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勘察加 10 日路线

【野性的呼唤·狂野冒险全体验】



行程特色：

※全程特色温泉度假酒店

※“熊湖”岸边观看熊大捕鱼身姿

※穆特诺夫火山欢迎猎奇者亲密接触

※出海巡游，海钓，品尝即食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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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沈阳-北京

沈阳乘机飞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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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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搭乘俄航，转机前往堪察加首府-【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如

遇天气晴好，当飞机进入堪察加半岛上空时，壮丽的景象即将

让你兴奋心跳。

前往“俄罗斯从这里开始”雕塑，抵达俄罗斯最东、远东极点；立

刻融入堪察加的大自然——森林、草原、河流，边走边拍。湿润

的土壤散发着城市动物久违了的泥土芬芳，聪明的乌鸦、寒露前

奔忙的蜻蜓，秋季奔流的河水，和天边泛起的金色夕阳。

晚餐前往中国特二级厨师主理的堪察加三文鱼餐晚餐后，前往

酒店，办理入住。温泉特色酒店的天然温泉水，将洗去征途疲

惫。

餐食：晚餐（中餐-堪察加三文鱼餐）

酒店：特色温泉度假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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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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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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机场(Petropavlovsk-Kamchatsky Airport)是位于俄

罗斯远东区堪察加州首府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的一座民用机场，距离市

中心约 29 公里，由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航空企业运营管理，为该市及其

周边地区提供航空服务。

该机场于 1948 年 1 月正式建立，海拔高度为 40 米(131 英尺)，共有

两条混凝土跑道，即长宽分别为 2500 米×60 米的 16R/34L 跑道和

3400 米×60 米的 16L/34R 跑道，共 34 个停机位，可以满足伊尔-96

客机或波音 747 飞机的起降要求。机场自 2012 年 4 月 1 日起开始重

建，包括跑道的延长，航站楼和停机坪的改建工程等。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机场主营国内定期的客货运输业务，同时也提供一些

国际航线，由俄罗斯国际航空、北风航空、优梯航空、雅库特航空、 VIM

航空和 S7 航空等提供航班服务，通航的国内航点有俄罗斯东部地区的主

要城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地，国际航点有曼谷、普吉岛、芽庄、大阪

和东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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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勘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 搭乘【米-8 直升机】，天气良好的情况下飞行大约 1.5 小时之后抵达“熊湖”，飞

行途中我们可以从空中远观维留琴斯基火山、穆特诺夫等火山，以及堪察加特有的

蜿蜒曲折的河道，堪察加的狂野开阔展露无遗；

• 超近距离拍摄欣赏棕熊捕食洄游的鲑鱼和熊妈妈拖家带口戏

水游泳，一定会令你终身难忘；（熊湖有专业安保人员，保证游客观熊安全）

• 如天气允许，我们将飞往速达火山口观赏世界最美火山湖；

晚餐后，返回酒店休息。

注：该行程因穿越火山区，受天气影响较大。可出现在集结点或机场长时间等候

的情况，并可随时因天气情况取消，如遇取消，

我司将合理调换游览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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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营地简餐）/晚餐（中餐）酒店：特色温泉

度假酒店

“熊湖”观熊

熊，不是一种攻击性强的动物，但是身处荒野之地的堪察加棕熊，与之

正面遭遇时无论如何不能掉以轻心。日本著名摄影师星野道夫，在阿拉

斯加多年与熊和平相处，最终却陨落于堪察加的熊爪之下。今天我们要

去的“熊湖”，这里是堪察加观熊的最佳地方，也是著名日本野外摄影

师、旅行作家星野道夫遇熊袭击不幸身亡的地方。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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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勘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乘坐改装车，前往火山脚下营地，从 30 公里外的绝佳视角，远眺女神活火山—
阿瓦琴火山，离开人类文明，踏入原始森林的一刻，白桦、白杨和密不透风的堪

察加灌木丛中，体验“熊来了”的刺激感觉。沿着干涸的河道，摆上属于自己的“玛
尼堆”。在开阔的湖床上再次远眺—阿瓦琴火山。随后抵达营地，进行过登山前

的准备后，跟随专业向导向骆驼山进发。天气晴朗时，这里有极目千里的视野，

能看到两边冒烟的火山和母亲河—阿瓦琴河，也能看到亲人的西伯利亚土拨鼠，

这里是摄影家们流连忘返的取景地。

餐食：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营地热餐）/晚餐（堪察加烤翅餐）

酒店：特色温泉度假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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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山-

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有两座肉眼就能远眺到的火山：科里亚斯克火

山和阿瓦琴火山。在这两座火山之间有个绝好的观察点，即海拔

1,130 米的威尔布柳得山，也称“骆驼山”。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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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勘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前往漂流出发点，专业向导进行安全教育，享用早已准备好的午餐，之后乘冲锋舟

顺流而下，两岸茂密的原始森林，也许会有熊探头探脑，远处掩映终年积雪的火山

挺拔而立，河岸平原上则铺天盖地开满野花。发挥你的捕鱼技巧，这里有全球唯一

没有寄生虫危害的三文鱼。如碰巧赶上三文鱼洄游高峰，壮观景象会让河水沸腾起

来。返回途中前往马里奇野温泉沐浴洗尘。

餐食：早餐（酒店早餐）/午餐（马哈鱼风味野餐）/晚餐（中餐-帝王蟹特色餐）

酒店：特色温泉度假酒店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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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斯特亚河漂流、飞钓、野温泉

