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洲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赞比亚+

博茨瓦纳 15 日路线

【拥抱原生态·非洲元素】



行程特色：

※体验最原始的非洲元素

※直面现实版荒野求生

※厄塔尔雷火山、维多利亚瀑布、

寸草不生沙地、大草原，每一程都

是风光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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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沈阳-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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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北

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中城

市的共用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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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CAO

机场代码：ZBAA；IATA 机场代码：PEK），简称“首都机场”，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是朝阳区位于顺义区的的外飞地，是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

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运输生产最繁忙的大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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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的国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共有 3 个航站楼，是中国的空

中门户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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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北京-亚的斯亚贝巴-拉利贝拉

乘坐非洲明星航空公司-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航班前往亚的斯亚

贝巴，抵达后转机飞往拉里贝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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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CAO

机场代码：ZBAA；IATA 机场代码：PEK），简称“首都机场”，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是朝阳区位于顺义区的的外飞地，是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

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运输生产最繁忙的大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共有 3 个航站楼，是中国的空

中门户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西路

博莱国际机场

Bole International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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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代码：ADD。四字代码：HAAB。所在时区：GMT +3 亚的斯亚贝巴

博莱机场位于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市的博莱地区，在

亚的斯亚贝巴市以东 18 公里（11 英里）处。其前身为海尔·塞拉西一

世国际机场，是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主要中心，开通了前往埃塞俄比

亚和整个非洲大陆的各次航班，还有前往亚洲、欧洲和北美的直达航

班。博莱机场内还有 bmi、埃及航空、阿联酋航空、荷兰皇家航空、德

国汉莎航空公司、苏丹航空和土耳其航空公司。亚的斯亚贝巴博莱机场

还是非洲地区主要的飞行员培训和飞机维护中心。

博莱国际机场是非洲东部最繁忙的机场，据 2008 年统计信息，它是非洲

地区第五繁忙的机场，仅次于坦博国际机场、开罗国际机场、开普敦国际

机场和沙姆沙伊赫国际机场。 2003 年博莱机场开通了一条新的国际航

线，这也是非洲大陆最大的航线，同时，一条新的长达 3800 米（12467

英尺）的跑道也得以竣工。

机场到市区距离:Addis Ababa 8 公里候机楼情况:1 个客运候机楼,11

个停机坪,5 个登记手续办理柜台,3 个

登机口,3 个登机栈桥, 邮局,银行,外币兑换,饮食,酒吧,贵宾休息室,

免税店,礼品店,旅行社,旅游服务台等。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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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航空为星空联盟成员。

联系方式

(011) 618 0454

地址

Addis Ababa airport, Ethiopia, PO Box 978, Addis Ababa

到达方式

出租车

主页

www.addisairport.com

拉利贝拉机场

LALIBELA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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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利贝拉机场是拉利贝拉的地区国内机场，基本只有埃塞航在运营航班。

地址

North Wello,

拉利贝拉岩石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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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利贝拉处于地势比较高的埃塞俄比亚中的拉斯塔山脉，依傍着山脉的最

高峰--4117 米的阿布那·其斯山，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以北 350 千米的地

方。这座城原名为洛罕，以后改成现名，以纪念这里神奇的岩石教堂的倡

建者--扎格王朝的国王拉力贝拉。这个王朝于 1173 年-1270 年统治埃塞

俄比亚。据说，这位国王刚诞生时，即被一群蜜蜂围住，母亲欣喜地为他

取名为拉力贝拉，意为"蜜蜂认可他的君主权力"。

地址

-



D3

DAY3 拉利贝拉-亚的斯亚贝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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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利贝拉机场

