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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ур 

7 天/6 晚 

堪察加地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哈拉克特海滩–  Paratunka 农村（“白令基亚 ” 的

狗场。）– «Pimchakh»民族村庄 – 马尔基( Malkinskiy) 温泉– 阿帕奇

(Apachinskiy)温泉–阿瓦钦斯基山口–双峰骆驼山岩-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堪察加 

第一天 

 

 

行程规划里均为莫斯科时间！ 

-公司代表在埃利佐沃机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接机。 

13.30 大概集合后乘大巴去酒店。办理入住。Т 其他时间到达的游客可以打车去酒

店，自行办理入住。 

15。00 游览开始 

14.00 酒店大厅集合. 在咖啡馆午餐 

15.00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区游览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是远东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成立于 1740 年。 这次旅行向我们的

客人介绍了文化生活和历史过去。 您将看到圣彼得号和圣保罗号纪念碑. 

沿着有名皮帕大道 散步，其以火山学研究所的第一任院长鲍里斯·伊万诺维奇·皮普

（Boris Ivanovich Piip）的名字命名, 也参观以赋予生命三位一体的名义大教堂，在

它的底部放了一个钢壳与维尔纳圣烈士的遗物。.在 Komsomolskaya 广场上，您可以

看到 T-35 战车，该战车是为了纪念 1941-1945 年伟大卫国战争中苏联人民胜利 30 周

年而安装. 您还可以在观景台上欣赏阿瓦查湾的壮丽景色, 是世界第二大海湾，仅次于

澳大利亚杰克逊港海湾。阿瓦查湾被火山和丘陵所环绕，保护其免受海啸袭击。 一千

只鸟也住在这里。 她非常漂亮，不会让任何人冷漠。游览之后，我们将参观商店和著

名的鱼市场，以最实惠的价格购买最新鲜的海鲜佳肴-鱿鱼，堪察加半岛螃蟹和红鱼子

酱。 

17:00-19:00  自由活动。在公园散步。 

19.00 返回酒店. 晚餐. 休息 

第二天 

 

09.00 早餐 

10:00 城市中心徒步之旅 从荣耀纪念碑开始，到 1854 年 8 月盎格鲁-法国中队的进攻

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国防英雄们. 然后，游客在 Nikolskaya 山上的公园中漫步，

前往英国探险家 Charles Clark 的纪念碑。在俄罗斯，这是唯一纪念詹姆斯 ·库克

（James Cook）带领的第三次环球探险的纪念碑。此外，游客还将看到“千岛登陆”的

纪念碑。 它专门对日本采陆战队采取行动。还有参观为让·弗朗索瓦·拉佩鲁斯（Jean-

Francois Laperouse）建造的纪念碑，以纪念拉佩鲁斯（Laperouse）的世界探险

队，他于 1787 年访问了这座城市。游览以步行到剧院广场结束，在剧院广场附近，

游客将看到城市行政大楼，并游览世界著名航海家维特斯·白令（Vitus Bering）的纪

念碑。作为游览的一部分，游客还将参观当地传说博物馆. 他们直到二十世纪初才能

了解该半岛的古代历史，其自然财富，堪察加半岛的殖民历史，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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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察加市的历史。自费用（无含）：参观文化和教育中心“火山”，这是一个现代化的

多媒体空间，您可以进入火山世界，您会观察火山的诞生，熔岩流，矿物的形成，并

熟悉火山学家的工作。 

15:00 午餐 

16:00 出发前往哈拉克特海滩. 该海滩位于堪察加半岛的东海岸，距彼得罗巴甫洛夫斯

克-堪察加大街不远。海滩的一大特色是黑色火山砂。它富含铁，钒，钛等贵重金

属。. 靠近这个海滩时，您闻到咸味，甚至风也有不同的味道. 渐渐地，白桦林渐渐退

去，山丘渐渐淡去，稀疏平原被它们所取代. 已经有沙子. 它使您充满喜悦。 

19:00 回返酒店 ， 晚饭，休息  

第三天 

 