马里奇温泉位于贝斯特亚河河谷，那里有许多天然温泉浴场，温泉水直

接流向在凉水小溪旁不大水池中，这里是本地人最喜闻乐见的露营地，

帅哥美女们或肉隐肉现地在营帐旁晒着太阳，或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而

你泡着温泉心中哼着歌，定会偷偷地想——不要再提什么俄罗斯大妈，

那只是羡慕嫉妒恨之下的谣传——保护好你的鼻子，你懂的。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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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勘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达琴尼温泉山谷：火山口内的活色生香乘坐专业交通工具卡玛斯运兵车前往

【穆特诺夫火山】，在堪察加上千座火山中，这座活火山拥有堪察加乃至全

世界最活跃的喷气孔带，素有“地球的风琴师”之雅称。堪察加的活火山近 30

座，并非每一座都适合户外爱好者攀登，更不用说普通游客了。穆特诺夫火

山的北坡，则完全不需要专业训练和装备，适合每一位慕名而来堪察加的火

山“猎奇者”玩耍。

穿过 2km 的泥泞路段，达琴尼温泉谷即将向你展示它的数以千计、形态各异的

喷气孔，大量火山蒸汽经由这些喷气孔，喷薄而出。局部蒸汽孔密集的地方，

你会感觉置身锅炉房，听耳畔蒸汽嘶鸣，看蒸汽缭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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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火山泥，据传有神奇的美容功效。爱美的女士会牺牲几分钟的“色
相”，迫不及待将火山泥涂抹在脸上、手臂上。

午餐过后，前往“寂静”大瀑布。穿过数百米布满熊迹的密林，即可到达这个

并不寂静的“寂静”大瀑布。寂静瀑布坐落在山谷中，面向山谷，湍流急下。

山谷中温暖潮湿，极利于浆果生长。因此，每及秋季来临浆果成熟之时，熊

们就会拖家带口来此补充维他命。

结束后，返回酒店用餐。

餐食：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营养餐盒）/晚餐（酒店俄餐）酒店：特色

温泉度假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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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琴尼温泉山谷

领略勘察加的洪荒之美，达琴尼温泉山谷分布着很多小的间歇泉，进入

山谷后明显能觉得大地变得五彩斑斓。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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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7 勘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上午自由活动时间，可以睡到自然醒或在市中心自由逛逛。午饭后，前往

码头包船出海。

除了观景，也可以体验海钓，与此同时，船上的潜水员将潜入水下，捕捞最为

新鲜的海胆、海蟹供大家享用，海胆的咸鲜，蟹的鲜甜，配上一口 vodka，绝

了！

餐食：早餐（酒店早餐）/午餐（俄式快餐）/晚餐（船上海鲜餐）酒店：特色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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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巡游+品尝海鲜

因为堪察加人重视环境的保护，阿瓦恰海湾便成了海洋动物的避风港，

船行海湾时，就会看见海狮、海豹或海狗。幸运的话，途中还能看到虎

鲸飞跳出海或浮出水面呼吸而喷出的水柱。狭窄的海湾口矗立着三兄弟

石，像卫士一样守护着富饶的阿瓦恰海湾，三兄弟是也是海鸟的天堂，

海鸥、海鹦鹉在此筑巢为家。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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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8 勘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土著民俗村+疗养温泉

餐食：早餐（酒店早餐）/午餐（土著大餐）/晚餐（俄式简餐）酒店：特色酒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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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民俗村+疗养温泉

依据堪察加土著民族生存的原始状态而建的展示基地。土著民俗村坐落

于开阔的平原，拥有绝佳的火山风景。在这里，您将领略堪察加原住民

在现代文明尚未降临堪察加半岛的岁月里的生活情境，并欣赏土著民族

的原始舞蹈，甚至可以穿着原始部落的服装，学会原始部族的一些舞蹈

动作！这里是堪察加狗拉雪橇运动的发源地，你将有机会直面雄冠全球

的英雄雪橇犬。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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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9 勘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北京

从市区出发一个半小时到达黑沙滩，去海滩的路是没有修的原始的土路，这里

的沙子比较细腻，是多年太平洋周边火山灰漂落而成，海滩长约三十公里，宽

达一百米左右的海岸，海岸边生长着一些红莓，石梅。

市区午餐之后，车停自由市场，自由购物、活动，这里有不可错过的各种美

食—三文鱼、帝王蟹、雪蟹、鱼子酱和各种风干的海鱼。

晚餐后，前往机场，转机，返回。去沈阳过堪察加的人说过：“这里仿佛有着

魔力，吸引着我再次前往。”，也许你和堪察在加不久的将来，还会有一次邂

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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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沙滩-

黑沙滩，去海滩的路是没有修的原始的土路，这里的沙子比较细腻，是

多年太平洋周边火山灰漂落而成，海滩长约三十公里，宽达一百米左右

的海岸，海岸边生长着一些红莓，石梅。

地址

-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机场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机场(Petropavlovsk-Kamchatsky Airport)是位

于俄罗斯远东区堪察加州首府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的一座民用机

场，距离市中心约 29 公里，由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航空企业运营管

理，为该市及其周边地区提供航空服务。

该机场于 1948 年 1 月正式建立，海拔高度为 40 米(131 英尺)，共有两

条混凝土跑道，即长宽分别为 2500 米×60 米的 16R/34L 跑道和 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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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60 米的 16L/34R 跑道，共 34 个停机位，可以满足伊尔-96 客

机或波音 747 飞机的起降要求。机场自 2012 年 4 月 1 日起开始重

建，包括跑道的延长，航站楼和停机坪的改建工程等。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机场主营国内定期的客货运输业务，同时也提供一

些国际航线，由俄罗斯国际航空、北风航空、优梯航空、雅库特航空、

VIM 航空和 S7 航空等提供航班服务，通航的国内航点有俄罗斯东部地

区的主要城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地，国际航点有曼谷、普吉岛、芽

庄、大阪和东京等。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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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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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0 北京-沈阳



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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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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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