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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认识月球和利用月球是人类进行月球探测的两大目标. 月球基地建设对于达成以上目标至关重要, 基地选

址需要首先考虑月面环境和资源等因素. 月球熔岩管洞穴可提供温和适宜的环境和潜在的资源保障, 是建设月球

基地的绝佳选择. 本文在总结最新探测成果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月面熔岩管洞穴分布、外部地质特征、内部

环境、可利用资源等探测内容进行了分析, 初步规划了月面熔岩管洞穴的探测方案和相应的有效载荷, 提出了三

处熔岩管洞穴作为未来科学探测和月球基地建设的候选目标, 并建议对月面熔岩管洞穴的科学价值和工程价值

开展进一步论证和进行探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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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作为地球的近邻, 寄托着人类由来已久的向

往[1]. 世界上多种文化都有关于月球的美好神话故事.
进入空间时代以来, 对月球的认知进入全新的阶段,
但是仍然有很多重大问题没有解决[2]. 月球是空间科

学研究和深空探测的前哨站、资源利用地及新技术发

展的测试平台[3], 因此月球基地建设是未来月球探测

的必然选择. 国际上, 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开

展了较长时间的月球基地概念研究及初步规划[4–6], 其
中月面熔岩管洞穴多次被列为未来月球基地的首选或

优先考虑的区域[7–10].
近十年来, 通过对高分辨月面成像数据的分析, 前

人已经在月面查证了多个熔岩管塌陷形成的天窗以及

下部潜在的洞穴[11–13], 对这类洞穴开展探测和利用的

呼声再次高涨[14]. 2017年10月日本科学家领导的团队

通过分析月球探测卫星“月亮女神”的观测数据, 发现

在月球地下存在一个长达50 km的巨大熔岩管洞穴[15].
同时,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对该项成果

专门进行了新闻发布, 熔岩管洞穴再次引起了广泛的

关注. 2018年1月11日, 美国两所研究机构SETI Insti-
tute和Mars Institute也宣布在月球靠近北极区域(Philo-
laus Crater)发现了疑似熔岩管天窗[16]. 由此可见, 月球

熔岩管洞穴一直是科学家们关注的热点.
针对这一热点问题, 并结合未来月球基地建设的

客观需求, 本文在介绍熔岩管的一般特征基础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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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熔岩管洞穴的特征进行了总结评价, 提出了熔岩

管探测的意义及初步方案, 供科学研究和工程规划

参考.

