较大（郭正府等，２００３）。矿物
原生岩浆包裹体研究表明（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６），长白山
火山“千年大喷发”喷出的气体以卤化物为主，但旋

回晚期硫化物气体有增加趋势。以卤化物气体为

主的喷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①ＨＦ气体吸附在火山灰表面，形成迅速扩散的剧
毒 ＨＦ气体云，沉降后污染植被和水质；②火山 ＨＣｌ
气体破坏大气圈臭氧层，甚至形成“臭氧层空洞”，

严重破坏环境和生态平衡。火山硫化物气体导致

地表温度下降，形成酸雨和剧毒的火山灰云幕，危

害动物生存、水循环、植被以及土地肥力。作为主

要的温室气体，ＣＯ２的气候环境效应是导致地表温
度升高以及全球变暖。如果火山喷出的 ＣＯ２总量
较大时，也会在短时间内造成区域乃至全球尺度上

的气候环境变化。例如，地质历史时期，大火成岩

省的形成多与全球变暖、海洋缺氧以及生物集群灭

绝事件同时发生，表明大规模火山喷发产生的 ＣＯ２
等火山气体与气候环境变化之间可能存在着重要

的因果联系（Ｗｉｇｎａｌｌ，２００１；Ｓｏｂｏｌｅｖ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５２　休眠期火山气体释放总量估算及其意义
　　休眠期火山活动释放的火山气体以 ＣＯ２为主，

释放形式为温泉、土壤微渗漏和喷气孔（Ｃｈｉｏｄｉｎｉ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除了喷气孔之外，温泉和土壤微渗漏在
长白山火山区都有出露。根据张茂亮等（２０１１）的
初步研究结果，长白山火山区的湖滨温泉、聚龙温

泉、锦江温泉和十八道沟温泉每年向大气圈释放的

ＣＯ２总量为 ６９×１０
４ｔ，ＣＨ４总量为 ４２８４ｔ，与意大

利 ＰａｎｔｅｌｌｅｒｉａＩｓｌａｎｄ火山区温泉释放的温室气体通
量规模相当（Ｆａｖａｒ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１）。需要指出的是，该
方法必须建立在火山区温泉气体化学成分和温泉

气体排放通量的长期监测和系统调查的基础上。

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１５）利用密闭气室法对长白山火山西坡
的土壤微渗漏 ＣＯ２释放通量开展了测量与估算工
作。结果显示，该地区的土壤微渗漏 ＣＯ２释放通量

为 １９４ｇ·ｍ－２·ｄ－１，接近 ２０１０年的测量结果
（２２８ｇ·ｍ－２·ｄ－１；Ｗ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长白山火山
口附 近 的 植 被 稀 疏 的 高 海 拔 地 区 面 积 约 为

１１０ｋｍ２。假设这些地区的土壤微渗漏 ＣＯ２释放强
度与长白山火山西坡相当，则长白山火山区通过土

壤微渗漏向大气圈释放的 ＣＯ２总量约为 ７７９×

１０５ｔ／ａ（郭正府等，２０１４）。
长时间尺度、连续的休眠火山区土壤微渗漏

ＣＯ２释放通量测量与火山气体地球化学成分及其成
因研究是开展火山监测与预测的理想方法（Ｂａｕｂｒｏｎ
ｅｔａｌ．，１９９１；Ｓｐａｒｋｓ，２００３；Ｇｒａｎｉｅｒ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Ｌｅｗｉｃｋｉ
ｅｔａｌ．，２００７）。长白山火山及其周边地区人口稠密，
周边有水电站、水库、工厂等重要基础设施。一旦

火山在未来喷发，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灾难性后果

将不堪设想。因此，开展长白山火山的实时监测研

究迫在眉睫。以往研究（上官志冠和孙明良，１９９６；
上官志冠等，１９９７；Ｈａｈ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表明，长白山火山区温泉和土壤
微渗漏释放的温室气体（以 ＣＯ２为主）的通量、同位
素组成与深部岩浆囊活动性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通过对长白山火山温室气体释放通量的连续

