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非凡之旅——奢华身后的精彩

神秘的中东风情，沙漠里的都市传说，丰饶石油孕育出奢华之城，万贯金钱滋养起乐园之土，

奇迹与繁华并存，科技与艺术交融。

从阿布扎比市著名的海滨大道、绿洲之城艾恩，到阿

哈弗拉广袤的空域沙漠，文化、历史和探险都被浓缩

在了阿布扎比酋长国。参观建筑艺术登峰造极的谢赫

扎伊德大清真寺；在凉爽的艾恩绿洲享受闲信漫步；

了解古老的鹰猎训练术；体验刺激无比的全球最快过山车；惊叹于酋长国星罗棋布的古城堡和

历史遗迹——其中一些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为世界遗产。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迪拜满足您一切感官的要求。

阿联酋奢豪私享六天



WHY CUSTOMIZED 选择定制的理由

关于食物 About Foot

亚特兰蒂斯酒店 藏红花自助

晚餐

卓美亚运河古堡 酒店

自助午餐

哈利法塔 122 层氛 围餐

厅三道式午餐

个性定制
私人定制专属行程

达人景点
推荐达人私家景点

精打细算
线上线下专人比价

贴心管家
7/24 在线旅行管家



亚特兰蒂斯酒店 藏红花自助晚餐

卓美亚运河古堡 酒店自助午餐

-

哈利法塔 122 层氛 围餐厅三道式午餐



关于住宿 Where to live

迪拜棕榈岛亚特兰蒂斯度假酒店 Atlantis The Palm, Dubai

五星级的 Atlantis 度假村位于迪拜（Dubai）的朱美拉棕榈岛（Palm Jumeirah Island），享
有阿拉伯湾（Arabian Gulf）的壮丽景致，拥有私人沙滩和水下水族馆，并可供客人免费进入
水世界冒险乐园（Aquaventure）和失落的空间水族馆（Lost Chambers Aquarium）以及与海
豚一起游泳。度假村提供覆盖各处的免费 WiFi。
*参考酒店，其他酒店具体见行程。

迪拜棕榈岛亚特兰蒂斯度假酒店

Atlantis The Palm, Dubai

度假村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好的高端精品店和商
店，可满足客人的所有度假必需品。客人可以
预订直升机机场交通服务或15分钟的直升机迪
拜观光之旅。



阿拉伯朱美拉酒店(帆船酒店）Burj Al Arab Jumeirah

阿拉伯塔朱美拉酒店 Burj Al Arab Jumeirah

帆船酒店坐落在其私人岛屿上，提供俯瞰大海的超奢华套房、9间特色餐厅以及提供全方位服
务的华丽 spa。客人可以搭乘由司机驾驶的世界上最大的劳斯莱斯（Rolls-Royce）车队之一
或使用专用直升飞机交通服务抵达度假酒店。

*参考酒店，其他酒店具体见行程

阿拉伯塔朱美拉酒店(帆船酒店）
Burj Al Arab Jumeirah

每间套房均提供可观赏阿拉伯湾（Arabian
Gulf）全景的落地窗、iPad平板电脑、免费WiFi、
21 英寸的 iMac 电脑、宽屏互动式高清电视以及
博士牌（Bose）iPhone 基座和媒体中心。



迪阿布扎比八星皇宫酒店 Emirates Palace Hotel

阿布扎比八星皇宫酒店 Emirates Palace Hotel

Emirates Palace Hotel 度假酒店位于阿拉伯湾（Arabian Gulf）的海岸，坐落在绵延 1.3 公
里的私人海滩上，俯瞰其私人天然海湾，提供银色、金色和玻璃马赛克装饰，让客人感受到阿
拉伯热情好客的历史。这家奢华的度假酒店提供最新的技术。客人可以在入住期间选择 14 个
餐饮场所，品味最佳的新老世界魅力。

*参考酒店，其他酒店具体见行程。

阿布扎比八星皇宫酒店
Emirates Palace Hotel

14 间华丽的餐厅为每位美食爱好者提供多种世
界顶级的多元化美食。Sayad 餐厅享有海湾的壮
丽美景，供应精致的海鲜菜肴。Palace’s Caviar
Bar 酒吧供应世界级香槟和鱼子酱。