1 熔岩管洞穴简介

熔岩管洞穴是洞穴的一种特殊类型. 以地球为例,
地球的浅部地壳中有多种类型的洞穴. 按其形成的围

岩性质分为岩溶洞穴、石膏洞、砾岩洞、熔岩洞、砂

岩洞、花岗岩洞和冰川洞等, 其中岩溶洞穴占绝大多

数. 按洞穴与围岩形成的先后可分为原生洞穴和次生

洞穴. 按照洞穴的成因形态, 可分为横向洞穴、竖向

洞穴、复合洞穴等. 按照洞穴规模可分为单一洞穴和

洞穴系统[17]. 按照成因, 这些洞穴可大致分为三类, 一
是地下水对早期形成的沉积岩(石灰岩)的溶蚀作用形

成的各种溶洞和地下暗河等. 这类洞穴主要见于地球

上喀斯特地貌区; 二是构造活动引起的张裂或岩墙塌

陷洞穴; 三是火山喷发熔岩流动过程中形成的熔岩洞

穴, 即熔岩管(Lava Tube). 后两类洞穴在地球上相对

较少, 但在其他星球上可能是最主要的.熔岩管的形成

完全不同于岩溶作用的洞穴, 它是喷出的高温岩浆在

地表流动过程中, 黏度低的玄武质岩浆边流动边冷却,
在熔岩流表面固结成一定厚度的外壳, 形成绝热保护

层, 此时内部岩浆的降温速率极低(只有大约每千米

1°C[18]), 可以保持高温状态持续流动达数百至上千千

米, 直到最后岩浆源头停止供给岩浆, 从而形成中空

的管道[19–21], 称为熔岩管. 熔岩管在形成之初是一个

近圆形的管道, 随着熔岩不断补充与固结, 底部不断

被填充, 逐渐形成顶部圆形-半圆形、底部平坦的管状

构造. 地球上大部分熔岩管的两壁都可见不同高度的

熔岩流线, 底部则会保留各种熔岩流动现象, 如绳状

构造等(图1(a), (b)). 迄今为止, 人类在地球、月球及

火星上都发现了这类熔岩管洞穴[22]. 熔岩管的直径大

小和延伸长度与熔岩性质、天体表面环境(重力、温

度、大气环境等)密切相关.
地球是太阳系行星中火山活动最强的天体之一

(木卫一是现今火山活动最强的天体), 不同规模的熔

岩管几乎在所有的玄武岩火山区都可以见到, 包括正

在形成的夏威夷和冰岛火山岩区, 以及地球历史时期

形成的古老火山岩区. 比较著名的有韩国的济州岛、美

国西部亚利桑那火山岩区、墨西哥第四纪火山区以及

中国境内的多个第四纪火山岩区(如海南和黑龙江)等.
其中韩国济州岛在20万至30万年前发生火山爆发时形

成多个熔岩管, 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熔岩管洞穴(称为

“万丈窟”, Manjanggul Cave), 该熔岩管长度数十千米,
高数十米, 宽十余米. 图1分别展示了我国黑龙江镜泊

湖火山岩区熔岩管塌陷天窗的分布(图1(a))、内部形

貌(图1(b))及济州岛熔岩管洞穴的内部形貌(图1(c)).
由于洞穴具有天然的庇护条件, 地球上的洞穴也

自然成为了古人的栖息地. 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洞穴

遗址, 其年代主要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少量

也可到较晚时期[23]. 世界范围内洞穴遗址的大量存在,
反映出古代人类在早期阶段主要依赖洞穴作为栖息地

和庇护所, 就近利用所处自然条件进行生产和活动的

生存方式和行为特点. 在我国, 较为著名的洞穴遗址

有旧石器时代的北京人遗址、山顶洞遗址、观音洞遗

址等, 新石器时代的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江西万年

仙人洞遗址等[24]. 镜泊湖地区的火山熔岩管, 曾经被

东北抗联用于与侵华日军战斗的地下工事[25].
月球表面也有大量熔岩管. 自从20世纪60年代末,

通过对月球遥感影像、地貌学以及与地球上熔岩管的

对比研究, 科学家就提出月海玄武岩上的蜿蜒形沟谷

(月溪)就是火山熔岩管的猜想[26]. 20世纪90年代, 科学

家开始将目光放在熔岩管形成机理上, 尝试通过对地

球上熔岩管的研究, 并考虑月球低重力环境等条件,
预测月球熔岩管各项物理和力学参数, 了解月球上熔

岩管的可利用价值. 2009年, 日本发射的月球环绕器

发现了三个直径和深度都为几十米的洞穴. 这些洞穴

被认为是熔岩管道局部塌陷后形成的天窗[27]. 2010年
以来, 美国的LRO利用其窄角相机高分辨率成像仪,
发现了更多的熔岩管天窗[13,27,28]. 印度的月船一号探

测器于2011年对月溪的探测发现熔岩管顶部宽度超过

300 m[29], 而美国圣杯(GRAIL)轨道器对月球浅部重力

的探测显示, 熔岩管的宽度理论上可达数千米[30]. 这些

新的发现引发了人们对月球熔岩管探测越来越大的

兴趣.
火星表面火山活动历史悠久, 广泛分布玄武岩, 也

存在大量熔岩管[22]. 而且, 由于火星表面的重力只有地

球重力的约38%, 因此在相同熔岩性质和火山喷发条

件下, 火星上的熔岩管规模应该更大. 早在海盗号探

测器进行火星探测时, 就发现了熔岩管和相关的熔岩

流构造[31]. 后来, 火星奥德赛、火星全球勘探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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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快车和火星勘测轨道器等证实了有两类熔岩管地

貌: (1) 弯曲的溪谷, 是熔岩管塌陷后的残留地貌, (2)
坑链和天窗, 可以指示地下有熔岩管的存在(图2).

其他类地天体, 如水星、金星和木卫一等天体的

表面都有大量火山活动的证据, 也应该存在熔岩管,
及熔岩管塌陷后形成的洞穴, 目前由于探测数据分辨

率不足, 尚未发现这类熔岩管洞穴.
可见, 熔岩管是中空的地下管道, 在天体本身的构

造活动和外来天体撞击作用下, 熔岩管的塌陷现象十

分普遍. 熔岩管塌陷的原因包括内因和外因. 内因主

要取决于熔岩管顶部的厚度和强度, 在岩浆性质、挥

发分含量等都相似的情况下, 顶部熔岩厚度越大其支

撑强度越大. 外因主要是顶部受后期改造破坏的程度,
包括构造活动、地震和人为因素等. 两种因素都可能

导致熔岩管局部甚至大范围的塌陷. 在月球和火星表

(b)

200 m

(a)
正北方向

天窗5

山体

天窗2

公路

火山口国家森林公园

50 m

连续塌陷部分

未塌陷部分

熔岩管天窗
(a’)

天窗1

天窗3
天窗4

(c)

(a’)

图 1 (网络版彩图)地球玄武岩熔岩管的形貌特征. (a) 黑龙江省牡丹江镜泊湖地区熔岩管表面延伸和塌陷形成的天窗, 黄色
箭头指示熔岩管的流动方向(影像数据源自google earth, 中心坐标位置: 44.16°N, 128.60°E), (a′)为(a)中白色虚线框区域的放大
图; (b) 镜泊湖熔岩管内部形态, 内部可见近似恒温状态下保存的水冰(2014年夏季拍摄); (c) 韩国济州岛万丈岩窟熔岩管内部
形貌(据Tuomas Lehtinen/Shutterstoc)
Figure 1 (Color online) Morphology of basaltic lava tubes on Earth. (a) Surface expressions of the lava tubes in Jingpo Lake region (centered at
44.16°N, 128.60°E). Yellow arrows represent the direction of lava flow, lava tube skylights are also marked. (b) Internal morphology of a lava tube in
Jingpo Lake area, Heilongjiang Province. Lava flow terrace, lines on the wall and water ice at the bottom (this photo was taken in summer of 2014). (c)
Internal structure of a lava tube in Jeju Island, Korea (Tuomas Lehtinen/Shutterstoc).

