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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池导游词

 

五彩池导游词 1

大家好，今天我带大家参观五彩池。

“黄山归来不看山，九寨归来不看水。”这里被称为“人间天堂”啊！
尤其是九寨沟的水更是无处可比！

当我门置身其中时，才真正感受到了九寨沟的魅力。九寨的水，有的碧
蓝，有的翠绿，无风的时候，净的能看到湖底和湖中的小鱼，而最让我
无法忘怀的是五彩池。

五彩池，顾名思义，有五种颜色，在晴朗的天气时，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水池中便会呈现出红、黄、绿、蓝、紫五种颜色，堪称世界奇观！

九寨沟是有一百多个不同大小的湖泊。当地人叫“海子”。五彩池是其
中的一个，因其在海拔三千多米处，湖泊面积较小便称为“池”。由于
这里属于特殊喀斯特地形，因些，水底以钙化沉积物为主，加之特殊水
生植物和那些色彩斑斓的石头的作用，结合阳光不同的照射角度，也就
是光合作用，并且与山体的植被色彩变化倒映等因素造成水面呈现五颜
六色不同的颜色，胡取名“五彩池”。

奇特的地貌、四面环山，大自然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在九寨沟雕出了一幅
五彩的画面，告诉我们只要用心观察，你也会发现奇观的。

好了，下面大家自由观赏。

五彩池导游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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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一定都见过雨后的彩虹吧，今天，我将带领
大家去参观水里的彩虹——五彩池。

五彩池的水波光粼粼，水里似乎有一条彩虹。看一眼那水可以令气鼓鼓
的人立刻温柔，令受伤的小鸟快活地飞在高空中。五彩城似乎有魔力，
能够把人迷倒，能让一切静止，心好像要飞上云端。湖底有许多沉石积
木，还有许多漂亮的鱼，红的、黄的、黑的、花的，像一朵朵彩云在水
里飘动。

岸上的许多红花绿草，随意的生，随意的长，似乎富有无限生机。在雨
露的滋润和阳光的沐浴下，花儿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好像上百个小姑
娘穿上漂亮的裙子来跳舞，多么美丽的地方啊!

五彩池导游词 3

黄龙五彩池位于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岷山山脉南麓，遥距成都450公里，
距著名景点九寨沟120公里。黄龙海拔在3000米以上，3000余个碧透斑斓
的彩池好似五彩的珍珠一般镶嵌在宛若“黄龙”一般的雪山峡谷中，被
人们誉为“人间瑶池”。当年红军长征的时候就曾经过此地，留下了革
命的步伐。黄龙五彩池于1992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五彩池是黄龙景点里面海拔最高的一处钙化彩石群，海拔3900米，总共
有大大小小693个钙池，距入口4166米。这里有最美的景色，5588米高的
岷山主峰宝鼎，巍然屹立在眼前，极其壮观，形状各异的彩石宛如调色
盘一般，五颜六色，极其艳丽。但若是要走到这里是需要一定的体力的
，初次登高经验不足的游客因走得太快，体力分配不均匀，中途会出现
体力不支或高原反应等现象从而半途而废。错过了一饱美丽景色的眼福
。再次提醒旅客朋友如果想登高观景应提前一星期服用红景天或随身携
带奥默氧片，预防高原反应。

五彩池中含有大量的Ch2+、mg2+、hco3-等离子，增加了短波光散射作
用。同时由于湖水透明度较高湖底的灰白色钙华、黄绿色藻类对透视光
的选择性吸收和反射，也增加了湖水色彩的层次和变化。几万年来，黄
龙沟四周的高山上冰雪融水和地表水源源不断的流下，渗入冰水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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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松散的石灰岩下部形成浅层潜流。而且在流动过程中溶解了大量
的石灰岩钙物质。随后含有碳酸钙质的潜水就露出了地表，形成无数的
小溪流向四方。

五彩池导游词 4

各位游客: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藏龙山的五彩池。我叫雨辰，你们可以叫我辰导。

无数的水池在灿烂的阳光下，闪耀着各种不同颜色的光辉，好像是铺展
着巨幅地毯上的宝石。水池大的面积不足一亩，水深不过一丈。池边是
金黄色的石粉凝成的，像一圈圈彩带，把大大小小的水池围成各种不同
的形状，有像葫芦的，有像盘子的，有像莲花的---

大家是不是感觉很奇怪，为什么五彩池的表面看水是彩色的?而把舀起来
看是清的呢?