玩什么 Entertainment

世界上最大的水上乐园：亚特兰蒂斯水世界冒险乐园 Aquaventure Water
Park

古典神话为乐园建筑主题，包括巨型海蛇、海神波赛顿和尼普

顿等。海蛇怪滑水道「Aquaconda」，是全世界最大的水上弹

射滑水道，外观为高纤维玻璃，且 360 度全透明，极尽全力的

刺激肾上腺素；在波赛顿神塔和尼普顿隧道，体验海神的愤怒，

伴随着激流，穿梭于高高低低的滑水道。园区设施透过水下隧

道，全部连接起来，快坐到游泳圈上，来一段奇幻漂流！更有

「失落的密室」水族馆，让你穿梭在鲨鱼和其他海洋生物之间！

除了这些惊险刺激的项目，当然少不了异国美食飨宴，园区共

有逾 15 间餐厅，让你的味蕾，享受极*致美味之旅！

法拉利主题公园 Ferrari Park

法拉利主题公园斥资 400 亿美元打造，拥有 Ferrari GT

经典的流线车侧设计、面积达到 20 万平方米的火红屋顶，屋顶上有一个全球最大、直径达 66

公尺的巨型跃马厂徽。



哈利法塔 124 层，在世界最高塔观日落

哈利法塔登上位于第 124 层楼高的景观台 At the Top，举目所见尽是超现代化的摩天大楼，

在最高楼观日落迪拜摩天新市鎮中心地标。

迪拜市中心区：City Walk、Dubai Marina 迪拜码头、疯狂扭曲的 Cayan Tower

乘越四驱车进入沙漠地带，穿梭于起伏不定的沙丘，沿途前往沙漠中央的营地。团友可以自己
尝试滑沙的乐趣，感受那份沙漠独有的浪漫气氛，及欣赏正宗的肚皮舞表演，团友亦可大显身
手，与漂亮的舞娘一起翩翩起舞，并享用一顿丰富美味的阿拉伯烧烤餐，品尝阿拉伯水烟，饮
用各种饮料（含酒精类的除外），还可以绘画阿拉伯特色的手绘）。
照片一定会赞爆朋友



项目推荐：沙漠冲沙

行程速览 全程掌控

广州星期01

星期02
广州-迪拜-阿布扎比

星期03
阿布扎比-迪拜

星期04
迪拜

星期05 迪拜

星期06
迪拜-广州

乘越四驱车进入沙漠地带，穿梭于起伏不定的沙丘，
沿途前往沙漠中央的营地。感受那份沙漠独有的浪漫
气氛，品尝阿拉伯水烟，绘画阿拉伯特色的手绘。
照片一定会赞爆朋友圈！



精彩行程 Amazing Trip

第一天 广州

参考酒店：飞机上

餐饮推荐：自理

于广州国际机场集合、搭乘豪华客机飞往迪拜。

第二天 广州迪拜-阿布扎比（车程约 2.5 小时）

参考航班：EK363 HKGDXB 0015/0515 飞行时间：约 8 小时 机型：A380

参考酒店：阿布扎比 君悦酒店 Grand Hyatt Abu Dhabi Hotel and Residences Emirates Pearl

或同级

餐饮推荐：早：飞机早餐 午：八星皇宫酒店自助午餐 晚：自理晚餐

抵达迪拜国际机场后乘车前往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途经自由区和 JEBEL ALI 港；

途径【萨迪亚特岛】（Saadiyat），车览包括由获奖建筑师设计的扎伊德国家博物馆、阿布扎比卢浮

宫。前往中东最大的清真寺-【谢赫扎耶德清真寺】，车览全球最大的室内主题公园-法拉利世界（Ferarri

World）与全中东最大的主题水世界—亚斯水世界(Yas Water)；前往阿布扎比著名的 Emirates

Palace 酋长皇宫酒店享用自助午餐，品尝饕鬄盛宴；车览全世界最倾斜的人造建筑—首都之门（Hyatt

Capital Gate）；途经最顶级蓝色旗帜级别道路—海滨大道；前往人工岛参观民族村（参观 30 分钟）；

途经以大炮、茶壶为造型的文化广场；

后送酒店入住休息。



谢赫扎耶德清真寺：清真寺耗资五十五亿美元，内部以数以万计的宝石贝壳镶嵌，具欣赏价值的是每

盏 80 万美金的斯华洛斯奇水晶吊灯，还有全世界最大的一块手工地毯，整个建筑群都用来自希腊的

汉白玉包裹着，白色典雅的外观，衬在蔚蓝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庄严肃穆。这里还是世上唯一一座允

许女性从正门进入的清真寺。

阿布扎比皇宫酒店：Emirates Palace 位于阿布扎比海滩，坐拥 85 公顷园林和 1.3 公里黄金海岸，也

是一座古典式的阿拉伯皇宫式建筑，更是世上唯一的八星级酒店。酒店最初是为海湾合作委员会首脑

来到阿布扎比参加会议而修建的，饭店目前由凯宾斯基饭店集团管理经营，酒店只对预定的贵宾开放。

第三天 阿布扎比-迪拜(车程约 2.5 小时)