(a) (b)

25 m2 km

熔岩管塌陷坑链

熔岩管天窗

N

(b)

图 2 火星上熔岩管塌陷形貌特征. (a) 火星帕乌尼斯火山
表面熔岩管顶部塌陷后形成的坑链和天窗, 相邻两个塌陷坑
之间是局部被保存的熔岩管(坐标位置: 0.457°S, 248.571°E);
(b) (a)中熔岩管天窗的HiRISE影像图(https://hirise.lpl.arizo-
na.edu/ESP_019351_1795)
Figure 2 Morphology of collapsed lava tubes on Mars. (a) Skylights
and chain of lava tube depressions in Pavonis Mons region (centered at
0.457°S, 248.571°E); (b) HiRISE image of a skylight (https://hirise.lpl.
arizona.edu/ESP_019351_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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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陨石撞击、地震和构造活动是导致熔岩管塌陷的

主要因素. 正常的熔岩管横截面和塌陷后的形貌大致

如图3所示(以月球为例). 目前识别地外天体地下熔岩

管的方法主要是依据其塌陷后形成的天窗, 这些洞穴

式天窗区别于普通撞击坑的显著特征是, 普通小型撞

击坑底部具有完整的碗型形态. 而熔岩管天窗是小天

体撞击击穿上覆岩石而露出地下中空的熔岩管, 或其

他地质活动导致顶部塌陷形成的洞穴, 下部与熔岩管

相连. 因此, 这些洞穴的底部是深陷的或不规则形态

的, 其深度与直径之比远大于普通撞击坑. 另外, 熔岩

管的塌陷口一般具有向内倾斜的斜坡, 斜坡外缘不会

有隆起, 而撞击坑的外缘会有明显的隆起和溅射物的

堆积[13]. 除此之外, 熔岩管塌陷洞穴与撞击坑底部熔

体塌陷洞穴在形貌、分布、成因和年龄等方面都有明

显的差异(表1). 将来可通过地球物理探测等多种方法

探测尚未暴露的熔岩管.

2 月面熔岩管洞穴的特征

在早期的研究中, Oberbeck等人[9]首次将月球上

的蜿蜒形溪谷(Sinuous Rilles)与熔岩管联系起来, 并

与地球上的熔岩管进行对比研究, 认为即使遭受陨石

撞击和地震扰动, 熔岩管的大部分依然会被保存下来.
与地球上火山熔岩管的对比研究和理论模拟可知, 这

些地下熔岩管可延伸数百米到数百千米, 高达几米到

数十米, 宽数米到数百米[26]. Head[32]详细描述了月球

蜿蜒形溪谷和地球熔岩管在形成环境和地貌特征之间

的异同, 说明了熔岩流对蜿蜒形溪谷的形成具有重要

作用. 月球环绕探测器和阿波罗计划探测数据显示,
熔岩管洞穴主要分布在蜿蜒曲折的月溪附近或与其相

连(图4).
目前, 经过美国LRO数据核实确认的熔岩管洞穴

有8个分布在月海区域, 2个分布在高地区域[13](图5).
另外, 近期在月球北极区域也发现了撞击坑底部熔体

塌陷洞穴或熔岩管洞穴[16](图5和6).
目前, 美国两所研究机构SETI Institute和Mars In-

stitute在距离月球北极点540 km的菲洛劳斯撞击坑

(Philolaus Crater)中发现了疑似熔岩管洞穴. 洞穴处于

撞击坑中心以东偏北约16 km的撞击熔体池上,中心坐

标为(72.54°N, 31.35°W). 三个洞穴相距几十米, 外部

玄武岩
月壤层

不同期次的熔岩层

空洞

(a)

不同期次的熔岩层

内壁

顶部熔岩层

塌陷物

(b) 天窗

图 3 (网络版彩图)月面玄武岩熔岩管示意图. (a) 熔岩管的初始横截面形态; (b) 熔岩管塌陷后的纵切面形态
Figure 3 (Color online) Schematic of a lava tube on lunar surface. (a) Cross section of a pristine lava tube; (b) vertical section of a depressed lava
tube.

表 1 月面撞击坑底部熔体塌陷和熔岩管塌陷形成的两类洞穴特征(据文献[13])
Table 1 Features of two kinds of caves on lunar surface: impact melt pits and lava tube skylights [13]

形貌 分布情况 成因 年龄

撞击坑
底部熔
体塌陷

(1) 外形轮廓不规则, 直径在几米
到几千米, 主要集中在十几米.
(2) 塌陷斜坡一般很窄, 难以测量.
(3) 塌陷口一般没有成层性.

(1) 主要分布在撞击坑熔体池中,
少量分布在撞击坑溅射毯上.
(2) 塌陷分布不规律, 有些沿熔
体池裂隙发育.