那是因为池底长着许多石笋，有的像险峻的山峰，有的像矗立的宝塔，
有的像成簇的珊瑚。石笋表面凝结着一层细腻的透明的`石粉。阳光透过
池水射到池底，石笋就像高低不平的折光镜，把阳光折射成各种不同的
色彩。

欢迎来找我大家一起玩。

五彩池导游词 5

从长海下行1公里即为五彩池。这段山路海拔3000米，五彩池就深藏于公
路下边的深谷中。 五彩池池以秀美多彩，纯洁透明闻名于天下，面积56
45平方米。海拔2995米，寒冬地冻三尺，而池水依然清波荡漾，四季雨
旱交替，而池水似无增减。原来这池水是由位于高处的长海经地下补给
，地下四季常温不冻，补给水量全年大体稳定之故。

深6.6米，池底砾石棱角，岩面纹理，一一分明，池水蔚蓝宝绿，明澈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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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五彩池是九寨沟湖泊中的精粹，湖里生长着水绵、轮藻、小蕨等水
生植物群落，同时还生长芦苇、节节草、水灯芯等草本植物。这些水生
群落所含叶绿素深浅不同，在富含碳酸钙质的湖水里，能呈现不同的颜
色。同一湖泊里，有的水域蔚蓝，有的湾汊浅绿，有的水色绛黄，有的
流泉粉蓝⋯⋯

变化无穷，煞是好看！在日头当顶，山风吹拂或以石击水时，还能溅开
一圈圈金红、金黄和雪青的涟漪，分外妖艳。 五彩池虽在九寨沟众海中
最小巧玲珑，然而它的色彩却是最为斑斓，与五花海不相上下。五彩池
异常清澈，透过池水，可见到池底岩面的石纹，由于池底沉淀物的色差
以及池畔植物色彩的不同，原本湛蓝色的湖面变得五彩斑斓。

五彩池导游词 6

游客朋友们：

你们好！我叫刘姿含，你们可以叫我小刘。

今天，我们来游览九寨沟，现在我们来看看人间仙境九寨沟吧！

九寨沟位于四川北部的万山丛中，那里有几条神奇的山沟，因为周围满
布着九个藏族村寨，所以就被名为九寨沟。

现在我们就进入九寨沟吧！走进九寨沟，我们现在眼前的一座座雪峰插
入云霄，峰顶银光闪闪，我们继续走吧，我们现在面前的大大小小的湖
泊，真像宝石镶嵌在山谷中，再看着湖水清澈见底，湖底的石块色彩斑
斓，好看极了，有红色、白色、紫色。就像一幅美丽的图画。

我们又进入了山坡，遍布的原始森林，森林里有许多小动物，有猴子、
小鹿、老虎。每当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雪峰、森林，都倒影在湖
水中，构成了一幅幅五彩缤纷的图画。

我们向密林深处行进，有人逐渐稀少，当然，现在你已经走到珍稀动物
经常出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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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也许在不远处，一只金丝猴攀吊在一棵大树上，眨巴这机灵的小
眼睛像你窥视。也许，一群善于奔跑的羚羊突然窜出来还没等你看清它
们，又消失在前方的丛林中。要是你的运气好，会在远处秘密的竹丛中
，发现一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正若无其事的坐在那里咀嚼鲜嫩的竹叶
，今天我们的旅程就结束啦！

五彩池导游词 7

五彩池是黄龙最主要的景观，黄龙的彩池一共有8群2300多个，彩池层层
相连，由高到低，呈梯田状排列。这些彩池大的几十平方米，小的只有
几平方米。池中的碳酸钙在沉积过程中与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结成不同
质的钙华体。再加上光线照射的种种变化，便形成了池水的不同颜色。
因此人们便称黄龙的彩池为“五彩池”。

五彩池距涪源桥4166米，池群面积2.1万平方米，有彩池693个，是黄龙沟
内最大的一个彩池群。池群由于池壁和池底沉积物的不同，池水的颜色
以蓝、绿、黄、白为基调，蓝中泛着白，绿中浸着蓝，黄中裹着绿。

