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联酋 6日路线

【萌娃 High 翻天】



行程特色：

※法拉利主题公园，速度与激情的

快乐体验

※无限次畅玩水族馆、水上乐园

※乐高乐园，乐高迷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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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沈阳-阿布扎比

沈阳经中转地飞往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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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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布扎比国际机场

Abu Dhabi International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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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扎比国际机场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二大机场。这个机场是阿提

哈德航空的枢纽机场。现在被 Skytrax 评为三星级机场。与迪拜国际

机场并为中东地区两大航空枢纽机场，许多往来于亚洲、欧洲及非洲

之间的航班中停于此。

联系方式

+971 2 505 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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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阿布扎比国际机场 Abu Dhabi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主页

http://www.abudhabiairport.ae/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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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阿布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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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利主题公园

Ferrari World

阿布扎比法拉利主题公园，整个建筑项目占地 20 万平方米，从空中俯

瞰，如同外星飞碟，其红色的顶棚上面印有硕大的法拉利 LOGO。 这里几

乎是整个法拉利总部——马拉内罗的再现。在场馆内，可以看到法拉利各

个时期的跑车、赛车，甚至还有 F1 车房、风洞试验室、驾驶模拟器、赛

车组装车间都有完全“复制品”。娱乐设施更是应有尽有，其中最震撼的当属

世界上最快的云霄飞车，最高时速可达 240 公里/小时。

【Formula Rossa】-世界上最快的云霄飞车，最高时速可达 240 公里

/小时。

【Speed of Magic】–将跟随一个小男孩开启一段奇妙的 4D 之旅， 穿

越一个现实中法拉利跑车从未曾驶入的梦幻般、千变万化的神奇境地。

【Made in Maranello】– 一段虚拟之旅，游客可以透过声名显赫的法

拉利马拉内罗工厂的围墙，一睹法拉利跑车的制造过程。

【V12】- 一次惊心动魄的激流勇进，体验 12 缸引擎的巨大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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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orce】-灵感直接取自法拉利 Enzo 的模拟器，将游客推向 62

米的高度、冲出屋顶后再返回地面，惊险体验令人血脉喷张。

【Scuderia Challenge】-尖端的赛车模拟器，可媲美那些法拉利车手

在训练中所使用的赛车。

【Viaggio in Italia】-一次实境的空中航行，跟随一辆法拉利赛车

鸟瞰意大利全景，城市和主要建筑物、山峦和海岸尽收眼底。

【Fiorano GT Challenge】-一个前所未有、挑战极速心跳的云霄飞

车，跟随法拉利 F430 Spider 体验在数个急转弯时上下左右的翻转以

及冲向终点的风驰电掣。

小贴士：

时间紧的同学建议先完后吃饭(可以外带)，当中的跳楼机和 A 处世界

最快过山车不适宜饭后进行，地方不大，大人小孩吃喝玩乐都有，门

票含 100 迪拉姆购物券，可以买吃的玩的或者纪念品

门票价格

成人 225 迪拉姆；1 米 3 以下 185 迪拉姆；3 岁以下免费。

开放时间

11 月至次年 3 月

游玩时长

3 小时

联系方式

+971-2-496-8000

地址

Yas Island - � �� �� � - United Arab Emirates

到达方式

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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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http://www.ferrariworldabudhabi.com/

亚斯水世界

Yas Water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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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任意时间

地址

Yas Waterworld，Abu Dha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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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阿布扎比-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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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赫扎耶德大清真寺

Sheikh Zayed Binsultan Al Nahyan Mosque

这座清真寺被誉为世界第三大规模的清真寺，可同时容纳 9000 人同

时朝拜，无论外观和内部都极为豪华，富丽堂皇，走进其中可以拍出

很多不错的大片儿哦！这是为阿联酋第一任总统 Sheikh Zayed 而兴

建的，游客和当地人一般简称其为 Grand Mosque。

小贴士：

为非穆斯林提供免费的合乎进入清真寺规定的服装，比如女性的黑袍等。

门票价格

免费

开放时间

除周五之外，对非穆斯林游客开放。

联系方式

+971 2 419 1919

地址

Airport Road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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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http://www.szgmc.ae