撞击坑形成后期的重力改造使
得未凝固的熔体流动导致局部
中空, 直接塌陷形成或经后期
撞击或构造作用塌陷而成.

可能在撞击坑刚形成不久;
也可能晚于撞击坑形成, 大
部分集中在哥白尼纪的撞
击坑中(1.2 Ga至今).

熔岩管
塌陷

(1) 外形轮廓为圆形到椭圆形, 目
前发现的直径都在40 m以上.
(2) 塌陷斜坡大多较长, 角度大于
45°, 少量较窄.
(3) 塌陷口常具有成层性.

(1) 主要分布在月海区域, 有些
靠近火山区域, 有些没有.
(2) 同一个区域成链状或串珠状.

玄武岩熔岩管形成后, 经后期
撞击或构造作用塌陷而成.

在熔岩管形成之后, 一般熔
岩管的年龄都比较古老.

对比
分析

(1) 撞击坑底部熔体塌陷虽然分布较多, 在外部轮廓以及内部空间总体上比熔岩管塌陷小且不规则;
(2) 熔岩管塌陷一般要比撞击坑底部熔体塌陷更加古老, 记录更多的地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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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km

连续未塌陷的熔岩管
不规则塌陷

熔岩管链状塌陷

N

2 km

图 4 月面熔岩管链状塌陷的形貌特征. 图中显示一条蜿蜒曲折的熔岩管从西北高地边缘流向东南低地, 熔岩管的前半部分
由于塌陷形成了坑链, 相邻的坑之间及后半部分保留了未塌陷的熔岩管. 图中前半部分熔岩管塌陷形成的坑链长约50 km(图
为LROC WAC影像M117773324, 中心坐标为34.6°N, 43.5°W)
Figure 4 Chain of depressions along a lava tube on lunar surface. A sinuous lava tube approximately extending 50 km, flows from the north-west
highland to south-east lowland (data from LROC WAC image: M117773324, centered at 34.6°N, 43.5°W).

100 m

(a) (b) (c) (d)  (e) ; ( f) (g) ; (h) ( i)死湖; 中丰富海; 静海; 智海; 西南丰富海 马利厄斯山; 施吕特撞击坑 高地 高地1; 2;  
( j) 史密斯海/朗格撞击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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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洛劳斯撞击坑

图 5 (网络版彩图)月球表面已知的熔岩管洞穴分布位置以及部分熔岩管洞穴的外部形貌特征图. 包括8个月海熔岩管洞穴
(白色圆圈), 2个高地熔岩管洞穴(黄色圆圈), 1个极区疑似熔岩管洞穴区域(白色五角星, 洞穴形貌特征见图6)(修改自Wagner
等人[13])
Figure 5 (Color online) Distribution and external morphology of confirmed lunar lava tube skylights, including eight in mare (white circle), two in
highland (yellow circle), and one unconfirmed in North Pole Region (white star, see Figure 6 for detail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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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为圆形到椭圆形, 它们的直径在15–50 m(图6), 目
前推测可能是塌陷的熔岩管道[16]. 而本文认为三个洞

穴位于撞击坑熔体池上, 是撞击坑底部熔体塌陷的可

能性更大(表1). 该洞穴被定义为熔岩管洞穴需要更多

周围地质特征的证据.

3 月面熔岩管内部环境特征及探测意义

(1) 相对恒温的内部环境. 众所周知, 月球表面的

温度变化很大, 温差可达300°C. 根据阿波罗探测数据,
阿波罗15着陆点哈德利月溪处(26°N, 3.6°E)的温度在

–171°C–111°C之间变化[33],阿波罗17着陆点Taurus Lit-
trow沟谷处(20°N, 30°E)的温度变化范围是–181°C–
101°C[34]. 巨大的温差对于人类在月球表面的探测活

动是极其不利的. 但是, 月球熔岩管中却可以提供相

对恒定的温度条件. 目前尚没有月球熔岩管内部温度

的实测资料, 但对于塌陷洞穴的光照区和阴影区的温度

测量显示了月面和熔岩管内部的温度变化(图7), 图7中
显示没有光照的熔岩管内部的温度在–20°C–30°C[11],
有光照的熔岩管底部白天温度更高, 夜晚与周围一致.
可以推测, 由于月面几乎为真空, 因此远离洞穴口的熔岩

管内部温差很小, 其温度条件相比于月球表面要优越.
影响熔岩管内部温度的因素还有很多, 包括其深

度、内部空间大小以及熔岩管顶部盖层的厚度等. 由

10 km 5 km 2 km

1 km 5 00 m 50 m

(a)

(d)

(b) (c)

(f)(e)

Phi lo laus Crater
(72.1 N,32 4 W°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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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e
f

图 6 菲洛劳斯洞穴形貌特征示意图. (a) 菲洛劳斯撞击坑中洞穴的分布和形貌特征(白色五角星); (b)–(f) 洞穴逐步放大图(改
自文献[16])
Figure 6 Distributions and morphology of caves in Philolaus Crater, lunar north pole region. (a) Gradually zoomed in (b)–(f) (adapted from ref.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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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网络版彩图)月球表面温度和塌陷熔岩管底部温度对
比图. 红色曲线为熔岩管顶部月面温度, 蓝色和绿色曲线分
别是为位于北纬15°、直径和深度均为50 m的马利厄斯山洞
穴底部无光照与有光照区的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假设洞穴底
部和表面都覆盖了一层约2 cm的风化层, 其反照率为0.1, 热
发射率为0.9)[10]

