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船”游南极 天涯双城记
2019.1.11-1.25 全程：15天



南极
Antarctica

这里被人们称为第七大陆 , 是地球上

最后一个被发现、唯一没有土著人居

住的大陆。这里是地球上最大的以企

鹅等野生动物为中心的原始地。

在南极半岛，您可以欣赏到最极致美

丽的南极景色。在风和水的雕琢下，

每一座冰山，每一片浮冰，都有着人

类难以企及的视觉震撼。

来到世界尽头



独一无二的飞·船游南极之旅。

飞：去程搭乘您的私人专机,轻松飞跃德雷克海峡, 免除长达 2 天的

晕船苦恼，以最好的状态拥抱南极；

船：回程乘坐瓦维洛夫号邮轮穿越德雷克海峡，亲密接触闻名于世

的南极天然保护屏障德雷克海峡，让您一生一次的南极体验完整丰

富，不留遗憾；

❶飞跃南极洲，船越德雷克



❷德雷克海峡是能见到海鸟最多的地区，近距离观赏众多的南极海鸟：雪海燕、海角鹱、

巨鸌、信天翁、黑背鸥、南极燕鸥等；



天涯双城记
不同地点上下船，拒绝回头路，一次行程抵达两个世界尽头小镇

蓬塔阿雷纳斯和乌斯怀亚，尽享极南美景！

蓬塔（Punta Arenas） 南纬53°10′
蓬塔阿雷纳斯，世界上最南端的大陆城市之一，距首都圣地亚哥3090公里，

与火地岛和南极洲隔海相望。蓬塔阿雷纳斯市是麦哲伦海峡的最重要的港口

城市，也是进入南极的门户，20世纪巴拿马运河开通前曾经是沟通太平洋和

大西洋的必经之路。即使在现在，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亦使之成为赴南极科考

船队的重要补给站。

乌斯怀亚（Ushuaia）南纬54°47′
南美小城乌斯怀亚，这是一个别致、美丽的小城，依山面海而建。街边全是

在童话里才会出现的、那种属于白雪公主的可爱小木屋，屋前屋后的鲜花开

得正旺。从这里前往景色迷人、水天一色的火地岛国家公园，在世界尽头的

邮局，为你的朋友和爱人寄去一份遥远的祝福。



雪地露营
Camping

冰海皮划艇
Kayaking

雪地徒步
Hiking

冲锋艇巡游
Zodiac 

Cruising

极地摄影
Photo 

Workshop



雪地露营
Camping

由探险队员综合考虑天气、

环境等因素，决定扎营地

点。在探险队员随同下进

行，最多人数为30人/晚。

晚餐后入营、早餐前返回

邮轮。

难度指数：★

推荐指数：★ ★ ★ ★

***该项目可能受天气、浮冰等客观因素取消或改期***



综合考虑天气和环境，由探

险专家安排皮划艇划行。在

南极冰海上感受船桨划过万

年浮冰的奇妙体验。船方提

供：皮划艇、橡胶防水衣、

靴子和手套。

难度系数：★★

推荐指数：★★★★★

冰海皮划艇
Kayaking

***该项目可能受天气、浮冰等客观因素取消或改期***



冲锋艇巡游
Zodiac 
Cruising
由专业的探险专家驾驶随同，

每艘冲锋艇乘坐8-10人，无任

何条件限制，全体队员均可参

与。

体验海上Safari，

接近巨大浮冰，

近距离感受纯净和晶莹剔透的

冰蓝

难度系数：★

推荐指数：★★★★



穿上特制的登陆靴，进行南极雪

原的徒步穿越，行走在疏松的雪

面上也不担心陷进雪层，可以让

您穿行自如，想走多远，就走多

远！

每天1-2次徒步活动（早晨或下

午），由探险专家决定地点和时

间，您可自由选择强度，最长徒

步6-7小时每天。

难度指数：★

推荐指数：★ ★ ★ ★

雪地徒步
Hiking