酋长皇宫

Emirates Palace

酒店的主体宫殿建筑群长超过 1 公里。 其主要的花园和周边设施占地

100 公顷。 酒店共有 114 个穹顶， 中心穹顶距地面高 72.6 米。 内部

用黄金、 夜明珠及水晶装饰。 宫殿有 1002 盏水晶吊灯， 最大的重 2.5

吨。 另一特色是两幅手工织就的宫殿图挂毯， 每一幅重达一公吨。

开放时间

11 月至次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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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971 2 690 9000

地址

West Corniche Road, Opp Ithihad Tower � �� �� �

到达方式

的士

主页

http://www.kempinski.com/en/abudhabi/emirates-palace/welcome

/

迪拜购物中心

Dubai Mall

迪拜最大，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购物中心，2008 年十一月开放。共有

超过 1200 间商铺，汇聚了全球著名品牌。装饰华丽，并配有室内滑

冰场和水族馆。全球最高建筑——迪拜塔的入口从商城的底楼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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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营业时间：周日至周三 10am-10pm，周四至周六 10am-午夜

联系方式

04 362 7500

地址

Financial Centre Road, Downtown Dubai - Dubai

到达方式

位于迪拜塔内

主页

http://www.thedubaimall.com/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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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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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宝莱坞主题公园

Bollywood Parks Dubai

迪拜宝莱坞主题公园，是受印度热门电影业启发的先河，其中包括拉杰

马哈尔剧院，电影院，游乐设施和模拟器，旨在提高迪拜的南亚游客数

量。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热门的好莱坞人物和宝莱坞角色，感受到真

正的浓厚的印度风情，聆听优美的印度音乐、欣赏真正的印度电影里的

情景。

地址

Dubai Park & Resorts, Sheikh Zayed Road , Near Palm Jebel

Ali� Jebel Ali - Dub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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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乐高乐园

Legoland Dubai

2016 年 10 月 31 日，在阿联酋迪拜，游客们在进入迪拜乐高乐园前

合影留念。作为全球第七家、中东地区第一家乐高乐园在阿联酋迪拜

正式开业。

小贴士：

比较适合 2-12 岁儿童，特别是低龄儿童，120 厘米限高项目仅有 1 个

门票价格

295 迪拉姆

开放时间

10:00-18:00

地址

Sheik Zayed Rd,Opp Palm Jebel Ali - Dubai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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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方式

可乘坐红线 RED LINE 至 IBN 下车，打车前往，约 60 迪拉姆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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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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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岛

The Palm Islands

棕榈岛是由三个“棕榈岛”工程，即朱美拉棕榈岛（The Palm

Jumeirah）、阿里山棕榈岛、代拉棕榈岛和世界岛等 4 个岛屿群组成。

棕榈岛是世界最具标志性住宅及旅游项目。每个岛上都有大量的别墅、

公寓发售，为整个迪拜酋长国增添了诸多供不应求的海滩。耗资 140 亿

美元打造而成的迪拜棕榈岛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规划 2012 年整个

岛屿建成后，将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岛。

小贴士：

由于棕榈岛观光轻轨与迪拜公共地铁是独立的，所以迪拜公交卡无法

乘坐棕榈岛轻轨，需单独购票。

门票价格

无需门票



D5

开放时间

棕榈岛全天开放，棕榈岛观光缆车 8:00-22:00

游玩时长

2-3 小时

地址

In Jumeirah Coastal area

到达方式

轻轨：轻轨营业时间为 8:00-22:00。轻轨共设有 3 站，每站停靠 3 分

钟供乘客上下车，高峰时期，两班次车之间的差距约 9 分钟左右。非高

峰时期，间隔为 15-20 分钟一班。单程 15 迪拉姆，往返 25 迪拉姆

打车：市内出租车的起步价是 3 迪拉姆（参考），22:00 之后到第

二天 6:00 之间起步价为 3.5 迪拉姆，1.17 迪拉姆/公里，从机场

直接打车过来需要 150 迪拉姆（参考价）。

主页

http://www.atlantisthepalm.com

亚特兮蒂斯水族馆

Atlantis O Dinning Place Fish Watching



D5

地址

棕榈岛顶端

棕榈岛亚特兮蒂斯酒店

Atlantis The Pa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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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介绍