Figure 7 (Color online) Temperature variation of lunar surface and
the bottom of depressed lava tube. Surface temperature as a function of
local time illustrates that a shadowed area (blue) and an illuminated area
(green) in the bottom of a hole of 50 m in diameter and depth, located in
15°N, and at a vicinity surface (red) of the Marius Hills Hole. The
bottom of the hole and the vicinity surface are assumed to be covered by
a thin regolith layer of 2 cm with albedo of 0.1 and thermal emissivity
of 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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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月球表面的风化土壤层和玄武岩有很好的隔热性

能, 且熔岩管洞穴开口很小, 太阳光无法照到熔岩管内

部, 加上月表接近真空的环境具有低的热传导, 因此其

内部环境温度十分稳定. 从垂向上看, 一般在月表1 m
以下, 温度就基本达到稳定[12].

(2) 防宇宙射线照射. 宇宙射线包括太阳射线和外

来宇宙射线, 是影响宇航员月面活动的重要因素. 前人

估计月球表面一天的太阳射线辐射量为2 Sv, 远超过

生命所能承受的范围(1–2 mSv/d). 但是月壤能够起到

阻挡太阳射线的作用. 对于外来宇宙射线, 6 m左右厚

的月壤就能将宇宙射线强度消减到合适的范围[12,35]

(图8). Angelis等人[35]分析了外来宇宙射线和太阳粒子

与月球表面的相互作用,认为月面6 m以下的宇宙射线

辐射剂量极小, 因此深度达数十米的熔岩管内部在预

防宇宙射线方面是安全的.
(3) 极少月尘和溅射物影响. 月球表面缺少大气层

的保护, 直接遭受太阳风的作用, 使得月表细小的物质

形成带电月尘. 在电场的作用下, 阴影区带负电的月尘

向光照区(带正电荷)运移[11]. 这种现象可能在日出和

日落时大规模发生. 月尘对人类的活动以及探测器的

影响非常不利. 熔岩管内部为永久阴影区, 免于遭受

太阳风的作用而不会产生月尘, 并且微陨石撞击形成

的溅射物也很少会落入熔岩管内部. 另外, 熔岩管塌

陷口还是监测月尘运移的极佳场所.
(4) 防止陨石或微陨石撞击. 陨石或微陨石撞击对

人类和探测器在月球表面活动也威胁很大. 前人模拟

研究发现, 宇航服和1 cm厚度的铝板暴露在月球表面

一年, 被粒子击穿的概率分别为8%和30%[36]. 而熔岩

管顶部的月壤与月岩提供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使熔岩

管内部免遭微陨石撞击[12].
(5) 可能赋存挥发分或水冰. 水是最受关注的地外

资源, 不仅是人类生存所必须, 还能作为推进剂的原

料. 因此, 月面水及其他挥发分的探测是当今月球科

学与工程最为关注的内容. 目前各国都把关注的焦点

投向月球极区的永久阴影区, 因为那里长期无光照、

极度低温, 能够很好的保存水. 同样地, 熔岩管内部的

环境与极区永久阴影区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月球上的

水主要有三种成因: 一是太阳风中氢质子和月球表面

含氧物质反应形成; 二是彗星的撞击带入一部分水;
三是通过岩浆活动从月球内部带出. 但是在月表环境

下这些羟基或水是不易保存的[11,12,37]. 对于很早形成

的熔岩管洞穴, 太阳风照射到底部形成的羟基或水分

子很容易累积保存在熔岩管内, 熔岩洞穴附近产生的

挥发分也会进入熔岩管内部被保存下来. 另外彗星撞

击溅射物也有可能进入熔岩管洞穴内从而得以保存,
而熔岩管形成时也可能保存有熔岩中溢出的挥发

分等.
(6) 巨大的可利用地下空间. 根据熔岩管塌陷形成

的洞穴形貌、大小、重力异常等遥感数据分析表明,
月面熔岩管的深度达几十米, 宽度在几十到几百米, 而
延伸的长度可达几百米到几百千米. 前人研究发现, 在
地球上3.5 m厚度的熔岩管顶部可以支撑45835 kg/m2.
如果在月球上表面, 相同性质和厚度的玄武岩可以支

撑275000 kg/m2. 现有观测数据表明月面熔岩管顶部

的厚度可达数十米, 承载的负荷更大, 可拥更大的地

下空间. 有些熔岩管的宽度可达数千米, 能够在其内

部建一座城市[9](图9).
(7) 熔岩管的物质组成可揭示月球岩浆活动性质.