雪地上轻松健行，

呼吸着全世界最纯净的空

气，

让南极的清纯

沁入心脾。
领队马璇
贵宾阿榕 摄于2017.1



冰泳
Swimming

不管您是冬游爱好者，或者从来都没

有冬游过，可就是在那一刻，您或许

突然产生了一个也要跳进南极刺骨冰

海的冲动，尽管您将瑟瑟发抖，但没

有人能够阻拦您。这是人生一个极其

难得的经历。您还将获得船方颁发的

冰泳证书，纪念这一难忘时刻。

通常情况下，整个航期安排1-2次冰

泳，由探险专家决定地点和时间。

难度指数：★ ★

推荐指数：★ ★ ★ ★

冰泳者：贵宾阿雲
贵宾刘先生 摄于2017.1



近距离接触极地神奇生物
我们将近距离看到小企鹅刚刚出生的萌态、海豹为争夺领地激烈搏斗、贼鸥盘旋在空中寻找偷企鹅蛋的机会、鲸鱼成群结队

地浮上海面喷出数米高的气柱。



为什么选择

瓦维洛夫号
超高的抗冰等级

高达1A的抗冰级，可以轻松破开80公分厚

的浮冰，最大程度不受南极浮冰影响，更

深入那些难以到达的神秘小岛和海湾。

超长的登陆时长

南极旅游从业者协会IAATO规定，单个登陆

点一次不能超过100人同时登陆，载客量70

人的瓦维洛夫号正是为此设计，让乘客不

必排队，尽情享受登陆的乐趣。

超多的探险队员

配备至少一名中文探险队员服务，整船14

位探险队员超豪华服务阵容，相当于每5位

贵宾就拥有1个探险队员服务。

超大的乘客空间比

空间比：邮轮吨位6230吨/乘客70人=89

（银海探索者号42，银海银云号84），数

值越大说明越宽敞，拥挤越少，越舒适！



不用担心！您可以免费租用价值

900美金的极地专业探险装备。

包括：

一件防水防风冲锋衣

一条防水背带裤

一双长筒橡胶靴

一个双筒望远镜

一根登山杖

一个防水背包

专业装备让您探索南极倍儿轻松

●
●
●

●
●

●

还在为装备太多，行李箱装不下而犯愁？



我们丰富的极地经验，为您提供

最专业、最贴心的服务！

从 2009 年开始，我们已有 8 年操作 极地旅行
经验。
我们在船上更加 细致 地安排各项活动和专业的极地讲

座。一路走来，丰富的经验、专业的团队，让我们从

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2016

20142013

20172015



船名 翻新年份 冰级 乘客数 船员数 甲板层数 吨位 航速 公共设施

瓦维洛夫号 2015 1A 70 65 6层 6230 14.5节

共6层甲板，一个主餐厅 ，
两个酒吧，健身房 ，讲座
和观景厅 ，泳池，桑拿房 ，
图书馆，医务室

海洋诺娃号 2006 1B 70 38 4层 2118 12节
共4层甲板，一个餐厅，一
个酒吧，健身房 ，观景厅 ，
图书馆，医务室

市场主流飞南极探险船对比：

一生一次的南极之行，你选对船了吗？

瓦维洛夫号优势：船更新更大、服务人员更多、冰级更强、更平
稳、更多公共设施

选择瓦维洛夫号，最大程度上不受南极多变的天气影响，更长的
活动天数，丰富的探险活动、一价全包的旅程，让您一生一次的
南极之行不留遗憾！



www.newayer.com

独家包机
charter flight

BAE-‐146飞机由英国宇航公司在英国制造（该公

司随后并入英国BAE系统公司）。 这是一款高翼飞

机，所要求的跑道非常短，因而特别适合于南极这

种类型的目的地。 这种飞机由Aerovias DAP公司

运营，该公司在巴塔哥尼亚与南极洲的运营经验已

超过二十年。

BAE—146型飞机
座驾

长度： 28.55 m 翼幅： 26.34 m