LALIBELA AIRPORT

拉利贝拉机场是拉利贝拉的地区国内机场，基本只有埃塞航在运营航班。

地址

North Wello,

博莱国际机场

Bole International Airport

三字代码：ADD。四字代码：HAAB。所在时区：GMT +3 亚的斯亚贝巴

博莱机场位于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市的博莱地区，在

亚的斯亚贝巴市以东 18 公里（11 英里）处。其前身为海尔·塞拉西一

世国际机场，是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主要中心，开通了前往埃塞俄比

亚和整个非洲大陆的各次航班，还有前往亚洲、欧洲和北美的直达航

班。博莱机场内还有 bmi、埃及航空、阿联酋航空、荷兰皇家航空、德

国汉莎航空公司、苏丹航空和土耳其航空公司。亚的斯亚贝巴博莱机场

还是非洲地区主要的飞行员培训和飞机维护中心。

博莱国际机场是非洲东部最繁忙的机场，据 2008 年统计信息，它是

非洲地区第五繁忙的机场，仅次于坦博国际机场、开罗国际机场、开

普敦国际机场和沙姆沙伊赫国际机场。 2003 年博莱机场开通了一条

新的国际航线，这也是非洲大陆最大的航线，同时，一条新的长达

3800 米（12467 英尺）的跑道也得以竣工。

机场到市区距离:Addis Ababa 8 公里候机楼情况:1 个客运候机楼,11

个停机坪,5 个登记手续办理柜台,3 个

登机口,3 个登机栈桥, 邮局,银行,外币兑换,饮食,酒吧,贵宾休息室,

免税店,礼品店,旅行社,旅游服务台等。

小贴士：

埃塞俄比亚航空为星空联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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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011) 618 0454

地址

Addis Ababa airport, Ethiopia, PO Box 978, Addis Ababa

到达方式

出租车

主页

www.addisairport.com

埃塞俄比亚国家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Ethio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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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博物馆是陈列古人类化石“露西”的地方，露西生活的年代是 320

万年之前，曾经被认为是第一个被发现的最早能够直立行走的人类,，

被称为人类的祖母。遗骸化石具有大约 40%的完整性。“露西”属于南方

古猿阿法种。

这里也是陈列两件赫赫有名的人类头骨化石：奥莫 I 号(OMO I)和奥

莫 II 号(OMO II)的地方。这是两件在解剖结构上很接近今人(现生人

类)的现代人化石，奥莫 I 号和奥莫 II 号生活在距今约 19.5 万年

前。简单地说，这是一个证明现代人在 25 万年前到 15 万年前起源

于非洲的坚实证据。

国家博物馆因这些大名鼎鼎的珍品而成为不可错过的地方，另外还可

见不同地区的服装、文物、器皿、绘画，见证埃塞的历史和文化。

小贴士：

博物馆里可以拍照，但光线较暗。

门票价格

10 比尔

开放时间

8:30 - 16:30

到达方式

打车较方便。

圣三一大教堂

Holy Trinity Cathed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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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三一大教堂是埃塞俄比亚第二重要的宗教胜地，前国王海乐瑟拉希

夫妇都安葬于此。黑色花岗岩的陵寝也是值得一看的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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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亚的斯亚贝巴-默克莱

乘机从亚的斯亚贝巴飞往默克莱，抵达后乘车前往边陲小乡镇

哈米迪拉(Hamed Ela)。这里可以算作人间炼狱般的达纳吉尔凹

地（Danakil Depression）的起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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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莱国际机场