月球熔岩管的成分主要是玄武岩, 目前的探测数据显

示大部分熔岩管形成于30亿年之前, 是月球岩浆活动

最为剧烈的时期[12], 记录了月球幔部物质组成及热演

化的历史. 通过分析熔岩管的物质成分可以了解早期

月球岩浆活动的特征, 对理解月球的壳幔分异和岩浆

演化有重大的意义. 目前所获得的月球样品都是来自

月球表面, 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空间风化, 因此对深部

新鲜样品的研究尤其重要, 熔岩管洞穴剖面和内壁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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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网络版彩图)月表辐射剂量随深度的变化[35]. 其他粒
子包括电子、正电子、光子、介子、μ介子、k介子和氘
核等
Figure 8 (Color online) Results for effective dose (E) with the depth
(other particles, namely electrons, positrons, photons, pions, muons,
kaons, deuterons, etc.)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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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为之提供了极佳的样品.
(8) 熔岩管内部的特殊环境具有重要的天体生物

学意义. 熔岩管及其他洞穴中的微生物组合与生存环

境是极端环境生物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洞穴内部稳定

的物理化学环境可以导致次生矿物的形成和微生物的

生长. 因此, 洞穴是微生物或生物标志物形成和保护的

极佳场所. 除了对地球上各类洞穴的研究外, 天体生物

学家已经把更多的关注延伸到火星等地外天体. 与地

球玄武岩洞穴的对比研究发现, 火星洞穴中可能有次

生矿物存在并记录过去的水活动历史, 也是寻找生物

标志物的最佳场所[20]. 尽管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

月球熔岩管洞穴中有存在微生物的可能, 但是其稳定

的物理化学条件, 以及防辐射等环境因素, 无疑是开

展多种生物实验的极好场所.
如上所述, 熔岩管是类地天体表面先天形成的巨

大地下空间, 具有特殊的环境, 值得探测和加以利用.
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 很多科学家都提出过利用月球

熔岩管建立月球基地的想法[21,38,39], 并认为应该是人

类移民月球的首选地[40]. 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和对月

面资源利用的需求加大, 开展对熔岩管洞穴的探测显

得重要且迫切.

4 月面熔岩管探测内容

对月面熔岩管探测的内容包括外部环境、内部环

境、内部结构、物质组成和水与挥发分等多个方面.
熔岩管洞穴外部周围环境特征探测: 包括获取地

形地貌参数, 如坡度, 碎石分布, 塌陷口形状、大小、

走向、形态变化, 熔岩管上覆岩石厚度及熔岩管埋深

等相关参数的测量. 熔岩管上覆岩石厚度及熔岩管埋

深的计算方法: (1) 当太阳光照射到垂直的洞壁上时

(图10(a), (b)), d光照深度(垂直洞壁的最小深度)=D/tan(i),
d观测深度=(D–L)/tan(e), d光照深度和d观测深度测量结果基本一

致, 两者可以相互验证; (2) 当太阳光照射到洞穴底部

时(图10(c), (d)), d光照深度和d观测深度测量结果就不一致,
将探测器垂直接受光线就可计算洞穴的深度d底部=
L/tan(i) (见图10).

熔岩管的物质成分探测: 熔岩管内壁保留了不同

期次的熔岩, 通过分析其成分可以得知玄武岩熔岩流

的不同期次成分变化特征. 通过研究熔岩管顶部物质

(新鲜的玄武岩和上覆月壤)成分和结构变化, 可以获

得月球火山活动、撞击作用以及空间风化等信息[41].
熔岩管内部空间结构探测: 包括熔岩管内部空间

1000 m

水平压力 (MPa)
0−12−24

5000 m 500 m  宽  顶厚 

图 9 (网络版彩图)宽度5 km和顶厚500 m的熔岩管内部空
间大小与顶部压力及周围压力示意图[30]

Figure 9 (Color online) The lava tube is 5 km wide, has a roof 500 m
thick, and begins in a lithostatic stress state. Color contours show the
horizontal stress component with negative (compressional) stresses
throughout the roof of the tube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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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基于光照条件和照片数据的月面熔岩管洞穴深度计
算方法示意图[11]. 图中D为熔岩管洞穴的直径, i为太阳光的
入射角, e为探测器的接收角度, L为洞内阴影径向最长距离
Figure 10 Estimation of the depth of a vertical hole using solar
illumination conditions and image data [11]. In this figure, D is the
diameter of lava tube cave, i is the incidence angle of sunlight, and e is
the emission angle of the detector, L is the cross length of dark portion
of the 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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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包括长宽高)及形态、延伸范围和弯曲程度, 从

而获得熔岩管的3D模型. 熔岩管底部特征的探测, 包

括熔岩管底部的平坦程度、坡度和塌陷物的分布等.
熔岩管顶部厚度探测, 了解其支撑强度等. 管道内壁流

线纹理的探测, 了解熔岩流动的期次以及熔岩的流量

情况.
熔岩管内部环境探测: 包括熔岩管内部的温度变

化、湿度、宇宙射线强度和灰尘含量等.
水及挥发分探测: 由于塌陷熔岩管内部恒定较低

的温度和封闭的环境, 水等挥发分可能大部分以固态

冰的形式存在. 如能证实水冰的存在, 无疑是重大科

学发现.