测量，并结合火山气体地球化学与成因研究，可以

有效地示踪火山区地下岩浆囊的活动状态，探讨火

山气体地球化学特征与地下岩浆囊活动的关系，为

监测和预测长白山火山未来喷发提供火山气体资

料。此外，大气圈温室气体含量是地质历史长期演

变的结果，包括了自然因素（例如，火山作用、温泉、

土壤微渗漏等）和人类活动的贡献（郭正府等，

２００１）。长时间尺度、连续地测量土壤微渗漏 ＣＯ２
释放通量有助于准确地估算长白山火山休眠期的

温室气体释放通量与规模，对于深入理解现今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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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气机制、全球深部碳循环和大气圈温室气体含量

演变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６　长白山火山形成机制和潜在危害

６１　长白山及整个东北亚火山活动的形成机制
　　东北亚大陆边缘的火山线性地且平行地分布
在大兴安岭、松辽盆地、郯庐—伊通断裂、蓬莱—密

山断裂、长白山地区以及日本岛弧，长白山天池火

山就地处与东亚大裂谷的东部边缘（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ａ，２００３ｂ）。根据东北亚地区的北东向岩浆火
山活动和断裂体系，以及天池火山本身具有的双峰

式火山作用，以及钠闪碱流岩的大地构造属性，这

说明他们形成于伸展作用构造体系，因此，一种认

为可能与东北亚大陆裂谷作用有紧密联系（Ｚｈ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根据地球物理成像以及长白山周边的深
源地震群分布，同时地球化学数据显示的深源物质

和俯冲板块物质的加入现象，这些都指示着可能与

西太平洋板片俯冲有关（Ｚ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２０１０），还
有人提出“大陆根”模式来解释中国东部新生代玄

武岩成因，这种模式也可以说明长白山天池火山独

特的酸性岩浆喷发作用。另外，由于长白山天池火

山位于华北克拉通东北缘，也有学者认为华北克拉

通拆沉可能导致了区域内的板内火山作用（Ｃｈｅ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然而这些拆沉及岩石圈减薄是发生在中
生代，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难以确定，因

此对于揭示长白山等地火山作用有所局限。

中国东部是以松辽—冀中裂谷为主体，结合郯

庐—伊通裂谷、蓬莱—密山裂谷以及邻近的断陷盆

地，组成复杂的东亚大陆裂谷系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ａ，２００３ｂ，２０１０），并且东亚大陆裂谷系的形成与
发展是由中央的松辽裂谷向两侧，特别是向东侧逐

渐展开的。根据松辽盆地、郯庐—伊通断裂、蓬

莱—密山断裂、长白山的新生代火山岩年代学数据

（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１），我们可以总结出东亚大陆裂谷系
的新生代火山活动的规律性（图 ８）。显而易见，强
烈火山活动的时空分布特征显示出明显的带状分

布，从松辽裂谷向太平洋方向，火山幕呈递迭式发

展，由西向东各裂谷火山活动开始时间一个比一个

早，结束时间则依次变晚（图 ８）。具体来说，新第三
纪以来松辽—冀中裂谷开始收缩闭合，强烈的火山

活动逐渐平息（图 ８）；郯庐—伊通断裂的强烈火山
活动主要发生在 １４～１３Ｍａ和 １１～７Ｍａ，蓬莱—
密山断裂的火山活动主要集中在 １６～１３Ｍａ和 １１
～７Ｍａ发生（图８；刘嘉麒，１９９９；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１）；龙

岗和长白山火山活动的时间跨度则相对更大（图 ８；
樊祺诚等，２００６，２００７）。火山活动迁移的这种规律
性可能代表了大陆裂谷系统的演化趋势，因此我们

认为沿长白山的大量第四纪火山岩和一些断陷盆

地的发育很有可能是形成新裂谷的序幕，暗示一个

新的断裂活动的开始。而且长白山地区的双峰式

火山岩也暗示了长白山具有断裂活动的特征。因

此从这一角度来分析，长白山是具有潜在喷发危险

的火山（刘嘉麒，１９８７，１９８８，１９９９）。

图 ８　中国东北、日本海、日本岛新生代火山活动的

时间空间分布特征（修改自 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Ｆｉｇ．８　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ｖｏｌｃａｎｉｓｍｓｆｒｏｍ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ＪａｐａｎＳｅａ

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Ａｒｃ（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关于日本海和岛弧的成因，越来越多的证据支