09:00 早餐. 退房 

10:00 出发前往 Paratunka 村。(1 个小时, 56 公里).参观“白令基亚 ” 的狗场。与狗

的相识将从在科里亚克国家住宅-帐幕中开会开始。这个帐幕是一种家庭博物馆，在这

里收集独特的展品。这些不仅是堪察加土著人民的生活用品和日常生活，而且还与在

俄罗斯和世界闻名的白令犬雪橇赛有关。宾客将被告知堪察加雪橇犬繁殖的历史，以

及独特的 Beringia 种族，该种族三度打破了吉尼斯纪录。我们通过介绍参加最长和最

极端的狗拉雪橇比赛白令的著名狗继续我们的旅程。狗窝里有 130 只狗，每只狗都有

自己的故事. 您将结识世界上最长拉雪橇比赛的狗。 他们打破了所有记录。这些惊人

的动物沿着白雪皑皑的苔原覆盖了 2100 多公里。狗场的所有者-Andrei 和 Anastasia 

Semashkin-是白令赛的多名参与者。安德鲁 –他是这场极限马拉松的四次冠军和多个

获胜者, 阿纳斯塔西娅– 是 赶狗拉的雪橇唯一的女人. 她 也是这场比赛的得胜者.您会

看到西伯利亚雪橇犬，阿拉斯加雪橇犬，萨摩耶犬，雪橇混血儿等狗种。所有北部的

狗都是以人为本的，可以与它们拥抱并拍照 

午饭 

15:00 往   «Flamingo»度假村去 

在温泉里游泳. 晚餐. 休息 

第四天 

 

09:00 早餐 

10:00 游览民族村庄“ Pimchakh”。(20 公里, 40 公里) 

“ Pimchakh”（翻译为意大利语言-“ 小火”）—这是据科学家称，伊捷尔缅族是半岛上

最古老的族裔，因为他们定居堪察加半岛已有 1.5 万多年伊捷尔缅族村庄的名称，它

以堪察加土著居民最古老的住区的形象和相似之处建造-伊捷尔缅族所有建筑均根据俄

罗斯民族志和旅行者叫  斯蒂芬·彼得罗维奇·克拉申尼科夫（Stepan Petrovich 

Krashennikov）的描述精心制作。该村庄位于 «尖山»脚下的森林中. 从顶部可以清楚

地看到太平洋，边区中心和叶利佐沃以及阿瓦钦斯基湾。通往山丘的路径经过两个美

丽的瀑布。 直到夏末，海拔 500 公尺 以上的雪域都不会在 «尖山» 的腐烂中融化。 

这座山对所有伊捷尔缅族来说都是神圣的, 攀登它将净化并复兴灵魂。该村是一个露

天博物馆。它建于 2002 年，但牺牲了伊捷尔缅族社区，该社区保留了堪察加土著人

民的文化和民族传统。一定会给游客提供传统美食的美味佳肴，他们将谈论其房屋的

生活和结构，还将向他们介绍各种传统的伊捷尔缅族建筑和其中的日常用品。宾客会

被民族舞蹈和歌曲所吸引。 所有神秘和神秘主义者的恋人一定会对萨满祭司的古老仪



式感兴趣. 在村子里，您可以购买大量的手工纪念品。此外，游客将有机会参加蘑菇

和浆果的收集。确保去钓鱼并品尝真正的伊捷尔缅族耳朵。Обед.  

往   «Flamingo»度假村去 ( 40 分钟, 20 公里) 

沐浴在温泉中。 晚饭 休息吧 

自理付费…… 

 

火山和间歇泉直升机游览。著名的间歇泉谷是世界上最大的间歇泉领域之一。它位于

克罗诺茨基保护区的 «间歇喷泉河»的深峡谷中。就美丽和发出大量热水和蒸汽的来源

而言，它是不平等的。堪察加半岛的间歇泉山谷也很独特：其数百平方米的沸腾泉，

泥浆锅炉和间歇泉集中在 4 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山谷中总共有大约 20 个大型间歇

泉。在途中，游客将绕着两个活跃的火山飞行：半岛上最活跃的火山 Karymsky 和火

山口中的 Maly Semyanchyk，您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奇迹-令人惊叹的绿松石酸湖，

其水域充满了氯化物，氟化物和硫酸盐。也参观乌宗火山。它是跟间歇泉谷的明珠是

克罗诺夫斯基保护区的明珠一样.  乌宗火山破火山口- 它是一个古老的火山壁坍塌而

形成的巨大空洞，海拔约 700 米。这与火山和野生动植物的惊人共生无异。旅游结束

后，游客将可以欣赏纳雷乔沃自然公园的美景，并在温泉中游泳，其温度达到 40-

45°。纳雷乔沃温泉有浅水池，更衣室和木制人行道。 

第五天 

 