5 探测方案与主要载荷

月球熔岩管洞穴探测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现

阶段可以利用轨道器、着陆器和洞穴机器人对塌陷熔

岩管进行联合探测.

5.1 轨道器

环绕器低轨飞行对月球表面塌陷熔岩管进行高分

辨率的照相和重力异常探测, 观察塌陷熔岩管周围环

境特征, 寻找未暴露的熔岩管. 这也为着落器降落选

址提供依据(图11). 可搭载仪器: 高分辨率相机, 重力

仪, 星载探月雷达等.

5.2 着陆器-月球车

月球车对周围环境进行调查分析, 从而选择进入

熔岩管洞穴的路径. 着陆器可搭载: 降落相机, 地形地

貌相机和全景相机. 月球车可搭载: 探地雷达, 用于探

测熔岩管深度和延伸方向, 月壳浅表层分层信息(包括

月壤和多期次玄武岩顶壳的分层情况等). 重力仪, 结

合探地雷达探测潜在熔岩管的深度和空间展布.

5.3 洞穴智能机器人

通过多个小型机器人进入塌陷熔岩管内部进行探

测, 可采取有线机器人、无线机器人或二者结合的方

式(图12).
有线降落机器人: 通过绳索牵引方式将洞穴机器

人释放到熔岩管内部, 到达洞穴底部后自主解锁、进

入工作状态. 连接着陆器(或月球车)和洞穴机器人的

绳索可具有多种功能, 具有为机器人充电和数据传输

等. 另外, 由多个机器人联网组合形成的工作组能够

及时通讯和协调工作. 当电源消耗殆尽时, 洞穴机器

人自主返回, 通过多功能绳索进行充电(图12(b)).
无线降落机器人: 该类机器人具有良好的避障和

姿态调整的能力. 每个机器人可赋予不同的探测任务.
他们都通过无线充电和数据传输方式进行工作(图
12(a)).

洞穴机器人载荷配置:
(1) 全景相机: 在配备自动照明系统的条件下可对

月球熔岩管进行全景拍照.
(2) 微波雷达避障与导航系统: 用于避障以及选择

行进方向.
(3) 照明设备: 用于熔岩管内部照明, 配合全景相

机和光谱仪使用.
(4) 洞穴内部结构成像仪: 可采用拍照式光学三维

扫描仪和激光测距仪(3D-Lidar或LALT), 对洞穴内部

的形貌进行3D建模.
(5) 成分探测仪: 包括微型热发射光谱仪(配主动

光源, 通过中红外吸收光谱测定岩石矿物成分), α质子

X射线光谱仪(用于元素及含量的测定), γ射线光谱仪

(用于探测K, Th, U, Ca等元素), 中子探测仪(主要用于

探测水分子的存在).
其他有效载荷可包括: 磁力计(用来探测玄武岩中

记录月球早期磁场的信息), 月球辐射仪(测量熔岩管

中昼夜温差, 以及寻找较冷的区域以及可能的水冰),

永久阴影区 永久阴影区

光照区 光照区

图 11 (网络版彩图)着陆器飞越熔岩管洞穴探测示意图
Figure 11 (Color online) Schematic of lunar lander exploration by
flying over the depressed lava 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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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尘监测仪(通过洞穴机器人对熔岩管光照区和阴影

区月尘运动的监测, 了解太阳风在月球表面形成的电

场情况), 等等.
上述初步探测方案中, 绝大部分技术都是成熟或

容易解决的. 主要技术难点在开展熔岩管内部探测时,
小型机器人如何避开和翻越极其复杂的塌陷物堆积区

域. 未塌陷的熔岩管底部和四壁都较为平坦, 易于机器

人行走和工作, 但是塌陷物堆积区的情况非常复杂, 会
有巨大的石块垮塌后堵塞或部分堵塞熔岩管, 熔岩管

底部堆积的塌陷物崎岖不平, 会给机器人的穿越造成

极大的困难.
考虑到要给熔岩管内的机器人充电, 以及未来作

为月球基地的长期供电需求. 因此熔岩管洞穴探测首

先选择在光照充足的位置.

6 值得优先考虑的熔岩管洞穴

目前探测到月海中的熔岩管洞穴有8个(图5). 结

合熔岩管洞穴周围的地形、光照、通讯及熔岩管洞穴

本身的地质特征等, 本文建议优先考虑对三个熔岩管

洞穴区域进行探测. 这三个熔岩管洞穴区域的特征

如下.

6.1 马利厄斯山(Marius Hills)熔岩管洞穴

马利厄斯山是月球上最大的火山群之一, 位于风

暴洋中部, 中心坐标为(13.3°N, 306.8°E), 是一个高出

临近地区数百米到两千米, 面积约35000 km2的高原.
马利厄斯区域发育有大量的火山建造(穹窿、火

山锥、蜿蜒月溪、熔岩流等)和不同成分的月海玄武

岩单元.其中玄武岩分为两个单元:局部的富橄榄石熔

岩流单元和大部分的富高钙辉石玄武岩单元, 两者成

分的不同反映了该区域经历了复杂的火山活动. 该区

域月海玄武岩的年龄在1.73–3.74 Ga, 时间跨度也较

大. 马利厄斯高原附近发育有风暴洋最年轻的玄武

岩[42], 这些年轻的玄武岩富含橄榄石.
熔岩管洞穴的中心坐标约为(14.09°N, 303.31°E).