持是在弧后扩张作用下，强大的拉张作用使得大陆

边缘解体形成的（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Ｎｏｈｄａ，２００９）。具
体来讲，西太平洋板片向西俯冲至大陆边缘下方，

使岩石圈产生引张力，导致大陆边缘破裂解体，并

且随着俯冲进一步发展，破裂解体加剧，分离陆块

之间的距离加大，随后俯冲带位置也相应地朝大洋

方向退却，在大陆边缘分离和西太平洋板块退却的

过程中，日本海和日本岛弧逐渐形成（刘嘉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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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Ｎｏｈｄａ，２００９）。弧后盆地的强
烈扩张必然会对大陆板块构造产生影响，使其从拉

张环境转变为挤压，使原先大陆火山活动减弱而趋

于停止，因此在日本海火山活动强烈的时期（－２２
Ｍａ），松辽—冀中裂谷收缩封闭，火山活动停止（图
８）。然而，伴随松辽—冀中裂谷的收缩封闭，使其
两侧产生引张应力，继而在松辽—冀中裂谷两侧发

生中新世以后的火山作用（图 ８）。类似情况也发生
在日本海，在中新世初期发生强烈扩张并有大量玄

武质岩浆喷溢出来之后，形成成熟的弧后盆地（Ｌｉｕ
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Ｎｏｈｄａ，２００９），随后日本海弧后盆地收缩
封闭，致使海盆内部的火山活动停息，海盆两侧的

火山活动高涨（～１０Ｍａ，日本岛和中国东北）（图
８）。对于东非裂谷也可以观察到这样的特征。

中新世是日本海两侧（日本岛和中国东北）火

山活动最强烈时期（刘嘉麒，１９８８，１９９９），例如中国
东北 ２５～２３Ｍａ强烈的火山活动（奶头山火山幕、
甑峰山火山幕）（刘嘉麒，１９８８，１９９９），以及日本岛
地区著名的“绿色凝灰岩运动”。而且自 １０Ｍａ日
本海收缩稳定、火山活动停止后，日本海两侧的火

山活动频率几乎相同，岩浆性质也大体一致（图 ８；
刘嘉 麒，１９８７，１９８８，１９９９）。例 如 九 州 的 Ｋｉｔａ
Ｍａｔｓｕｕｒａ和本州的 Ｃｈｕｇｏｋｕ等地在 １０～６Ｍａ间规
模较大的火山喷发以及 ＨｉｇａｓｈｉＭａｔｓｕｕｒａ地区 ３５８
～３００Ｍａ的火山喷发与中国东北的老爷岭火山幕
（１１～７Ｍａ）、军舰山火山幕（５０～２１Ｍａ）一一对
应。日本第四纪的火山活动主要发生在 ０２７Ｍａ，
００８Ｍａ，００３５Ｍａ，成分以粗面岩、流纹岩、黑曜岩
和玄武岩为主，旺旺出现大型破火山口，这些火山

喷发的时间、频率、岩浆性质等都与长白山的白头

山幕相似（刘嘉麒，１９８７，１９８８，１９９９）。因此探讨中
国东北和日本岛相似火山活动的原因，对于研究东

亚大陆火山活动的地球动力模型以及预测火山潜

在喷发的可能具有重要作用。

造成日本海两侧（中国东北和日本岛）火山活

动如此相似的原因，不能仅仅单纯用西太平洋板块

俯冲作用来解释（刘嘉麒，１９９９；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因为日本岛弧与长白山大陆边缘距离俯冲带的位

置是不同的，而且他们相似的火山活动是在岛弧形

成之后发生的，岛弧是对大陆起“屏蔽作用”的（刘

嘉麒，１９９９），所以西太平洋俯冲板片对日本岛弧和
长白山地区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因此，虽然日