早餐。 退房。 

往 Apacha 农村出发.  有关火山山脊的信息。 

查阅马尔基( Malkinskiy) 温泉资源. 温泉位于河流舒适的绿色山谷中，四周被白桦林

覆盖的群山环绕。在这里，在一个小型热力站点上，温度高达 80°C 的温泉直接从沙

子中流出来，并与河流的冷水混合，形成了几个天然温泉. 在马尔基温泉游泳不仅令

人愉快，而且很有用. 在成分上，硅质碱 和 碳酸盐硫酸盐的水。水源对肌肉骨骼系统

疾病，周围神经系统病变，骨软骨病，妇科疾病，耳鼻喉科医生器官疾病和皮肤疾病

具有治愈作用。每些温泉每个有不同的成分和温度. 马尔基（Malkinsky 工厂位于温泉

附近，在那里被碳酸矿泉水生产和装瓶。在生产过程中，该植物使用的矿泉水来源，

其化学成分接近著名的高加索水域。度假者可以直接从工厂所在地的管道中抽出矿泉

水。矿泉水直接从深层来源来。它已经富含二氧化碳，并且对堪察加半岛的游客也有

很大的需求。它味道很极佳 - 既不苦也不盐。它包含 20 多种重要的微量元素和矿物

质。 

在度假村住宿. 午餐 

堪察加半岛美丽的角落之一是阿帕奇(Apachinskiy)温泉。这些温泉被俄罗斯哥萨克

人发现的，他是第一个了解这种水的治疗功效的人。温泉的水在打架后治愈了伤口，

在安静的时间里，您可以享受热水。后来，北方的土著人民了解了温泉的特色，并不

再担心森林和山谷中的蒸汽。当前，水的治疗特性用于治疗关节，骨骼，肌肉，神经

系统，血管（静脉炎，血栓性静脉炎），妇科疾病和慢性中毒。您有在以温泉为主题

的生态风格休闲中心放松身心机会，钓鱼，尝试美味的耳朵，并放松身心。 

晚餐， 休息。 



第六天 

 

08:00 早餐  

09:00 游览叫 «阿瓦钦斯基山口 和 双峰骆驼山岩» 

 

这次旅行对任何身体健康的游客适合。 旅程中，团队由经验丰富的指导老师陪同。 

 

前往阿瓦钦斯基火山脚出发(3 个小时, 160 公里). 火山是堪察加半岛的名片，也是半

岛上最活跃的巨人之一。尽管其工作节奏是可变的，但活动却不断地表现出来。斜坡

上覆盖着白桦林和雪松矮树林，而靠近山顶的是雪原和冰川。连同其他火山阿瓦钦斯

基-科里亚克火山群，即 Koryaksky，Kozelsky，Aag 和 Arik，一起位于在受保护的自

然公园“ Nalychevo”，其自然多样性和美丽令人印象深刻。奇妙的动植物，湍急的河

流，清澈见底的湖泊，温泉和矿物温泉，冰川-所有这些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氛围，吸引

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阿瓦钦斯基火山和科里亚克斯基火山之间的地峡称为阿瓦钦

斯基山口。它是堪察加半岛参观人数最多的地方之一。这条路线沿着苏霍伊河穿过森

林带，并平稳上升到海拔 900 米的火山脚下的高原。阿瓦钦斯基山口饰有风景如画的

自然纪念物-骆驼的挤压物（另一个名称为“双峰骆驼山岩”）。这座山的两个山峰都是

岩石，岩石碎片覆盖了基部，典型的亚高山植物在它们形成的卵石上生长。 这座山的

基础是科里亚克斯基火山的古老熔岩的厚度。有人说假定断层是由于科里亚克斯基火

山的挤压活动而形成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骆驼（双峰骆驼山岩）由于阿瓦钦斯基火

山强烈喷发期间升起的。挤压高度约为 200 米。从岩石山峰上可以欣赏  到

Avachinsky，Koryaksky 和 Zhupanovsky 火山的迷人景色. 您还可以观察位于阿瓦查

湾对岸的维柳钦斯基火山。双峰骆驼山岩也是黑头土拨鼠的栖息地（当地人称其为北

极地松鼠），它们很好奇，几乎驯服，经常乞求一种点心-饼干。因此，“ 北极地松鼠

随食物而来”这一表达牢固地根植于其中。 

所需设备： 

-防滑鞋底的舒适鞋子； 

-防风防水隔热服； 

-手套； 

-驱蚊剂； 

-太阳镜和乳霜； 

 

21:00  抵达度假村. 晚餐。 休息 

第七天 

 

早餐. 退房。接送机 

旅行结束 

 

 

 

 

     



包含 

• •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堪察加的酒店住

宿； 

• 在 Flamingo 度假村的住宿； 

• 在阿帕奇(Apachinskiy)温泉度假村住宿 

• 用餐 

• 交通 

• 门票 

• 导游服务 

• 保险 

自理费用 

• 参观文化和教育中心“火山”• 

• 直升机火山和间歇泉游览  

• 飞机票  

 

 

 

公司保留在不更改所提供服务全部范围的情况下更改旅行计划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