Bole International Airport

三字代码：ADD。四字代码：HAAB。所在时区：GMT +3 亚的斯亚贝巴

博莱机场位于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市的博莱地区，在

亚的斯亚贝巴市以东 18 公里（11 英里）处。其前身为海尔·塞拉西一

世国际机场，是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主要中心，开通了前往埃塞俄比

亚和整个非洲大陆的各次航班，还有前往亚洲、欧洲和北美的直达航

班。博莱机场内还有 bmi、埃及航空、阿联酋航空、荷兰皇家航空、德

国汉莎航空公司、苏丹航空和土耳其航空公司。亚的斯亚贝巴博莱机场

还是非洲地区主要的飞行员培训和飞机维护中心。

博莱国际机场是非洲东部最繁忙的机场，据 2008 年统计信息，它是

非洲地区第五繁忙的机场，仅次于坦博国际机场、开罗国际机场、开

普敦国际机场和沙姆沙伊赫国际机场。 2003 年博莱机场开通了一条

新的国际航线，这也是非洲大陆最大的航线，同时，一条新的长达

3800 米（12467 英尺）的跑道也得以竣工。

机场到市区距离:Addis Ababa 8 公里候机楼情况:1 个客运候机楼,11

个停机坪,5 个登记手续办理柜台,3 个

登机口,3 个登机栈桥, 邮局,银行,外币兑换,饮食,酒吧,贵宾休息室,

免税店,礼品店,旅行社,旅游服务台等。

小贴士：

埃塞俄比亚航空为星空联盟成员。

联系方式

(011) 618 0454

地址

Addis Ababa airport, Ethiopia, PO Box 978, Addis Ababa

到达方式

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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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www.addisairport.com

默克莱机场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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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达纳基尔凹地

出发前往厄塔尔雷火山（Erta Ale）的营地。一路上，您将看

到不断变化的奇特景色，比如凝固的火山熔浆、岩石、沙地，

偶尔您还将看一片棕榈树成行的绿地，惊现于这片不毛之地

上。（车程约 6 小时）

从 Askoma 村庄，我们将徒步前往厄塔尔雷火山（Erta Ale），全

程大约需要走 4 个小时。通常在晚上 20:00 将到达厄塔尔雷火山

（Erta Ale）。骆驼队将帮助我们运输所有露营设备到位于火山边

缘处的营地，以及食物、睡袋、睡垫以及水。我们将在那里欣赏着

不断沸腾变幻的熔岩，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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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ta Ale 火山

Erta Ale

Erta Ale 是一座巨大而平缓的火山，可以看到壮观的熔岩湖。需要包

车在崎岖的路面上开很久，然后行走三四个小时才能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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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达纳基尔凹地

清晨，我们将在日出时分起床，沿着 200 米深 350 米宽的火

山口散步，再次感受古老火山的魅力，和凹地的奇妙景色。

返回哈米迪拉小镇(Hamed Ela)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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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篷营地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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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7 达纳基尔凹地

参观传统的采盐流程，是如何将地表的盐结晶敲开，切割成矩

形块状，然后装载到骆驼上。

参观海拔-130 米的 Dallol 硫磺湖和 Assal 盐湖，感受奇妙绚烂

的色彩变化，这也是世界上海拔极低的盐矿之一。我们将看当地的

阿法尔人赶着壮观的骆驼队伍，将开采出来的盐运输出去（。温馨

提示：七月、八月，以及九月上旬是没有骆驼运输队的。）

傍晚返回默克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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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e Afdera
Lake Afdera

呈绿色的 Afdera 没有 Lake Asale 那么咸，但却是越来越重要的商

业制盐基地，湖周围都是一块块的晒盐场，从阿尔法州南边出发的旅

行社多会将这里选为行程中的目的地之一。由于有数条热泉注入

Afdera 湖，旅行者可以尝试漂浮在这些超高盐分的温泉中。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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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8 默克莱-亚的斯亚贝巴-维多利亚瀑布城

乘机飞往津巴布韦首都维多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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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莱机场

地址

-

博莱国际机场

Bole International Airport

三字代码：ADD。四字代码：HAAB。所在时区：GMT +3 亚的斯亚贝巴

博莱机场位于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市的博莱地区，在

亚的斯亚贝巴市以东 18 公里（11 英里）处。其前身为海尔·塞拉西一

世国际机场，是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主要中心，开通了前往埃塞俄比

亚和整个非洲大陆的各次航班，还有前往亚洲、欧洲和北美的直达航

班。博莱机场内还有 bmi、埃及航空、阿联酋航空、荷兰皇家航空、德

国汉莎航空公司、苏丹航空和土耳其航空公司。亚的斯亚贝巴博莱机场

还是非洲地区主要的飞行员培训和飞机维护中心。

博莱国际机场是非洲东部最繁忙的机场，据 2008 年统计信息，它是

非洲地区第五繁忙的机场，仅次于坦博国际机场、开罗国际机场、开

普敦国际机场和沙姆沙伊赫国际机场。 2003 年博莱机场开通了一条

新的国际航线，这也是非洲大陆最大的航线，同时，一条新的长达

3800 米（12467 英尺）的跑道也得以竣工。

机场到市区距离:Addis Ababa 8 公里候机楼情况:1 个客运候机楼,11

个停机坪,5 个登记手续办理柜台,3 个

登机口,3 个登机栈桥, 邮局,银行,外币兑换,饮食,酒吧,贵宾休息室,

免税店,礼品店,旅行社,旅游服务台等。

小贴士：

埃塞俄比亚航空为星空联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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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011) 618 0454