巡航速度： 750 km/h          升高限度： 9500 m

载客量：71人 发动机： 4个涡轮风扇发动机



www.newayer.com

邮轮生活
Life on Board

瓦维洛夫号（Akademik Sergey Vavilov）是一艘现

代、舒适、安全、抗冰能力极强的极地探险船。它隶

属于俄罗斯籍，建造于芬兰劳马，最初为极地科考船

只设计制造。2015年完成改装和翻修，配备两个主引

擎和双螺旋桨，在极地海域中以14.5节的速度推动船

舶前进。内部稳定装置与内嵌式压载调整系统的结合

使用，令船舶犹如泰山般稳定伫立海面。70人的载客

量可以让所有乘客同时登陆，享受更多的岸上时光。

Akademik Sergey Vavilov

座 驾

瓦维洛夫号



船长：117米

船宽：18.2米

总吨位：6230吨

船速：14.5节

建造年份：1988年

翻新年份：2015年

抗冰等级：1A

冲锋艇数量：10艘

船员：65人

旅客：70人

船舱：43间

吃水深度：6米

邮轮参数



邮轮平面图和设施

3层甲板
前台/接待处：问讯集合处
主餐厅：烹饪团队包括四位富于创造力、极力恪守品质、杰出口感与
健康膳食的主厨
小型酒吧：可在就餐时点上一杯葡萄酒庆祝一天的完美旅程

4层甲板
冲锋艇停放区：9艘冲锋艇可以充分满足乘客登陆需求，享受最大登陆
时长
甲板区：可在船头体验乘风破浪的感觉

5层甲板
泳池：没什么比挑战完冰泳后泡温泉更舒服的事了，尽情享受吧
桑拿房：坐在热气腾腾的桑拿房里，看外面的冰天雪地，感受冰与火
之歌的魅力
图书馆：在这里您可以享受阅读的乐趣
医务室：专业的国际医务人员随船

6层甲板
酒吧：提供各式精选红酒、洋酒、鸡尾酒、饮料等
健身中心：配有训练力量的器材、跑步机、椭圆机、自行车等
剧院：探险队员将在此带来丰富多样的专业讲座
舰桥：可参观舰桥，看科考船如何在极地航行



设施一：主餐厅

设施二：图书馆

设施三：演讲大厅

设施四：桑拿房

设施五：健身中心

船上
精彩活动



设施六：全景休息厅

设施七：酒吧

设施八：泳池

设施九：SPA

设施十：甲板烧烤

船上
精彩活动



位于5层甲板，房间面积30平米。起居室设施：一个长沙
发、宽大的桌面、一张大写字台、充足的储存空间、可向
前打开的窗户。独立的卧室设施：一张双人床、亚麻枕头
和夜灯。浴室同时拥有浴缸和淋雨设施。另外还配有一个
专属iPad，迷你音响，咖啡机，齐全的迷你酒吧，iPod闹
钟和椅子。

船长套房 1间

五种舱位 任您选择

位于4层和5层甲板，房间面积18-20平米。起居室设施：
一个长沙发、宽大的桌面、一张大写字台、充足的储存空
间、可向前打开的窗户。独立的卧室设施：2张单人床、亚
麻枕头和夜灯。浴室同时拥有浴缸和淋雨设施。另外还配
有一个专属iPad，迷你音响，咖啡机，齐全的迷你酒吧，
iPod闹钟。

沙克尔顿套房 4间



高级双人舱 3间

五种舱位 任您选择

位于3层甲板，房间面积16-18平米。房间设施：
2张单人床、一个舒适的沙发、一个写字台、椅
子、充足的储存空间、可打开的窗户、独立卫生
间。附加服务和设施包括：盥洗用品，吹风机，
咖啡机，亚麻床单和羽绒被，豪华棉浴袍等。

单人舱 12间
位于4层甲板，房间面积10平米。房间设施：1张
单人床、一个舒适长沙发、一个大衣柜、一个写
字台、椅子、书架以及一个可以打开的窗户。
卫生间设施是半私密的，需要和邻室分享使用。

标准双人舱 21间
位于3层，4层和5层甲板，房间面积12平米。房
间设施：2张单人床、独立卫生间、一个大衣柜、
一个写字台、椅子、书架以及一个可以打开的
窗户。