这是一家以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古国为主题的家庭娱乐胜地，位于棕

榈岛的尽头。在此，你可以参观酒店内巨大的水族馆，在水上乐园刺

激一把，更可和短吻鳄亲密接触。白天可在沙滩享受日光浴，欣赏波

斯湾美景；傍晚漫步沙滩，可欣赏一场壮丽日落。

内部设施

乘坐棕榈岛观光缆车来到酒店，酒店大堂的正中央有八根鱼鳞柱支撑起

一片金光闪烁的穹顶，下方是由五彩玻璃烧制而成的巨大装饰树，大堂

的服务人员来自世界各地，前台也有中国人可以为你服务。走在大堂

内，可以看到内部挂着迪拜三代酋长的画像，而上方的壁画都是以海洋

为主题，美轮美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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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店福利

入住该酒店的客人，可以免费前往亚特兰蒂斯水上乐园。乐园里包括儿

童水上乐园、漂流、极速滑道和其他一些水上项目。

从大堂可直接步行至失落的空间，除了住店客人，外部客人也可以来此

参观这巨大的水族馆。参观完水族馆，你可以去外部的水上乐园尽情游

玩。漫步在园中，不用怕当地火辣辣的太阳，每隔一段路都会有很多遮

阳的景观和免费休息区。工作人员会时长往地上浇水，给赤脚漫步在园

内的游客降温。

你可以在乐园内玩丛林穿越、喂魔鬼鱼、海底潜水、和海豚游泳、照相

等活动，价格在 100-600 迪拉姆不等。当然，水上乐园不单单只有惊

险刺激的项目，还有绵延 700 米的私家海滩。白天，你可以在海中嬉

戏，亦或是在海滩上享受纯净的阳光，也可以打沙滩排球、悠闲散步。

傍晚时分，漫步海滩，还可以欣赏一场壮美日落。

亚特兰蒂斯海豚湾

如果觉得水上乐园还不够过瘾，你还可以前往酒店边上的亚特兰蒂斯

海豚湾。海豚湾有各种与海豚亲密接触的游戏，可以和海豚一起唱

歌、一起跳舞、一起游泳、一起戏水，当然还可以亲密拥抱，甚至，

海豚会给你一个亲吻。

酒店设施：

ATM(ATM):有

语言(Languages):中文,菲律宾语,俄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印度尼西

亚语,携带宠物(Pets):不允许

旅游咨询(Tour Desk):有

自助餐厅(Buffet-Style Restaurant):有

儿童加床(Extra Beds for Children):<H>允许 1 名 3 岁以下的儿

童，加 1 张婴儿床，免费。</H>

健身中心(Fitness Center):有

水上乐园(Water Park):有

唤醒(Wake-up Service ):有

浴缸(Bathtub):有

潜水(Diving):有

入住时间(Check-in):从 15:00 时

免费 WiFi(Free WiFi):有

复印传真(Fax/Photocopying):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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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游泳池(Outdoor Pool):有