地址

Addis Ababa airport, Ethiopia, PO Box 978, Addis Ababa

到达方式

出租车

主页

www.addisairport.com

维多利亚瀑布城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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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

赞比西河

Zambezi River

赞比西河是非洲最大的河流，流经津巴布韦，维多利亚瀑布位于赞比西

河的中游。赞比西河落日壮观瑰丽，两岸莽莽的原始景观，大象羚羊，

犀牛等野生动物出没于丛林中，河中的河马鳄鱼等水中动物，各种珍奇

飞鸟目不暇接。

小贴士：

欣赏落日最好选择天气晴朗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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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价格

游船票 30 到 50 美金不等

开放时间

每天

到达方式

在维多利亚城内可以租车，没有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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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9 维多利亚瀑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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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大瀑布

Victoria Falls

维多利亚瀑布(Victoria Falls)或称莫西奥图尼亚瀑布(Mosi-oa-

Tunya)，位于非洲赞比西河的中游，赞比亚与津巴布韦之间，是世界三

大瀑布之一。它宽约 1.7 千米，高约 128 米。

1855 年苏格兰探险家戴维·利文斯通成为首位见到维多利亚瀑布的欧洲

人，并以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为之命名。当地人则称它为莫西奥图尼亚

(Mosi-oa Tunya，托卡莱雅汤加语，意为“像雷霆般轰轰作响的烟雾”)。

维多利亚瀑布也是赞比亚的莫西奥图尼亚国家公园和津巴布韦的维多

利亚瀑布国家公园的一部分。198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维多利亚

瀑布和这两个国家公园列入世界遗产的名录。它们是南部非洲最重要

的旅游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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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瀑布大桥

Victoria Falls Bridge

维多利亚瀑布大桥横跨赞比西河，坐落于维多利亚瀑布之上，位于赞比

亚和津巴布韦的交界处，连接了赞比亚的利文斯顿和津巴布韦的维多利

亚瀑布小镇，是一个因蹦极而知名的大桥，深受世界蹦极爱好者的亲

睐。维多利亚瀑布大桥于 1904 年开始建造，1905 年建成，长 198

米，高 128 米，最大跨度 156.5 米，是连接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唯一的

铁路联络线。与其说维多利亚瀑布大桥因世界上最大的维多利亚瀑布而

知名，不如说它的闻名是因为举世闻名的蹦极者天堂。每天都会有许许

多多从全世界各地涌来尝试蹦极的青年男女，从桥面到桥下的峡谷是

110 米的蹦极，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讲解如何蹦极，但是依然让人心惊

胆战，身体就像石块一样俯冲着冲下峡谷中滔滔的江水，刺激而惊险，

让每个蹦极者切身体会自由落体的极速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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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

乘直升飞机鸟瞰维多利亚瀑布

维多利亚瀑布，世界三大瀑布之一。最佳的观赏时间是 5 月至 8 月。

这时雨季刚结束，水量充沛的赞比西河给维多利亚瀑布带来丰富水源。

瀑布溅起的巨大水雾，很远就可以看见。乘飞机去瀑布城，也可以看

到。如果想看到瀑布的全貌，乘坐直升飞机游览是最好的选择。飞行时

间 15 分钟左右。当地旅行社都可以安排。俯瞰瀑布，感觉是更加博

大，更加震撼。

小贴士：

最好带个能录像的，再带一个相机。一边拍全程录像，一边拍照。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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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0 利文斯敦马兮巴-马翁