这些彩池非常有趣，面积大小不一，有的大至数亩，气势磅礴，有的小
如盆、碟，精巧玲珑。远看去块块彩池宛如片片碧色玉盘，蔚然奇观。
“玉盘”在阳光的照射下或红或紫，浓淡各异，色彩缤纷，极尽美丽娇
艳。

隆冬季节，整个黄龙玉树琼花，一片冰瀑雪海，唯有这群海拔最高的彩
池依然碧蓝如玉，仿佛仙人散落在群山之中的翡翠，诡谲奇幻，被誉为
“人间瑶池”。五彩池池群是黄龙景观中最美、最有特色的景点，是黄
龙的“眼睛”，是黄龙沟景区的精华所在。

黄龙五彩池传说在五彩池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传说黄龙真人修
道成功，即登天宫之时，西王母急欲将五彩池搬到天宫。为了留下这美
丽的“人间瑶池”，雪宝鼎山神夏旭东日的女儿达美，悄悄取下父亲神
杖柄上的五颗珍珠，变作“五彩池”让西王母带回了天宫。

真的五彩池保住了，达美姑娘松了一口气，阵阵疲倦袭来，她满足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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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梦乡。碧蓝的五彩池，静静地流淌着，永远是那样艳丽夺目，它执
着地陪伴着睡美人，耐心等待她的醒来。

五彩池导游词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大家可以叫我季导。欢迎大家来到四川省松
潘县的藏龙山。这里的风景如诗如画，一定能让大家留恋忘返。希望大
家细细游赏。

而在这里有名的还数那五彩池。

所谓的五彩池其实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池塘组成，在这些池塘中，小的
像个菜碟，水很浅，用小拇指就能触到池底。

五彩池里的水都来自同一条溪流，溪水流到各个水池里颜色却不同了。
有些水池里的水还不只一种颜色。有的上层是柠檬黄，下层却是橄榄绿
；左半边是天蓝色，右半边却是咖啡色。

大家游览完了这人间仙境般的地方，是否也会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呢
？

五彩池导游词 9

五彩池是九寨沟湖泊中的精粹，上半部呈碧蓝色，下半部则呈橙红色，
左边呈天蓝色，右边则呈橄榄绿的了。湖里生长着水绵、轮藻、小蕨等
水生植物群落，还生长着芦苇、节节草、水灯芯等草本植物。这些水生
群落所含叶绿素深浅不同，在富含碳酸钙质的湖水里，能呈现不同的颜
色。同一湖泊里，有的水域蔚蓝，有的湾汊浅绿，有的水色绛黄，有的
流泉粉蓝⋯⋯变化无穷，煞是好看!冬季四周冰天雪地，而这个五彩斑斓
的小海子却不冻冰，甚为奇绝。

神奇之处：1.数量多;2.形状各异;3.多姿多彩。

颜色各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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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池内石笋折光;

2.阳光映射;

3.周围景物映衬。

五彩池就如一块巨大的蓝宝石一样藏在密林之中，是九寨沟最小、最艳
丽的池子。从长海下行1公里即为五彩池。这段山路海拔3000米，五彩池
就深藏于公路下边的深谷中。五彩池以秀美多彩，纯洁透明闻名于天下
，面积5645平方米。海拔2995米，寒冬地冻三尺，而池水依然清波荡漾
，四季雨旱交替，而池水似无增减。

原来这池水是由位于高处的长海经地下补给，地下四季常温不冻，补给
水量全年大体稳定之故。深6.6米，池底砾石棱角，岩面纹理分明，池水
蔚蓝宝绿，明澈透亮。

五彩池是九寨沟湖泊中的精粹，池里生长着水绵、轮藻、小蕨等水生植
物群落，同时还生长芦苇、节节草、水灯芯等草本植物。这些水生群落
所含叶绿素深浅不同，在富含碳酸钙质的湖水里，能呈现不同的颜色。