夜总会(Night Club):有

新婚套房(Honeymoon Suite):有

按摩(Massage):有

吸烟区(Smoking Area):有

儿童和附加床(Children and Extra Beds):<H>允许 1 名 11 岁以下

的儿童，使用现有床铺免费。

允许 1 名年龄较大的儿童或者成人，使用现有床铺收费：每晚

AED780。 </H> <H>允许 1 名 3 岁以下的儿童，加 1 张婴儿床，免

费。</H>

允许 1 名 11 岁以下的儿童，一张加床收费：每晚 AED275。

不同类型的客房允许儿童入住和加床政策可能不同，请注意查看客房

详细信息。

所提出的任何加床或婴儿床的要求均需获得酒店的确认。附

加费用不会自动计算在总价中，您需在入住时另行支付。

房间 WiFi(收费)(WiFi (surcharge)):酒店在各处提供无线网络连

接 ，收费是每 24 小时 aed 99 。

高尔夫(Golf):有

阳台(Balcony):有

贵宾室(VIP Room Facilities):有

SPA(SPA):有

帆板(Windsurfing):有

儿童看护(Babysitting/Child Services):有

礼品店(Gift Shop):有

24 小时接待(24-Hour Front Desk):有

票务(Tickets):有

快速入住、退房(Express Check-in/Check-out):有

退房时间(Check-out):12:00 时之前

空调(Air Conditioning):有

酒吧(Bar):有

外币兑换(Currency Exchange):有

餐厅(Restaurant):有

游乐园(Playground):有

花园(Garden):有

电视(TV):有

无烟客房(Non-smoking Rooms):有

洗衣间(Laundry):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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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车(Car Rental):有

私人海滩(Private Beach):有

中文服务(Chinese (Mandarin)):有

儿童俱乐部(Kids' Club):有

客房早餐(Breakfast in the Room):有

单点餐厅(Restaurant with Dining Menu):有

会议设施(Meeting/Banquet Facilities):有

平板电视(Flat-screen TV):有

机场班车(Airport Shuttle):有

免费停车场(Free Parking):有

残疾人设施(Facilities for Disabled Guests):有

联系方式

+971 4 426 2000

地址

Crescent Rd, Dubai

卓美亚帆船酒店

Burj Al A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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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滩距离住宿有 2 分钟步行路程。 Burj Al Arab Jumeirah 度假酒

店坐落在私人岛屿上，设有俯瞰大海的超奢华套房、9 间招牌餐厅以

及提供全方位服务的 spa。客人可以搭乘世界上最大的专业船队之

一——劳斯莱斯（Rolls-Royce）公司的船队，或搭乘专用直升飞机抵

达度假酒店。度假酒店的新露台提供 2 个游泳池、32 间奢华小屋、

餐厅以及酒吧，将度假酒店改造成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度假酒店。

每间套房均提供可观赏阿拉伯湾（Arabian Gulf）全景的落地窗、4

克拉的黄金 iPad、免费 WiFi、21 英寸的 iMac 电脑、高清宽屏互动

式电视、 Bose 牌 iPhone 基座以及多媒体中心。

Sky View Bar 酒吧位于海拔 200 米，是客人享用下午茶和鸡尾酒的

理想场所。Al Muntaha 餐厅是 Burj Al Arab 度假酒店的招牌美食餐

厅，供应现代欧洲风味美食。

Talise Spa 的每一次体验均经过精心打造和自主研发，使用世界上最

奢华的产品，为客人提供终极享受。女性客人休闲区和男性客人休闲

区均设有水上休闲设施。度假酒店设有俯瞰阿拉伯湾（Arabian

Gulf）的独立室内无边泳池、热水浴池以及护理室。Spa 设有桑拿浴

室、蒸汽浴室以及小型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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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提供前往 Wild Wadi Waterpark 水上乐园、朱美拉古城（Madinat