（全天 4X4 越野车 saf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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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文斯通博物馆

利文斯通博物馆坐落在城市利文斯通的中心。该博物馆是一个庞大的考

古集合地。并且为布罗肯希尔人在中部非洲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也是史

前挖掘发现的较大的贸易市场。它还是赞比亚生物多样性的集合地，馆

内丰富的民俗藏品更是令游客叹为观止。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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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贝国家公园

Chobe National Park

Chobe 国家公园位于博茨瓦纳的西北边境， 与津巴布韦， 纳米比亚

接壤。从津巴布韦的维多利亚瀑布乘车前往，只需约 2 个小时。

Chobe 国家公园依托 Chobe 河建立，是非洲象最多的聚集地。Chobe

河边随意就能看到几十只的象群在饮水。Chobe 河中也有河马，鳄鱼

等野生动物。国家公园内唯一的营地是五星级的 Chobe Game Lodge。

通常都是将津巴布韦的维多利亚瀑布和 Chobe 国家公园结合一起游

览。Chobe 国家公园附近有 Kasane 国际机场，可以乘飞机前往首都

哈博罗内或奥卡万戈三角洲的重镇 Maun。当然也有直飞三角洲内各营

地的塞斯纳轻型飞机，供 4 - 6 人乘坐。

小贴士：

需要注意防晒。 早晚温差大，早上出门须穿羽绒服或厚抓绒衣， 中

午则 T 恤短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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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方式

从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奥卡万戈三角洲重镇 Maun 都有航班直

达。从津巴布韦的维多利亚瀑布乘车前往只需两个小时。

主页

http://chobenationalpark.co.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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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1 马翁

乔贝河（快艇游览）（快艇游览）

傍晚乘坐快艇游览乔贝河，寻找非洲五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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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贝国家公园

Chobe National Park

Chobe 国家公园位于博茨瓦纳的西北边境， 与津巴布韦， 纳米比亚

接壤。从津巴布韦的维多利亚瀑布乘车前往，只需约 2 个小时。

Chobe 国家公园依托 Chobe 河建立，是非洲象最多的聚集地。Chobe

河边随意就能看到几十只的象群在饮水。Chobe 河中也有河马，鳄鱼

等野生动物。国家公园内唯一的营地是五星级的 Chobe Game Lodge。

通常都是将津巴布韦的维多利亚瀑布和 Chobe 国家公园结合一起游

览。Chobe 国家公园附近有 Kasane 国际机场，可以乘飞机前往首都

哈博罗内或奥卡万戈三角洲的重镇 Maun。当然也有直飞三角洲内各营

地的塞斯纳轻型飞机，供 4 - 6 人乘坐。

小贴士：

需要注意防晒。 早晚温差大，早上出门须穿羽绒服或厚抓绒衣， 中

午则 T 恤短裤。

到达方式

从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奥卡万戈三角洲重镇 Maun 都有航班直

达。从津巴布韦的维多利亚瀑布乘车前往只需两个小时。

主页

http://chobenationalpark.co.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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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2 马卡迪卡迪盐沼野生动物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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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卡迪卡迪盐沼

马卡迪卡迪盐沼是世界上知名的盐碱滩之一。有源出津巴布韦西部的纳

塔河及一些小河注入，多水年份的雨季，通过博泰蒂河与达乌湖承受奥

卡万戈河来水。气候干燥，蒸发强烈，旱季全部干涸，成为一片盐滩。

富盐碱资源。周围是重要牧区。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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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3 奥卡万戈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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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卡万戈三角洲野生动物区

Okavango Delta

奥卡万戈三角洲（Okavango Delta）是世界上最好的荒野探寻目的地，

于 2014 年被联合国列为自然遗产。奥卡万戈河发源于安哥拉高原，当

河水流入博境时，河面宽达 12 公里，然后源源不断注入博卡拉哈迪沙

漠，形成巨大的三角洲。三角洲内有无数小岛，湖泊纵横、水道迂曲、

河汊密布。岸上浓荫匝地，水中芦苇随风起伏。无数鸟类和野兽在这里

繁衍生息。三角洲内一切均保持着大自然本来的面目。在这里，你能体

验到最原始的非洲的非洲元素。这里的野生动物物种丰富，有：大象，

犀牛，长劲鹿，斑马，河马，鳄鱼，红驴羚，狮子，豹子等动物。

小贴士：

奥卡万戈三角洲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观，6 月至 8 月适合划船，9 月至

10 月比较干燥，而 11 月至次年 4 月是雨季，同样也是观鸟的好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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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Okavango Delta Botswana