该区域发育两条较大的月溪(月溪A和B). 熔岩管洞穴

位于长度为48 km的蜿蜒月溪A中, 该月溪起源于一个

永久阴影区

永久阴影区
光照区

永久阴影区

永久阴影区光照区

(a)

(b)

图 12 月球车与有线无线洞穴机器人联合探测示意图
Figure 12 Lunar rover exploration cooperating with wired and wireless cave rob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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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为3 km, 深度为270 m的火山口. 熔岩管洞穴在火

山口北西向约32 km处, 它的高程比火山口中心低

200 m. 熔岩管洞穴在蜿蜒月溪A的中间, 距离东岸和

西岸各约250 m.对获取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时的光

照条件分析可知, 该洞穴深45 m米, 直径约48–57 m[11]

(图5和13).

6.2 静海(Mare Tranquillitatis)熔岩管洞穴

静海洞穴(8.34°N, 33.22°E)位于静海中东部直径

为560 km、高度为1.8 km的Cauchy盾火山中心附近.
前人在Cauchy盾火山区发现了众多的火山锥、低矮

盾火山和蜿蜒月溪. 该盾火山喷发的熔岩流时间为3.6
和3.7 Ga[43]. 利用遥感图像获得不同光照时间的信息,
前人计算出该天窗的直径为84–99 m, 深度为107 m左

右[12](图5和14).

6.3 钱德拉杨(Chadrayaan-1)熔岩管

该熔岩管也发育于马利厄斯山范围内, 中心坐标

约为(13.6°N, 301.9°E). 其展布方向为北东向, 北东部

分和南西部分为塌陷地貌. 其中北东方向塌陷长度为

3.5 km, 最深处达160 m, 沿其延伸方向平均坡度约

6.2°. 南西方向塌陷长度约为1.7 km, 最深处达70 m,
沿其延伸方向平均坡度约4.5°. 中段为未塌陷部分, 保
存了较为完好的熔岩管形貌, 长度约为1.6 km. 该熔岩

管的内部直径约为360 m[44](图15). 该熔岩洞穴入口处

具有相对平缓的坡度, 有利于月球车驶入探测及月球

基地的建设.

7 结论

相较于露天环境, 洞穴由于具备一定的空间封闭

性,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承载着房屋的功能, 是早期地

球人类生存和活动的理想居所. 如同古人择地球上的

洞穴而居, 现代智人借助发达的科学技术, 也将会把

其他星球上的洞穴作为首选居住地. 提前规划对月球

及火星等可能被移民星球的洞穴探测, 是建设地外基

50 km

(b)

月溪 A

月溪 B

50 m1 km

(c)

(a) (b) (c)

图 13 马利厄斯山区域熔岩管形貌特征示意图. (a) 区域整体特征; (b), (c) 马利厄斯塌陷熔岩管放大示意图, 数据来源: qm-
lroc-1522292896474, qm-lroc-1522292607942, qm-lroc-1522291998134
Figure 13 Morphology of lava tube and skylight in Marius Hills region. (a) The general morphology of Marius Hills region; (b) and (c) are zooms of
the depressed lava tube. Data from qm-lroc-1522292896474, qm-lroc-1522292607942, qm-lroc-1522291998134.

1000 m 100 m

(a) (b)

(b)

图 14 静海区域熔岩管形貌特征示意图. (a) 静海区域熔岩管塌陷形成的天窗, 数据来源: LROC NAC 影像M192739211L和
M1230505012R, 白色箭头指示塌陷口; (b) 塌陷的熔岩管区域放大图, 数据来源: M155016845R
Figure 14 Morphology of lava tube and skylight in Mare Tranquillitatis region. (a) The skylight in Mare Tranquillitatis (white arrow) is derived from
NAC data: M192739211L and M1230505012R; (b) a zoom on the skylight (white dashed box) in (a), derived from NAC data: M15501684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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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必然选择. 月球作为地球的近邻和深空探测的前

哨站, 及时启动月面洞穴的探测, 从中选择适合未来

月球基地建设之场所, 对开展月球科学和资源与环境利

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建议及时启动相关探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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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 and preliminary proposal for exploring the lunar
lava tubes

XIAO Long*, HUANG Jun, ZHAO JiaWei & ZHAO JianNan
Planetary Science Institute,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Recognizing and exploiting the moon are two major targets for human beings. To construct the lunar base is vitally
important for reaching above goals. Lunar base site selection firstly requires consideration of lunar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Among possible options, lunar lava tube caves have a variety of advantages, e.g. mild and feasible
environment and potential resource support, and should be listed as a top priority for lunar base site selection. On the
bases of summarizing the latest detection results and the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unar lava tube cav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ir distribution, external geological features, internal environments and available resources.
We propose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plan and corresponding payloads, and suggest that more detailed study and mission
planning are required. In addition, three candidates of lunar lava tube caves have been proposed for future scientific
exploration and lunar bas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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