参考酒店：迪拜 帆船酒店 Burj Al-Arab

餐饮安排：早：酒店早餐 午：中式午餐 晚：自理晚餐

酒店早餐后指定时间退房，乘车返回迪拜（车程约 2.5 小时）;前往紧邻帆船酒店的【朱美拉运河古镇】，

安坐阿拉伯古堡中，欣赏着身边阿拉伯城堡的大气庄严，遥望远处帆船酒店的摩登亮丽，显得别有风

情。下午指定时间送入酒店休息，更好的于七星帆船酒店享受酒店设施，您可前往 Wild Wadi 水上

公园游玩。

帆船酒店：是阿拉伯人奢侈的象征，亦是迪拜的新标志。是世界上惟一的建筑高度最高的七星级酒店

(因为饭店设备实在太过高级，远远超过五星的标准，只好破例称它做七星级)，它建在离海岸线 280

米处的人工岛 Jumeirah Beach Resort 上。帆船酒店糅合了最新的建筑及工程科技，迷人的景致及

造型，使它看上去仿佛和天空融为一体。阿拉伯塔酒店的工程花了 5 年的时间，2 年半时间在阿拉伯

http://www.51yougo.com/Html/Sight/1066.html


海填出人造岛，2 年半时间用在建筑本身，使用了 9000 吨钢铁，并把 250 根基建桩柱打在 40 米深

海下。饭店由英国设计师 W·S·Atkins 设计，外观如同一张鼓满了风的帆，一共有 56 层、321 米高。

第四天 迪拜

参考酒店：亚特兰蒂斯酒店 Atlantis The Palm

餐饮推荐：早：酒店早餐 午：中式午餐 晚：酒店自助晚餐

酒店早餐后，享受酒店豪华设施。可前往古堡运河，凭房卡免费搭乘运河叶舟，畅游卓美亚古堡运河，

欣赏美丽的阿拉伯海滨风景。于指定时间退房，前往游览朱美拉清真寺（车游），酋长皇宫（车游）；

前往【伊朗小镇】，感受阿拉伯特色的古建筑群；参观由阿式城堡改建的迪拜博物馆 ；前往 DUBAI

CREEK 乘坐阿拉伯特色水上 Taxi，欣赏迪拜金色海湾美丽风景；特别安排车览迪拜新地标“金相框”

——迪拜之框，乘坐棕榈岛观光列车，全方位观赏 Jumeirah The Palm 棕榈岛；下午送入酒店休息，

更好的于六星亚特兰蒂斯酒店享受酒店设施，于酒店内享用自助晚餐。

棕榈岛：棕榈岛是由 1 亿平方公尺沙石建成的，外型酷似棕榈树，最终将可容纳 50 间豪华酒店、2500

间沙滩住宅别墅、2400 间面海住宅大厦、游艇会、水上乐园、餐馆、大型购物中心、运动设施、水

疗设施及戏院等等。另一个「The World 世界岛」工程也已展开，计划填海建造 250 个人工岛，从

空中鸟瞰就是一个世界地图的形状。带您深入了解这项突破人类工程史的伟大计划。

棕榈岛亚特兰蒂斯酒店：棕榈岛，凝聚着人类智慧科技和无限想象，以其空前宏大的规模和巧夺天工

的设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而在棕榈岛，六星级的亚特兰蒂斯度假酒店绝对是焦点所在。奢华酒店、

滨海栖所、水上乐园、洁白海岸、一流美食、惬意水疗、精品店铺构筑起这个充满想象、乐趣、奢华

http://www.51yougo.com/Html/Sight/908.html


的炫彩世界。

第五天 迪拜

参考酒店：亚特兰蒂斯酒店 Atlantis The Palm

餐饮推荐：早：酒店早餐 午：自理 晚：酒店自助晚餐

享受一个没有 MORNING CALL 的早上,睡到自然醒来：

您可以自由享受酒店的各种豪华设施。可前往进入失落海底世界水族馆，此乃仿造传说失落海底古城

亚特兰蒂斯而建之水世界，水容量总和为六千万升，能注满 24 个标准游泳池，透过玻璃可以近距离

观赏到里面超过六万五千只各种海洋生物。也可以前往世界上最大的水上乐园—水世界冒险乐园，于

指定时间集合，乘车前往前往全世界最大的购物中心- Dubai Mall 尽情购物，外观世界第一高楼哈利

法塔；

午后，体验水上飞机，最完美的角度一勘迪拜城的全貌：北部古雅的传统老城区，南部令人咂舌的新

兴摩天大楼，西部充满着荒芜与绝望气息的沙漠，东部充满着生命力的波斯海湾。在空中观看世界最

高楼哈莱法塔，在空中俯瞰世界岛，俯瞰棕榈岛，帆船酒店，等新奇建筑。

Dubai mall：约有 50 个足球场大，拥有 100 多家食肆，1200 多家商店及世界各国之名牌店在内，,

内拥有不同口味国际化食肆, 多间名店, 团友于此自由活动, 简直眼花缭乱。凭经验，为方便团友完全

自由享受购物乐趣，逛累了，建议您找间特色餐厅，喝杯咖啡，品尝自己爱好的食品，让悠闲购物的

情境更为加分。



第六天 迪拜广州

参考酒店：温馨的家

参考航班：EK362 DXBHKG 1045/2145 飞行时间：约 7 小时 机型：A380

餐饮推荐：早：酒店早餐 午：自理 晚：自理

酒店打包早餐后乘车前往迪拜机场；

晚上平安抵广州国际机场后，结束愉快阿联酋之旅！

特别注意：以上行程时间安排可能会因天气、路况等不可抗力因素，在不影响行程和接待标准的前提下，游览
顺序可能会作出调整，敬请谅解。

您的旅行定制师 朱丽姗 0756-8892377




	世界上最大的水上乐园：亚特兰蒂斯水世界冒险乐园 Aquaventure Water P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