到达方式

可以在马翁办理预订去奥卡万戈三角洲野生动物区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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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4 哈博罗内-亚的斯亚贝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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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茨瓦纳三巨头雕像

Three giant statues of Botswana

这是博茨瓦纳的地标建筑，位于博茨瓦纳高等法院门前一个雕塑公园

广场内，三位开国领袖的雕塑。

小贴士：

这里比较庄重，尊重当地领袖。

开放时间

24 小时

地址

博茨瓦纳高等法语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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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策野生动物保护区

Khutse Game Reserve

库策野生动物保护区成立于 1971 年，“Khutse”的意思是指你可以跪下

来饮水的地方，这里是博茨瓦纳最早建立的第二个野生动物保护区。由

于库策野生动物保护区靠近博茨瓦纳的首都哈博罗内并且到达这里的交

通非常便利，因此，该保护区颇受当地居民及其他地方游客的青睐。从

哈博罗内驾车驱使 240 公里便可以到达，一路上还可以看到许多有趣

的卡拉哈里村庄，还有进入卡拉哈里沙漠的关口——莫莱波洛莱

（Molepolole）。

库策野生动物保护区邻近卡拉哈里中部野生动物保护区（Central

Kalahari Game Reserve），这两个保护区之间并没有用栅栏隔开，而是相

通的。库策野生动物保护区占地面积为 2500 平方公里，此区域内包含了

各种各样的地貌，有草原、河床、化石沙丘以及布满草地或裸露的盆地。

这里有野生动物经常聚集的风景如画的小盆地，尤其是在雨季雨量充足的

时候，经常看到的野生动物主要包括长颈鹿、大羚羊、红麋羚、南非大羚

羊、纰角羚、跳羚、狮子、美洲豹、猎豹和野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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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

塞雷茨·卡马爵士国际机场

Sir Seretse Khama International Airport

塞雷茨·卡马爵士国际机场（IATA 代码：GBE，ICAO 代码：FBSK）（英

文：Sir Seretse Khama International Airport）是博茨瓦纳共和国

首都哈博罗内的国际机场，以该国开国总统塞雷茨·卡马爵士的名字命

名。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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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莱国际机场

Bole International Airport

三字代码：ADD。四字代码：HAAB。所在时区：GMT +3 亚的斯亚贝巴

博莱机场位于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市的博莱地区，在

亚的斯亚贝巴市以东 18 公里（11 英里）处。其前身为海尔·塞拉西一

世国际机场，是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主要中心，开通了前往埃塞俄比

亚和整个非洲大陆的各次航班，还有前往亚洲、欧洲和北美的直达航

班。博莱机场内还有 bmi、埃及航空、阿联酋航空、荷兰皇家航空、德

国汉莎航空公司、苏丹航空和土耳其航空公司。亚的斯亚贝巴博莱机场

还是非洲地区主要的飞行员培训和飞机维护中心。

博莱国际机场是非洲东部最繁忙的机场，据 2008 年统计信息，它是

非洲地区第五繁忙的机场，仅次于坦博国际机场、开罗国际机场、开

普敦国际机场和沙姆沙伊赫国际机场。 2003 年博莱机场开通了一条

新的国际航线，这也是非洲大陆最大的航线，同时，一条新的长达

3800 米（12467 英尺）的跑道也得以竣工。

机场到市区距离:Addis Ababa 8 公里候机楼情况:1 个客运候机楼,11

个停机坪,5 个登记手续办理柜台,3 个

登机口,3 个登机栈桥, 邮局,银行,外币兑换,饮食,酒吧,贵宾休息室,

免税店,礼品店,旅行社,旅游服务台等。

小贴士：

埃塞俄比亚航空为星空联盟成员。

联系方式

(011) 618 0454

地址

Addis Ababa airport, Ethiopia, PO Box 978, Addis Ababa

到达方式

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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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www.addisair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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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5 亚的斯亚贝巴-北京-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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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莱国际机场

