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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去寻找地球中那些了不起的地方吧

。

让
我

们
切实地去感受生命的坚强。

伊豆大岛地质公园外围地图在游客接待室的二楼，可以拿到伊

豆大岛地质公园的基本资料和最

新的资料。用来确认从现在开始要

去的地方，还可以为下次再来岛时

的计划做准备。

闭馆的时间是冈田港的最后一班

船离开的时间。船的航运时间会有

所变动。

到了冈田港，
首先要停下来去转一转。 今崎

溶浆和海水撞击引起爆发性的火

山喷发后，形成了一个个小的山

头，山的下面部分被海浪不断冲击

·后，形成了笔直的山崖。山崖的中

间被夹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石块，让

我们了解到曾经发生过激烈的火

山爆发。被大海围绕着的火山岛，

火山和水的交融一直在进行者。

充满刺激性的山崖

岩石百景
激烈的火山喷发后，被喷发出来的

岩石，落在了堆满火山灰的地面，

被掩埋起来留下了痕迹，从这些凹

凸不平的形状来看，这些石头是从

距离这里500米开外的波浮港火

山喷发时候飞过来的。现在还有一

些在不断地崩落者。

象座垫一样的岩石

柿原岩石海岸
溶浆和海水碰撞引发剧烈的喷发，

爆发出多碎石形成了一些不可思

议地景象。在周围的地面可以看到

许多小的象豆子一样的火山石。由

于喷发后的火山烟尘中含有很多

水分，那些被炸出来的小碎石成为

一个核心，外面被火山灰层层包

裹，就形成了一个个圆圆的坚硬的

石头丸子。

载有火山石地
奇怪的石塔

笔岛
伊豆大岛诞生以前，数十万年前

一直在 这 里 运 动 着的旧火山的

名字。火山的运动结束以 后，岛

屿不断地被海浪冲刷，最后只留

下了溶浆流 淌下来 时凝 结 而成

的坚硬岩石。

在笔岛另外一面的山崖上可以看

到灰色的筋脉，那是火山溶浆流

入地缝时形成痕迹也叫岩脉。

火山遗留下来的

樱花树
溶浆流下来的时候，会绕过地面高

处长者植物的地方，顺着周围往下

流，大约500以前，因为这个原因

在熔浆岩里生存下来的巨大的樱

花树，成了在大海里航海时的标

志。已经超过800岁至今还在森林

中坚挺着，每年春天还绽放着引人

注目的花朵。

传说大岛樱花树
有800岁了

大岛公园和动物园
江户时代的火山大爆发，溶浆从三

原山流向大海时形成了熔岩地带，

利用这样的自然地理形态改变成

了动物园。

后面流过来的滚烫的溶浆不断地

覆盖在前面已经冷却地溶浆上，

渐渐地堆积形成了一座座岩石山。

那里就变成了原来就喜欢住在多

山地带的大角野绵羊生活乐园。

动物园的岩石也
是溶浆形成的岩石

火山喷发时，岩浆凶猛地喷发而

出，又急速地落下，堆积在火山口

周围，形成了这些小山，岩浆的颗

粒在高温中和空气接触，酸化以后

变成铁锈红色。那个时候形成的小

火山外围，长期被海浪冲刷，现在

变成了最好的海景展望台。

伸入大海的紅色小山赤秃

1338年，山坳里发生了火山喷发，

火山溶浆填满了湖泽后往下流，淹

没了元町地区的低洼的地方流向

了大海。在当时的陆地比现在要延

长一百多米，但是周围松软的土地

被海浪不断的冲击导致海岸线后

退，只留下了由坚硬的熔浆岩形成

的山崖。

天然的码头长根

1986年火山喷发后，元町地区的

地下水受火山溶浆高温的影响，变

成了温泉。

在海边温泉，可以一边泡在露天温

泉里，一边欣赏夕阳西沉时候伊豆

半岛的天空和大海被染成金红色

的美丽景象。还有中学的室外游泳

池也因为用的地下水而变成了温

泉了。

在火山古迹里放松一下还有元町的海边温泉等

不仅介绍了伊豆大岛的火山，还有

收集了日本和世界其他各种火山

的资料。还可以看到充满视觉冲击

的介绍伊豆大岛秘密和魅力的4k

电影。

【开馆时间】 9‘点到17点 全年无休  

一年有11天临时休馆时间

【入馆券】  大人500日元

　　　　  中小学生250日元

在大约两万年的时间里，不断地发生了大的火山爆发，大约一百多次的

火山喷发物不断叠加形成了年轮一样的模样。1935年，因为道路建设修

筑工事，挖掘大山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地层。火上溶浆不断地沿着原有的

起伏不平的地形降落堆积，形成了一层一层的波浪形地层。就像海岛的

履历书一样诉说着海岛火山喷发的历史故事。

收集了各种火山资料

巨大的年轮蛋糕

柔软的黑色沙滩

伊豆大岛火山博物馆去鲜花盛开的花园畅游

大岛樱花
地层大切断面

9世纪初的火山爆发形成的火山口里聚集了很多水变成了火山湖。江户

时代，元禄大地震引发的海啸使得火山口的边缘崩塌，和大海相连起来，

后来，大家把剩下的岩石砸碎搬走，1800年设立了波浮港。那些立着的

山崖把海港周围包围起来，迎来了很多渔船前来避风，形成了避风港。一

直到昭和后期还很繁荣。因为港口的平和和美景，引来了很多诗人和作

家留下了很多以大岛为题材的作品。

火山口变成了海港波浮港

沿着湖泊流下来的火山灰和火山

沙，还有被砸碎变小的溶浆堆积在

一起，形成了黑色海滨。因为黑色

容易吸收热量，在夏天光脚走在沙

滩上会被烧伤。这个海滩，每年会

有海龟爬上来产卵，因为地里温度

很高的缘故，海龟孵蛋的天数要比

南面海滩的要早。

海边沙滩

●铁炮场的岩阴遗迹●铁炮场的岩阴遗迹

●喷射海水的鼻子●喷射海水的鼻子

紫阳花
和彩虹

线

●旧的甚的丸旧址●旧的甚的丸旧址
●旧海港旅馆●旧海港旅馆

●勤劳福祉会馆●勤劳福祉会馆

●勤劳福祉会馆●勤劳福祉会馆

●第一展望台●第一展望台

●第二展望台●第二展望台

波浮港观景台●波浮港观景台●

Toshiki的扩大版地图 Kakihara海礁的扩大版地图

●
可以看见海港的山丘

●
可以看见海港的山丘 泉津的羊肠小道泉津的羊肠小道

当夕阳覆盖过来的时候
周围会被染成一片通红。

从这里看夕阳
是最好的地方

随着天气和季节的变化
可以看见不同的景色哟。

还有被熔浆流包围
着的游泳场。

如果时间充分的
话可以去下面的
海港看看。

最好是上午阳光
充足的时候去。

从这里可以清楚
地看到岩脉。

大島空港

东海岛上的华彩岛

把整个岛渲染成白色的野生的樱花
Yabu山茶花