Jumeirah）、Jumeirah Beach Hotel 酒店、哈利法塔（Burj Khalifa）/

迪拜市中心（Dubai Downtown）以及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的免费班

车服务。Burj Al Arab Jumeirah 度假酒店位于 Wild Wadi Waterpark

水上乐园的岛屿大桥对面，距离 Wild Wadi Waterpark 水上乐园仅有 5

分钟步行路程，客人可以无限次使用 Wild Wadi Waterpark 水上乐园的水

上运动设施。度假酒店距离 Souk Madinat Jumeirah 购物中心有 15

分钟步行路程。

酒店设施：

ATM(ATM):有

暖气(Heating):有

语言(Languages):俄语

携带宠物(Pets):不允许

旅游咨询(Tour Desk):有

自助餐厅(Buffet-Style Restaurant):有儿童加床(Extra Beds for

Children):<H>允许 1 名 3 岁以下的儿童，加 1 张婴儿床，免费。

</H>

健身中心(Fitness Center):有

水上乐园(Water Park):有

唤醒(Wake-up Service ):有

浴缸(Bathtub):有

BBQ(BBQ):有

潜水(Diving):有

入住时间(Check-in):从 15:00 时

免费 WiFi(Free WiFi):有

复印传真(Fax/Photocopying):有

室外游泳池(Outdoor Pool):有

按摩(Massage):有

吸烟区(Smoking Area):有

儿童和附加床(Children and Extra Beds):<H>最多可容纳 2 名 4 岁至

11 岁的儿童，使用现有床铺不收费。</H> <H>允许 1 名

3 岁以下的儿童，加 1 张婴儿床，免费。</H>

允许 1 名年龄较大的儿童或者成人，一张加床收费：每人每晚 AED1500。

不同类型的客房允许儿童入住和加床政策可能不同，请注意查看客房

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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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的任何加床或婴儿床的要求均需获得酒店的确认。附

加费用不会自动计算在总价中，您需在入住时另行支付。高

尔夫(Golf):有阳台(Balcony):有

SPA(SPA):有

帆板(Windsurfing):有

儿童看护(Babysitting/Child Services):有

礼品店(Gift Shop):有

24 小时接待(24-Hour Front Desk):有

隔音客房(Soundproof Rooms):有

室内游泳池(Indoor Pool):有

票务(Tickets):有

快速入住、退房(Express Check-in/Check-out):有

退房时间(Check-out):12:00 时之前

空调(Air Conditioning):有

酒吧(Bar):有

外币兑换(Currency Exchange):有

餐厅(Restaurant):有

游乐园(Playground):有

花园(Garden):有

电视(TV):有

按摩浴缸(Massagetub):有

无烟客房(Non-smoking Rooms):有

图书馆(Library):有

洗衣间(Laundry):有

租车(Car Rental):有

私人海滩(Private Beach):有

儿童俱乐部(Kids' Club):有

客房早餐(Breakfast in the Room):有

房间 WiFi(收费)(WiFi (surcharge)):免费

会议设施(Meeting/Banquet Facilities):有

皮划艇(Canoeing):有

机场班车(Airport Shuttle):有

免费停车场(Free Parking):有

残疾人设施(Facilities for Disabled Guests):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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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Jumeirah Beach Road, 迪拜,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PO Box 74147, 迪

拜,阿联酋 PO Box 74147, Dubai, UAE

迪拜 Abra 水上交通

Abra 中文翻译过来是木制的小船，有传统阿拉伯风格，露天设计夏天

乘坐有点晒，不过是迪拜传统文化的一次不同体验，Abra 站点不多，

只连接 Deira 和 Burj Dubai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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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迪拜-沈阳

迪拜乘机转机返回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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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国际机场

Dub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迪拜国际机场是中东地区最大的空中枢纽，同时也是阿联酋航空及其

廉航飞翔迪拜的总部。

迪拜国际机场是全球少数位于市区内的机场之一，机场附近没有高楼是为

了能见度考虑。相反迪拜的摩天高楼全部在城市边缘的 Jumeriah 区。迪

拜国际机场分为 1 号航站楼，2 号航站楼，3 号航站楼。1 号航站楼接待

除阿联酋航空公司以外的其他航空公司乘客；2 号航站楼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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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dubai 全部乘客以及部分周边国家廉价航空公司乘客；3 号航站楼

接待全部阿联酋航空公司乘客。

联系方式

+971 4 224 5555

地址

Dubai International Airport,Dubai,United Arab Emirates

主页

http://www.dubaiairports.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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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