Bole International Airport

三字代码：ADD。四字代码：HAAB。所在时区：GMT +3 亚的斯亚贝巴

博莱机场位于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市的博莱地区，在

亚的斯亚贝巴市以东 18 公里（11 英里）处。其前身为海尔·塞拉西一

世国际机场，是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主要中心，开通了前往埃塞俄比

亚和整个非洲大陆的各次航班，还有前往亚洲、欧洲和北美的直达航

班。博莱机场内还有 bmi、埃及航空、阿联酋航空、荷兰皇家航空、德

国汉莎航空公司、苏丹航空和土耳其航空公司。亚的斯亚贝巴博莱机场

还是非洲地区主要的飞行员培训和飞机维护中心。

博莱国际机场是非洲东部最繁忙的机场，据 2008 年统计信息，它是

非洲地区第五繁忙的机场，仅次于坦博国际机场、开罗国际机场、开

普敦国际机场和沙姆沙伊赫国际机场。 2003 年博莱机场开通了一条

新的国际航线，这也是非洲大陆最大的航线，同时，一条新的长达

3800 米（12467 英尺）的跑道也得以竣工。

机场到市区距离:Addis Ababa 8 公里候机楼情况:1 个客运候机楼,11

个停机坪,5 个登记手续办理柜台,3 个

登机口,3 个登机栈桥, 邮局,银行,外币兑换,饮食,酒吧,贵宾休息室,

免税店,礼品店,旅行社,旅游服务台等。

小贴士：

埃塞俄比亚航空为星空联盟成员。

联系方式

(011) 618 0454

地址

Addis Ababa airport, Ethiopia, PO Box 978, Addis Ababa

到达方式

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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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www.addisairport.com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CAO

机场代码：ZBAA；IATA 机场代码：PEK），简称“首都机场”，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是朝阳区位于顺义区的的外飞地，是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

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运输生产最繁忙的大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共有 3 个航站楼，是中国的空

中门户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西路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一级干线机场，国家八大航空枢纽之一，东北

地区航空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距沈阳市中心 20

公里。同时为辽宁中部沈阳、抚顺、本溪、鞍山、铁岭、辽阳等大中城

市的共用机场。

联系方式

024 8939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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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主页

http://tx.lnairport.com/



出国行李准备表

行前事项 皮夹 
购买旅游保险  贴身腰包 

换钱、准备双币银行卡  拉杆箱 

确认护照尾页的签名  洗护用品

拔掉家用电器插头  洗发水 

锁好贵重物品  梳子 

倒掉垃圾  沐浴露 

把行程表给家人  牙膏牙刷 

妥善安置号宠物和植物  剃须刀/女性去毛刀 

结算必要的账单  脏衣服袋 

关好门窗  密封袋 

设置电子邮件自动回复  雨伞/雨衣 

文件资料 墨镜/备用眼镜 
护照及其首页复印件或电子档  充气枕/耳塞眼镜 

驾照公证及翻译件（国际驾照）  干/湿纸巾 

2 寸护照照片两张  指甲刀 

身份证  水壶 

现金/银联卡  医疗健康

信用卡  感冒药 

紧急联系信息  止泻药 

衣物箱包 维生素 
裤子  消炎药 

上衣  创可贴 

长袖衬衫  棉签 

T 恤衫  防晒霜/晒后修复 

外套  润唇膏 

休闲鞋  避孕套 

拖鞋  眼药水 

遮阳帽  其他个人特殊药品 

袜子  电子设备

内衣裤  手机 

泳装  电源转接器 

双肩背包  各类充电器 

小配包  手提电脑/平板电脑/软件 APP 



扫描查看电子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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