陆地上酒店安排

圣地亚哥：HOTEL SANTIAGO 
★★★★★

Hotel Santiago酒店提供带瀑布的泻湖风格

游泳池、共三层的AKO Spa以及免费停车场。

Hotel Santiago酒店的客房均拥有带现代化

装饰的典雅设计，配有液晶电视、宽敞的休

息区以及带当地制造spa设施的大理石浴室。

客房享有圣地亚哥（Santiago）、安第斯山

脉（Andes Mountains）或酒店花园的景

致。

酒店距离Manquehue Metro Station地铁

站1.7公里，距离Parque Arauco

Shopping Mall购物中心不到500米。



陆地上酒店安排

蓬塔阿雷纳斯：Hotel Cabo De Hornos ★★★★

Cabo de Hornos Hotel 酒店高雅迷人，坐落在历史名城蓬塔阿雷纳斯（Punta Arenas）

。酒店最近装修一新，设有前卫的室内设计、时尚客房、免费无线网络连接和一间高级餐厅

。

Hotel Cabo de Hornos 酒店舒适的客房采用当地丰富的木材和豪华的地毯进行装饰，并设

有私人浴室、独立浴缸和一台电视机。

客人可以在酒店的单点餐厅品尝当地的美味佳肴，或在壁炉前喝一杯当地的葡萄酒。酒店每

天提供自助早餐。

Hotel Cabo de Hornos 酒店可以远眺到麦哲伦海峡的美景，距离Presidente Carlos 

Ibáñez del Campo 国际机场仅有18.3公里。



陆地上酒店安排

布宜诺斯艾利斯： Alvear Art Hotel ★★★★★

Alvear Art Hotel酒店是The Leading Hotels of the 

World联盟的成员。设有1座室内游泳池、1个Spa和1个

享有城市全景的健身中心。酒店内设有1间餐厅和酒吧，

提供免费无线网络连接。

经过一整天的漫步城市之后，Alvear Art Hotel酒店的

客人可在桑拿浴室或蒸汽浴室放松身心。

Alvear Art Hotel酒店距离Colon Theatre剧院、方尖

碑（Obelisk）和Galerias Pacifico购物中心有500米



陆地上酒店安排

乌斯怀亚：Los Cauquenes Resort&Spa ★★★★★

Los Cauquenes Resort&Spa 酒店位于乌斯怀亚，享有比格尔海峡和山脉的美丽全景，提

供奢华的客房、私人海滩区、定制服务以及免费WiFi。

每间典雅而舒适的客房均享有全景，配有卫星电视、迷你吧、超长的床、暖气和办公桌。浴

室为私人设施。部分浴室配有spa浴缸。酒店提供连通房。

酒店的Reinamora餐厅供应各种各样的区域和美食餐点。独特的Wine Bar酒吧还提供下午

茶和晚间鸡尾酒。酒店提供设施齐全的spa、游泳池和内部/外部热水浴池。客人还可以使用

健身设施。酒店提供额外收费的按摩和美容护理服务。



Day1 1月11日 北京/上海—圣地亚哥

Day2 1月12日 圣地亚哥

Day3 1月13日 圣地亚哥-蓬塔阿雷纳斯

Day4 1月14日 蓬塔阿雷纳斯—乔治王岛智利站（登船）

Day5-D8 1月15日– 1月18日 南极半岛

D9-D10 1月19日-1月20日 穿越德雷克海峡

D11 1月21日 乌斯怀亚（离船）

D12 1月22日 乌斯怀亚-布宜诺斯艾利斯

D13-D14 1月23日-1月24日 布宜诺斯艾利斯-达拉斯（转机）—上海/
北京

D15 1月25日 上海/北京

简单行程

出发城市：北京/上海

线路时间：2019年1月11日 —1月25日

旅行天数：15天11晚

途经地：国内 —圣地亚哥—蓬塔阿雷纳斯—南

极半岛—乌斯怀亚—布宜诺斯艾利斯—国内

邮轮上船地/下船地：智利站/乌斯怀亚

船名：瓦维洛夫号(Akademik Sergey Vavilov)