本海两侧相似的火山活动受到西太平洋板块俯冲

的影响，但决不能成为其主导因素。而是以松辽—

冀中为中心的裂谷扩张作用和以日本海盆为中心

的弧后扩张作用（另一种形式的裂谷扩张作用）控

制着本区的火山活动和地质的发展。因此我们可

以这样总结，尽管长白山新生代火山活动与西太平

洋板块俯冲有关，但是造成日本海两侧（岛弧和大

陆边缘）火山活动旗鼓相当的原因主要还是大陆裂

谷成因和日本海弧后扩张作用（刘嘉麒，１９９９；
Ｋｕｒｉｔａ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６２　长白山火山的潜在危害
　　各种历史记录和定年测试表明，长白山火山在
历史上已经反复喷发多次（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２０１３；Ｚ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火山
喷发活动大致发生在 １０００年前，这就是众所周知的
千年大喷发（９３８～９４６ＡＤ）（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Ｚ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这次喷发出来的火山灰、浮岩、灰
尘覆盖了中朝边界的 ３３０００ｋｍ２地区，造成了巨大
的地质灾害（Ｓｔｏｎｅ，２０１１；Ｓ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根据对
火山喷发物的追索和历史记载，在千年大喷发之

后，长白山火山又发生过至少 ４～５次的火山活动
（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Ｃ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其中 Ｃｈｕ等
（２０１１）的综述性研究中就证明长白山火山在 １４１３，
１５９７，１６６８，１７０２，１８９８，１９０３年都有火山活动的记
录（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３）。研究长白山火山历史上
的火山喷发规律对于预测其未来潜在喷发可能性

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列举出以下 ４点证据证明长白
山火山是一个具有潜在喷发可能性的活火山

（Ｓｔｏｎｅ，２０１１；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１）自 １９９９年长白山火山观测站建立以来，天

池火山就已经进入了全面综合的火山监测程序。

监测发现天池火山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间火山活动明
显增强（Ｓｔｏｎｅ，２０１１；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Ｗｅ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地震监测数据表明，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长白山地
区平均每年记录到的火山地震在 ４０次以内，而后有
增强趋势，从 １９９９年的 ３２次增加到 ２００２年的 ４６９
次，甚至到 ２００３年火山地震次数高达 １２９３次。在
２００３年 １１月天池火山在４ｈ内发生了６８次火山地
震，最大 ＭＬ２６；而在 ２００４年 ９月发生 ＭＬ３７地
震，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和 ２００５年 ４月在距离长白山天池
３０多千米的抚松县发生了 ＭＬ４４和 ＭＬ４０构造
地震。可以看出长白山地区火山喷发的频率和强

度都在不断加强。（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３）。此外，根
据 ＥＮＶＩＳＡＴ／ＩｎＳＡＲ卫星数据，Ｏｚａｗａ和 Ｔａｎｉｇｕｃｈｉ
（２０１０）提出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间长白山地壳发生大
致 ３０ｍｍ的隆起，并且破火山口的直径也增大了
１０ｋｍ。ＧＰＳ和水准测量也证明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期
间长白山地区地壳变形明显增强，水平方向和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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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的位移都达到最大（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另
根据温泉中 ＣＯ２，Ｈｅ，Ｈ２，Ｎ２／Ｏ２，ＣＨ４，

３Ｈｅ／４Ｈｅ数值
随温度的变化测试（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３），也同样发
现在 ２００３年这些数值急剧上升，并且在 ２００６年达
到最高值（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２）长白山火山在历史上已喷发多次，其中包
括了千年大喷发及后来多次的世纪喷发（Ｃｈ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Ｓｔｏｎｅ，２０１１；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Ｗｅ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这一喷发规律与意大利的维苏威火山、冰
岛的海克拉火山相似，都包括有一个巨大的火山喷

发（形成巨大的破火山口）及之后多次的小型喷发

活动。虽然长白山火山现处于休眠状态，但其休眠

时间正好处于千年大喷发和世纪小喷发循环的节

点（刘嘉麒，１９９９；Ｓｔｏｎｅ，２０１１），这也暗示长白山火
山潜在喷发的可能。此外，长白山火山的后期喷发

主要以碱性岩为主，而且其岩浆爆发力也更加强大

（樊祺诚等，２００７；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陈晓雨等，２００８；
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因此，预期长白山地区未来的
火山活动具有更大的威力。

（３）根据全球地震层析成像分析（Ｚｈａｏ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和大地电磁探测（Ｔ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西太平洋
俯冲板片以及停滞的残留物质已经到达长白山区

域之下，这为长白山火山的喷发提供了地球动力

（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Ｚ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因此这个
相对活跃的地球动力背景为长白山火山再喷发提