同一湖泊里，有的水域蔚蓝，有的湾汊浅绿，有的水色绛黄，有的流泉
粉蓝⋯⋯变化无穷，煞是好看!在日头当顶，山风吹拂或以石击水时，还
能溅开一圈圈金红、金黄和雪青的涟漪，分外妖艳。五彩池虽在九寨沟
众海中最小巧玲珑，然而它的色彩却是最为斑斓，与五花海不相上下。
五彩池异常清澈，透过池水，可见到池底岩面的石纹，由于池底沉淀物
的色差以及池畔植物色彩的不同，原本湛蓝色的湖面变得五彩斑斓。

湖水色彩的起因，由于水是富含钙离子，水流缓慢，所以经过长年的沉
积，水中渐渐生成不同形状的沉积。湖水对太阳光的散射、反射和吸收
。太阳光或自然光是由不同波长的单色光组合而成的复色光，在光谱中
，由红光至紫光，波长逐渐减小。九寨沟的湖水呈现艳丽的蓝绿色，说
明湖水中短波长的散射远大于长波长，这就是瑞利散射(RAYLEIGHSCA
TTERING)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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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利散射效应在九寨沟的湖水中之所以尤为突出，主要是因沟内植被郁
闭度高、水循环条件较畅通以及石灰华对悬移质的固定作用，从而使水
中悬浮物、有机物、浮游生物极少，湖水的洁净度和透明度极高。

湖水中常见的CA2+、MG2+，HCO3-等离子也有增强短波光散射的作用
。同时由于湖水透明度高，湖底的灰白色钙华、黄绿色藻类对透射光的
选择性吸收和反射，也增加了湖水色彩的层次和变化。另外，九寨沟的
湖泊处于地形起伏很大的深切峡谷中，不同地段同一时间、同一地段不
同时间，太阳光的入射角及入射量、湖水表面对光的反射状况和湖水的
透明度都有很大的变化，因此也造成了湖水色彩的更加变幻多姿。

五彩池水底有许多石笋，石笋上有一些石粉。就像高低不同的反光镜，
显出美丽的颜色。

五彩池导游词 10

黄龙景点位于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境内岷山山脉南麓，距成都450公里，
距九寨沟120公里。历经千百年岁月形成的地表钙化蜿蜒在雪山峡谷中，
宛若黄色“巨龙”，故得名黄龙。景区面积1340平方公里，核心景区面
积700余平方公里，最低海拔1700米，最高海拔5588米，由黄龙沟、丹云
峡、牟尼沟、雪宝顶、雪山粱、红星岩，西沟等景区组成，以彩池、滩
流、雪山、峡谷、森林瀑布“五绝”著称于世，是集大型露天岩溶钙华
景观、自然风光、民族风情为一体的综合型风景名胜区。主景区黄龙沟
的巨型钙华岩溶景观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喀斯特地貌。
有世界三大之最：最壮观的露天钙华彩池群、最大的钙华滩流、最大的
钙华塌陷壁。

钙化彩池是黄龙最主要的景观，黄龙的彩池一共有8群2300多个，彩池层
层相连，由高到低，呈梯田状排列。这些彩池大的几十平方米，小的只
有几平方米。池中的碳酸钙在沉积过程中与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结成不
同质的钙华体。再加上光线照射的种种变化，便形成了池水的不同颜色
。因此人们便称黄龙的彩池为“五彩池”。

五彩池海拔3900米，是黄龙景点最高处，是位于黄龙最上端的钙化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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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共有693个钙池，宛如五彩珍珠镶嵌在原始森林中，被誉为“人间瑶
池”。距入口4166米。这里，青山吐翠，海拔5588米高的岷山主峰雪宝
鼎巍然屹立在眼前，漫步池边，无数块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彩池宛如
盛满了各色五彩颜料的水彩板，蓝绿、海蓝、浅蓝等等，艳丽奇绝。仿
佛仙人撒落在群山之中的翡翠，诡谲奇幻，被誉为“黄龙”的眼睛，是
黄龙沟景区的精华所在。

五彩池导游词 11

各位游客：

大家好！很高兴能带领大家游览藏龙山的五彩池。我姓杨，你们可以叫
我杨导，要说五彩池呀，那真是太神奇了！

这里的水池有多又美。无数的水池在灿烂的阳光下，闪耀着各种不同的
颜色，仿佛是扑在地毯上宝石。水池面积不大，水也不深，小得像个碟
子。池边是用石粉做成的，各式各样的水池围成各种形状，有的像镰刀
的，有的像盘子，有的像葫芦，还有的像莲花......