***保留因日期、天气航班更改等客观因素而作调整的权利***



详细行程

Day 1   1月11日 北京/上海-达拉斯（转机）-圣地亚哥

参考航班：

AA262  1月11日 北京-达拉斯 起飞17:25 到达16:50 飞行时间13小时25分

或

AA128  1月11日 上海-达拉斯 起飞18:10 到达17:40 飞行时间13小时30分

AA945  1月11日 达拉斯-圣地亚哥 起飞20:15 到达08:39+1 飞行时间9小时28分

搭乘国际航班经美国达拉斯转机飞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请留意，您需要在抵达美

国达拉斯机场通过美国海关检查窗口，但不需要重新托运行李，随后飞往智利圣地

亚哥。

Day 2   1月12日 圣地亚哥

您将于当地时间上午抵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随后进行市区游览：参观位于市中心

的圣卢西亚山，圣地亚哥城正是以这座小山为中心发展至今；随后参观圣克里斯托

瓦尔山，在那您可以将圣地亚哥美景尽收眼底。午餐后参观总统府、圣地亚哥大教

堂、武器广场、步行街等。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并调整时差。

参考酒店： Hotel Santiago 5星或当地同级酒店



Day3   1月13日 圣地亚哥-蓬塔阿雷纳斯

参考航班：

LA293  1月13日 圣地亚哥蓬塔 起飞10:00   到达13:27      飞行时间3小时27分

抵达智利蓬塔阿雷纳斯，随后入住酒店。下午，您可以在娴静的街道漫步，感受色彩

斑斓的南美情调，享受当地特色菜肴。

参考酒店：Hotel Cabo De Hornos 4星或当地同级酒店

Day 4   1月14日 蓬塔阿雷纳斯—乔治王岛智利站（登船）

经过两个小时的飞行，穿越德雷克海峡，抵达南极的乔治王岛。踏出机舱的那刻，便

能呼吸到新鲜的南极空气。 踏上南极土地后，首先会带您探索智利弗雷站与俄罗斯

别林斯高晋站周边地区，然后您将登船开启南极探索之旅。下午将带您参观中国长城

科考站。

参考航班：船方包机，时间待定

备注：包机飞行必须基于良好的天气情况。



Day 5-8 1月15日– 1月18日 南设得兰群岛&南极半岛

您将在南设得兰群岛与南极半岛西海岸之间巡游，沿冰块覆盖的峡湾航行，穿

过壮观的冰山。在南极半岛，我们将根据天气情况安排徒步、登山、冲锋艇巡

游、皮筏艇、露营等活动。我们将拜访在高迪尔岛的前英国科考站拉可罗港，

它是一座活生的博物馆。我们也计划登陆附近的朱格拉角，探访金图企鹅及蓝

眼鸬鹚。同时我们可以试图找寻豹海豹，食蟹海豹，鲸鱼的踪迹。

时间及情况允许我们将航行于拉梅尔水道、杰拉许海峡，可前往奇幻岛和彼德

曼岛，探访阿德利企鹅跟蓝眼鸬鹚。在尼可港湾，我们可以看见巨大的冰川及

永久的海冰场。计划在尼可港湾或天堂湾附近露营。

备注：天气、风力和冰层状况将决定我们最终的行程计划和时间表，船长及探

险队员将仔细分析每日情况，弹性安排每日活动，一切登陆、巡游及船上活动

必须听从船长及探险队长安排。



Day9-10   1月19日-1月20日 穿越德雷克海峡

德雷克海峡位于南美南端与南设得兰群岛之间，是进入南极洲的必经之路，也是

世界上最宽的海峡。向北流动的寒冷南极海水和温暖的印度洋、太平洋与大西洋

海水汇集，使得大量的磷虾及微海洋生物在此生长，吸引鲸鱼和其它的动物到这

里觅食。您将有机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海鸟，并从我们的专业讲解中获得相关的知

识。您可在船上放松身心，相信您已经熟悉了邮轮的环境并沉醉于邮轮上无拘无

束的生活体验，您也可同您的家人一同感受欢乐的亲属时光。

Day 11  1月21日 乌斯怀亚（离船）

今日早晨邮轮到达乌斯怀亚，早餐后办理离船手续。今日将深入游览火地岛国家

公园，参观泛美公路的最终点，雪峰、湖泊、山脉、森林点缀其间，极地风光无

限，景色迷人，在世界尽头的邮局，为您的朋友和爱人寄去一份遥远的祝福。

参考酒店：LOS CAUQUENES HOTEL 5星或当地同级酒店



Day 12   1月22日 乌斯怀亚-布宜诺斯艾利斯

参考航班：

AR1879    1月22日 乌斯怀亚-布宜诺斯艾利斯 起飞09：00  到达12：20    飞行时间3小时20分

早餐后前往机场乘飞机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抵达后午餐，午餐后前往博卡区（La Boca）

