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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分析了桐城市地质遗迹资源孕育的地质背景,主要发育于变质岩区和侵入岩区的断裂构
造附近。指出了桐城市地质遗迹资源类型,选取了科学性、观赏性、稀有性、完整性、保存现状、可保
护性6个评价因子作为评价依据对地质遗迹资源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综合评价,初步确定了地质遗迹的等
级,分别为国家级景观２处、省级景观4处、市级景观19处。从地质遗迹资源的调查、地质遗迹资源的
保护力度、地学知识的传播以及旅游地质的开发利用方式等几个方面提出建议,为当地地质遗迹资源的
开发、利用和保护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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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geological background of Tongcheng's geological heritage resources, which
are mainly developed near fault structures in metamorphic rock areas and intrusive rock areas. The types of
geological heritage resources in Tongcheng were pointed out, and six evaluation factors of scientificity,
ornamental, rarity, completeness, preservation status, and protectability were selected as the evaluation on basis
for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geological heritage resources. The level of
geological are preliminarily determined, which are 2 national landscapes, 4 provincial landscapes and 19
municipal landscapes.. Suggestions are made from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the survey and the protection of
geological heritage resources, the dissemination of geological knowledge,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ourist geology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utilization and protection of local geological heritag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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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市地跨安徽省皖西山地、沿江

根据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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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平原两个宏观地貌区,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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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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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市地质遗迹评价定级标准表

综合得分
80≤A≤100

地质遗迹等级
国家级(Ⅰ)

域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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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遗迹各评价因子及权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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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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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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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西北为山区、东南为平原的独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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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图1 桐城市地貌图

2 地质遗迹资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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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评价因子等级划分表

中水体地貌亚类3处,包括1处河流,2处

各评价因子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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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构造地貌亚类1处。其中百丈崖

各等级得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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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为市内最大瀑布,高度超百米,为
一沟谷和一逆断层崖交汇造成的“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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