供了可能性。此外上述的地球化学分析表明长白

山火山的岩浆演化趋势是玄武岩—粗面岩—碱流

岩（樊祺诚等，２００７；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２０１３；陈晓雨
等，２００８），然而在朝鲜的无头峰和中国东北的王池
地区发现了年轻的玄武岩覆盖在火山碎屑岩和碱

流岩之上，可能暗示着一个新的岩浆循环即将开始

（刘嘉麒，１９９９；Ｒｉ，１９９３）。
（４）从中新世开始到全新世，长白山地区乃至

整个中国东北，火山喷发频繁发生，其规模和强度

不亚于同时期的日本列岛，火山喷发的频率与日本

列岛也大体相当，也就是说，日本海两侧（日本岛弧

和中国东北）的火山活动旗鼓相当。如今这种构造

格局仍然存在，很有可能再次重现当初日本海两侧

火山活动遥相呼应的局面。此外根据宋辽冀中断
裂带、郯庐—伊通断裂、蓬莱—密山断裂以及长白

山地区的年龄数据特征（图 ８），我们认为长白山地
区也是一个新断裂形成的开始。因此长白山具有

很大的潜在喷发的可能性。

综上分析，不论从长白山区域还是从全球大的

地质环境看，都存在促使长白山火山喷发的因素。

一旦火山再度喷发，将会造成严重的灾害，包括火

山喷发形成的熔岩流、碎屑流、泥石流、灰尘暴等对

生态环境、社会建筑及生命财产的吞食破坏，对气

候的影响，以及由火山喷发引起的森林火灾和天池

火山口决口引发的洪灾。因此想达到防灾减灾的

目的，必须对长白山火山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监测。

７　长白山火山监测系统和保护体系

　　虽然中国的新生代火山分布广泛，但近百年来
没有喷发的记录，导致中国火山灾害研究起步很

晚，对有潜在危险性的火山的监测和研究严重不

足。随着全球火山活动增强和专家学者们的呼吁，

上个世纪 ８０年代末 ９０年代初召开的《全国火山地
震研讨会》和《中国火山监测与研究》会议为中国的

火山监测研究拉开了序幕（李继泰，１９９８；许建东，
２０１１）。天池火山观测始于 １９８５年，随后由吉林省
地震局和安图地震观测站进行季节性地震、水温和

水氡的观测，至 １９９９年正式建立长白山天池火山观
测站（杨清福和薄景山，２００７）。１９９７年中国若干近
代活动火山的监测与研究的 ９５－１１项目正式启动，
长白山火山监测系统进行了完善。到目前为止对

长白山天池火山的监测项目配置包括：火山地震 １１
台，ＧＰＳ形变测点 １６个，流动水准测线 ２条、测点
２８个，火山重力测点 １个，火山定点倾斜观测点 ２
个和火山气体测点 ５个（许建东，２０１１）。然而与意
大利、冰岛、日本、美国等国家的监测水平相比，中

国的火山监测工作还远远不足。

长白山火山区具有典型的森林生态系统，和由

下而上分明的植被带：针阔叶混交林带、针叶林带、

岳桦林带和高山苔原带。１９６０年中国建设了长白
山自然保护区，１９８６年被列入国家自然保护区，
１９９８年被列入国际生物圈保护区（刘丽杰，２０１１）。
２００５年 ６月 ２９日，成立了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
管理委员会，２００６年更名为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２００９年经国家地质遗迹保护（地质公园）评
审委员会评审通过，授予吉林长白山火山国家地质

公园资格，从而实现了对长白山的统一规划、统一

管理、统一保护和统一开发，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保

护体系。

８　结论

　　长白山火山分布于亚洲大陆东部边缘，跨越中
朝两国，是一个由数以百计的火山锥和广袤的熔岩

台地组成的庞大火山群，总面积达 １２０００ｋｍ２，有
天池、望天鹅、炮台山 ３个喷发中心和玄武岩造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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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面岩筑锥，碱流岩封顶 ３个主要岩浆喷发旋回，形
成巨型层状复式火山，在历史期间有过多次喷发，

是一座处于休眠状态的活火山；它受东北亚板块体

系制约，与太平洋板块俯冲和东亚大陆裂谷系密切

相关，目前适逢地质构造的活动期和千年大喷发、

百年小喷发周期的节点，存在着潜在的再喷发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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