游览，这里的房屋色彩艳丽，鲜花环绕，街道上探戈舞者肆意挥洒着激情。随后前往酒

店办理入住手续。晚上将特别安排欢迎晚宴和探戈表演，在探戈舞发源地的璀璨星空下，

一边欣赏婀娜多姿的探戈舞，一边品尝美味佳肴。

参考酒店：Alvear Art Hotel 5星或当地同级酒店

Day 13   1月23日 布宜诺斯艾利斯-达拉斯（转机）

早餐后，游览市区：玫瑰宫、贵族公墓、贝隆夫人墓及纪念碑；前往EI Ateneo书店，剧

院于1919年改建而成，在书店四楼静坐阅读书籍的同时可俯瞰整个图书卖场。

下午前往机场，乘坐国际航班经达拉斯转机返回国内。

参考航班：

AA996  1月23日 布宜诺斯艾利斯达拉斯 起飞20：00  到达05:05+1   飞行时间11小时5分

AA127  1月24日 达拉斯-上海 起飞10:35   到达16:10+1     飞行时间15小时35分

或回北京

AA263  1月24日 达拉斯-北京 起飞10:35   到达14:55+1 飞行时间14小时20分

Day 14  1月24日 达拉斯（转机）-上海/北京

转机中

Day 15   1月25日 上海/北京

您的航班将于1月25日下午抵达国内。

欢迎您回家！船客邮轮期待下次与您同行！



报价不含:
1.护照费用；

2.国际段机票商务舱差价，因出发城市不同，

以航空公司出票时价格为准；

3.全程酒店单房差费用；

4.船方公司可提供皮划艇巡游自费项目（参考

标准：皮划艇795美金/人，该项目可能受天气、

浮冰等客观因素取消或改期）；

5.司机导游加班费用；

6.个人消费及费用；

7.国际航班转机、候机时用餐等支出；

8. 公证认证费用；

9. 行程未列明项目。

旅行赠送：
1.每人每天不限量矿泉水；

2.每人一个全球通用转换插座；

3.每人一条行李带；

4.每人一个行李牌；

5.每人一本旅行出行手册。

报价所含:
1.上海/北京-圣地亚哥、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海/北京国际

大段机票（经济舱）及税费；

2.圣地亚哥-蓬塔阿雷纳斯、乌斯怀亚-布宜诺斯艾利斯经

济舱及税费；

3.蓬塔阿雷纳斯—乔治王岛智利站单程包机费用；

4.瓦维洛夫号探险邮轮航行8天7晚费用（除了单人舱，其

他舱型均为2人住一间）；

5.圣地亚哥1晚五星级酒店住宿，蓬塔阿雷纳斯1晚四星级

酒店住宿，乌斯怀亚1晚五星级酒店住宿，布宜诺斯艾利

斯1晚五星级酒店住宿（均为 2人住一间）；

6.智利和阿根廷签证费用；

7.美亚保险全球完美计划；

8.行程中标示的交通、观光、门票、餐食费用；

9. 冲锋舟巡游费用、登陆活动费用、特制探险防水靴租

用费用、船上聘请的专家学者的专题讲座费用，政府税，

码头税；

10.行程所列全部早，午，晚餐费用；

11.全程优秀中文陪同，专业司机和优秀导游服务；

12.司机导游小费。

飞·船游南极 天涯双城记

启程日期：2019年1月11日-1月25日 共15日

所乘邮轮：瓦维洛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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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报价

舱 位 价 格
标准双人舱 119900元 /人

高级双人舱 129900元 /人

单人舱 149900元 /人

沙克尔顿套房 169900元 /人

船长套房 189900元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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