更惊奇的是，所有的池水都来自同一条溪流，溪水流到各个水池里，颜
色却不同了。有些水池的水还不只一种颜色，上层是咖啡色，下层却成
了柠檬黄；左半边是天蓝色的，后半边却成了橄榄绿。可是把水舀起来
，有跟普通水一个样，什么颜色也没有。

明明是清水，为什么在水池里有不同的颜色呢？原来池底长着许多石笋
，有的像山丘，有的像山峰，有的像宝塔，有的像珊瑚。石笋表面凝结
着透明的石粉，阳光透过池水射到池底，就有不同的颜色，就这样才会
有不同的颜色了。

接下来，请游客们自由观赏吧！

五彩池导游词 12

女士们，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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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到四川的藏龙山上。

今天，我将和大家一起领略闻名遐尔的五彩池的神奇。

藏龙山上漫山遍野是大大小小的水池，大水池面积一亩，水深不过一丈;
小像个菜碟，水很浅，用小拇指就能触到水底，池边是金黄色的石粉凝
成的，像一圈圈彩带，把大大小小的水池围成各种不同的形状。

有的像葫芦，有的像镰刀，有的像盘子，有的像莲花。

你们知道这儿的水池为什么叫做五彩池吗?那是因为啊，池底长着许多石
笋，有的像起伏的丘陵，有的像险峻的山峰，有的像矗立的宝塔，有的
像成簇的珊瑚。

石笋表面凝结着一层细腻的透明石粉。

阳光透过池水射到池底，石笋就像高低不平折射镜，把阳光折射成各种
不同的颜色，因此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五彩池。

大家看，是不是就像天上瑶池降临到了我们眼前?

五彩池导游词 13

黄龙景点位于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境内岷山山脉南麓，距成都450公里，
距九寨沟120公里。历经千百年岁月形成的地表钙化蜿蜒在雪山峡谷中，
宛若黄色“巨龙”，故得名黄龙。景区面积1340平方公里，核心景区面
积700余平方公里，最低海拔1700米，最高海拔5588米。由黄龙沟、丹云
峡、牟尼沟、雪宝顶、雪山粱、红星岩，西沟等景区组成，以彩池、滩
流、雪山、峡谷、森林瀑布“五绝”著称于世，是集大型露天岩溶钙华
景观、自然风光、民族风情为一体的综合型风景名胜区。主景区黄龙沟
的巨型钙华岩溶景观是如今世界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喀斯特地貌。
有世界三大之最：最壮观的露天钙华彩池群、最大的钙华滩流、最大的
钙华塌陷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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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万年来，黄龙沟四周高山上的冰雪融水和地表水不断流淌下来，渗入
冰碛物中，在松散的石灰岩下部形成浅层潜流，并在流动过程中溶解了
大量石灰岩的碳酸钙物质。随后，饱含碳酸钙质的潜水出露地表，形成
无数小溪散流而下。

这时因水温和压力降低，二氧化碳气体逸出，使溶解于水中的碳酸钙又
结晶析出，淀积于植物的根茎、倒木或落地枯枝上，日积月累，形成了
厚数十厘米、高10余厘米至2米不等的坚固的碳酸钙围堤。

随着地势的高下和地形的起伏，结成的钙华呈阶梯状叠置。漫山遍野的
灰华围堤，围成各种趣天成、形状绝妙的水池，大者亩余，小者仅一二
平方米。在三维窨上展开，高低错落，层层相连，就是如今游客看见的
钙华梯池了。

如今五彩池甚至被浪漫主义者称为“彩虹池”。

五彩池导游词 14

各位游客：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阿坝旅游，我是你们的导游_。

九寨沟五彩池是九寨沟湖泊中的精粹，上半部呈碧蓝色，下半部则呈橙
红色，左边呈天蓝色，右边则呈橄榄绿的了。冬季四周冰天雪地，而这
个五彩斑斓的小池子却不冻冰，甚为奇绝。

五彩池位于九寨沟的则查洼沟南段，长海的北边，以秀美多彩纯净通透
而闻名，是九寨沟最小、最艳丽的池子。在阳光的照耀下，在不同的位
置和角度，都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在中午有阳光的时候，是拍摄的最好
时间。