岛上的人们都非常喜爱这些把冬天的
大岛打扮得这么漂亮的鲜花

七岛紫罗兰
看到脚下可爱的淡紫色
就是春天快来了

大岛映山红
春天来了。整座山都被温柔的
红色装扮起来

oobaegonoki
鲜花的天棚。从下往上看会更漂亮

Gaku紫阳花
Sakuyuri光滑的树叶又大又厚

海滨萱草
把大海当背景，一片片橙色的花
被海风吹的摇晃不停

蔓荆
像在海边铺了一
张大大的淡紫色的
地毯

矶菊
黄色的小花和镶着白边的
绿叶都可爱极了

在溶浆荒地还种
植着美丽优雅的
大朵鲜花

溶浆流遗迹溶浆流遗迹

伊豆大岛被指定为富士箱根伊豆国立公园，受
自然公园法保护的，在游玩的同时，也要注意
保护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在国立公园特别保护区

车辆禁止入内

厕所

加油站

神社

停车场

当日往返的温泉旅馆洗浴中心

※在国立公园特别保护区里，以下的行为是被自然公园法禁止的。

车辆的进入 岩石和动植物的采取和带离

国际最优秀的茶花园

凡例

海滨

植
物群

笔岛观景台

大
岛
一
周
的
道
路

在不断被火山喷发造成的荒地上，遭受着强烈的海风吹打也没
有倒下的坚强的各种植物，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装饰着整个海岛。

大岛一周的道路

沙漠的背面

红色断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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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hima Onsen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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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b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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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ari

Ok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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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hima Cultural
　Experience Plaza
●Oshima Cultural
　Experience Plaza

Buratto House
(Agricultural Products Farm)●●

Tsubaki-hana GardenTsubaki-hana Garden

Camellia Garden of
Tokyo Metropolitan
Oshima High School

Camellia Garden of
Tokyo Metropolitan
Oshima High School

Oshima History and
Folklore Museum

●●

Gojinka Onsen (Hot Spring)Gojinka Onsen (Hot Spring)

Tokyo Metropolitan
Oshima Island Branch Office

●Oshima Town Office●Oshima Town Office

●●

●●
Oshima Tourism

Association

Motomachi Port

Kobohama Beach

Yoshiya Sh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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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ylin

e

Motomachi

Omiya Shrine

Nomashi
Onohama
Beach

Senbazaki

Toshiki Picnic Site

●●

●●
Toshiki Camping SiteToshiki Camping Site

Oshima Kaiyo
Kokusai High School
Oshima Kaiyo
Kokusai High School

To
Habu Port

To Habu Port

Sashikiji
▲Mt.Takenohira

Kasuga
Shrine

Habu Port (Explosion Crater)

Habuhimenomikoto Shrine

●Toshiki
　Camping Site
●Toshiki
　Camping Site

▲
Mt.Shiroishi

▲
Mt.Futago

●Mt.Mihara Summit
　Pit Crater

▲Mt.Miharashinzan

▲Kengamine
　P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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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sure Eruption
Craters

Mt. Mihara
Summit Entrance

Mihara Shrine

▲
Mt.Atago

●
Cammellia Tunnel

●
Cammellia Tunnel

●
1986

Fissure Eruption
Craters Looko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