五彩池的水来自高处的长海，池水四季不冻，水中生长着水绵、轮藻、
小蕨等水生植物群落，还生长有芦苇、节节草、水灯芯等草本植物。这
些植物所含叶绿素深浅不同，在富含碳酸钙质的湖水里，就呈现出不同

                             11 / 13



www.SanrenWenku.com
 

的颜色，使得五彩池上半部呈碧蓝色，下半部则呈橙红色，左边呈天蓝
色，右边则呈橄榄绿色，五彩斑斓。五彩池池水清澈通透，透过水面，
能清晰的看到池底岩石的纹路，在阳光的照耀下，闪耀着五彩的光芒。

乘坐景区环保观光车可抵达长海后，下行约一公里即可到达五彩池。五
彩池是摄影爱好者的最爱，一定要在有阳光的时候，光影斑驳的样子才
最漂亮。

五彩池是九寨沟湖泊中的精粹，上半部呈碧蓝色，下半部则呈橙红色，
左边呈天蓝色，右边则呈橄榄绿的了。湖里生长着水绵、轮藻、小蕨等
水生植物群落，还生长着芦苇、节节草、水灯芯等草本植物。这些水生
群落所含叶绿素深浅不同，在富含碳酸钙质的湖水里，九寨沟五彩池能
呈现不同的颜色。同一湖泊里，有的水域蔚蓝，有的湾汊浅绿，有的水
色绛黄，有的流泉粉蓝⋯⋯变化无穷，煞是好看!冬季四周冰天雪地，而
这个五彩斑斓的小海子却不冻冰，甚为奇绝。

五彩池深藏于山路下边的深谷中。五彩池海拔2995米，是九寨沟最小的
海子，然而它的色彩绚烂，与五花海不相上下。

五彩池异常清澈，透过池水，可见到池底岩面的石纹，由于池底沉淀物
的色差以及池畔植物色彩的不同，原本湛蓝色的湖面变得五彩斑斓。据
说如果情侣能够顺着台阶下到五彩池边，默默地许个愿，再爬上189级台
阶，就一定能够相爱终生。

九寨沟和黄龙都有醉人的美酒。藏羌人民热情豪放，这种性格也浓郁地
体现在他们的饮食文化中。当地特色餐饮主要为牛羊肉，但藏族和羌族
的做法稍有不同：藏族以熏烤肉为主，辅之以青稞酒，酥油茶，酸奶等
饮品;羌族喜食酸辣口味的肉菜和动物内脏。另外当地汉族人以川菜为主
。

五彩池是九寨沟湖泊中的精粹，同一湖泊里，有的水域蔚蓝，有的湾汊
浅绿，有的水色绛黄，有的流泉粉蓝，变化无穷!冬季四周冰天雪地，而
这个五彩斑斓的小海子却不冻冰，甚为奇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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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五彩池是女神色嫫梳洗的地方，男神达戈每天都从长海为她打水过
来，天长日久，达戈的双脚在山崖上踩出了189级台阶，而色嫫脸上洗下
的胭脂也变成了这潭让人惊艳的五彩池。相爱的人们都相信，如果能够
顺着台阶下到五彩池边，默默地许个心愿，再爬上189级台阶，就一定能
够相爱终生。所以，这里也成了许多情侣们见证爱情的地方。

据说湖水色彩的起因，是由于水富含钙离子，水流缓慢，经过长年的沉
积，水中渐渐生成不同形状的沉积物质，通过湖水对太阳光的散射、反
射和吸收湖水显现出不同的颜色。太阳光或自然光是由不同波长的单色
光组合而成的复色光，在光谱中，由红光至紫光，波长逐渐减小。比如
，九寨沟的湖水呈现艳丽的蓝绿色，说明湖水中短波长的散射远大于长
波长，这就是瑞利散射效应(RAYLEIGHSCATTERING)。瑞利散射效应
在九寨沟的湖水中之所以尤为突出，主要是因为沟内植被郁闭度高、水
循环条件较畅通以及石灰华对悬移质的固定作用，从而使水中悬浮物、
有机物、浮游生物极少，湖水的洁净度和透明度极高。

本文链接：https://sanrenwenku.com/fanwen/wccdyc-doc-1794q3lk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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