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细节

线路名称：7日纵贯拉普兰极光破冰之旅

游览国家：

上下车地点：

Helsinki 赫尔辛基，上团时间：08:00， 上团地点：Helsinki中央火车站里的 Burger King

（汉堡王）门口

住宿：

导游：

行程安排：

赫尔辛基-奥卢-凯米-哈帕兰达-波的尼亚湾-库克括拉佛森-哈帕兰达-罗瓦涅米-萨利萨尔卡-希尔克内

斯-萨利萨尔卡-罗瓦涅米-拉努阿-奥卢-赫尔辛基

 第1天赫尔辛基 奥卢 凯米 哈帕兰达  

    
 行程概述   

  
早上赫尔辛基出发，乘坐极地列车前往奥卢，到达后乘坐巴士前往宏伟壮观的【凯米冰
雪城堡】参观（冰雪城堡2022.1.17开放29欧目前已闭馆，2023年预计1月中旬开放价格待
公布。开放前以SnowExperience365替代，日票成人10.00欧元/
儿童3-12岁5.00 欧元），结束后前往哈帕兰达酒店入住。

  

 上团地点   

  Helsinki 赫尔辛基，上团时间：08:00， 上团地点：Helsinki中央火车站里的 Burger
King（汉堡王）门口

  

    
    

全天  

火车车次  8:24 Helsinki – 14:24 Oulu
      

冰雪城堡

 
 

  
[冰雪城堡] 
世界上最大的冰雪城堡，首建于1996年，自此之后每年冬天 都会由来自全球的艺术家共
同打造，建筑所用冰块均来自于冰海之中，整体建筑及内饰全部由冰雪打造，置身其中
彷如戏游梦中。

 



    
    

 餐饮：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Haparanda Stadshotell,Cape East或同级酒店  
    
    

 第2天哈帕兰达 波的尼亚湾 库克括拉佛森 哈帕兰达  

    
 行程概述   

  

早餐后前往波罗的海北部海湾——波的尼亚湾乘坐【“极地探险号”
破冰船】，开启3小时叹为观止破冰体验，感受脚下冰面的颤栗，还可以换上保暖漂浮衣
（需身高125cm
以上才能漂浮），浮游冰海感受与众不同的魅力，或者尝试冰上漫步。之后前往被誉为
瑞典至美渔村之一的小镇——【库克括拉佛森（Kukkolaforsen
）】午餐及观光，结束后驱车返回哈兰帕达酒店休息。

  

    
    

全天  

破冰船需提前预定，位置有限，售完为止。
受破冰船开船时间影响，12月18日团期第二天和第三天行程将对调，第二天12月19日
游览罗瓦涅米，第三天12月20日体验破冰船。
      

极地探险号破冰船

 

 

  

[极地探险号破冰船] 
Polar Explorer Icebreaker
建造于1976年，被誉为拉普兰地区至佳破冰船之一，长78米，宽14米，现可承载199人。
Polar Explorer
破冰船在拉普兰的波蒂尼亚湾冰冻海水中提供3小时航行。在3小时内，您将成为船只巨
大的破冰能力的见证人，从引擎室进行导游游览，一直到船长驾驶室。通过音频指南应
用程序提供16种语言的语音导览，包括11分钟的破冰船电影，讲述世界各地的破冰船。
您可以在舒适的休息室中放松身心，享受温暖的果汁，或在停船期间在冰冻的海冰上漫
步。破冰船将会制造一个没有冰块的游泳池，每个游客（身高125cm
以上可漂浮）都可以穿着漂浮救生服在黑暗冰冷的海水中游泳。

 

    
    

 餐饮：早餐：酒店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Haparanda Stadshotell,Cape East或同级酒店  
    
    



 第3天哈帕兰达  罗瓦涅米  萨利萨尔卡  

    
 行程概述   

  
早上酒店出发，前往参观位于罗瓦涅米的【圣诞老人村】 (Santa Claus Village
)。您可以与圣诞老人合影，跨越北极圈，享用美食，也可以购买纪念品，邮寄明信片。
接着离开圣诞老人村，前往萨利萨尔卡，稍作休息和晚餐后，晚上将去丛林探险，一起
体验【极地雪鞋】，追寻极光的魅力，之后返回萨利色尔卡木屋入住。

  

    
    



全天  

*行程第三、四、五晚入住木屋！
木屋多为3-8人套房，套房里多个房间，一个房间一般为2人间。 
房型不像酒店那样统一，标间的数量比较有限，无法指定房型。对于不同的房型安
排希望大家能理解和配合，不过相信这晚的木屋体验会是你的难忘经历。
*可自费升级玻璃屋：北极光度假村（Northern Light Village）
【需二次确认！】
入住人数：2人（注意：升级玻璃屋后，玻璃屋和活动地之间的往返交通，需要客人
自行解决。）
冬季价格：一间玻璃屋399欧元/晚/1人，499欧元/晚/2人   时间段：[14.11–19.12] &
[08.01–04.02] & [21.02–24.03]
节假日价格：一间玻璃屋429欧元/晚/1人，569欧元/晚/2人   时间段：[20.12–07.01]
& [05.02–20.02]
 *可最多额外增加2人入住，第三/四人价格如下：
低峰价格179欧元/人/晚；4-14岁儿童 89.5欧元/人/晚
高峰价格209欧元/人/晚；4-14岁儿童 104.5欧元/人/晚
玻璃屋介绍：
玻璃屋位于天然的山丘和森林旁边，您能体验拉普兰纯净的雪景美丽，距离小镇中
心的餐厅、商店、水疗中心仅500米路程，方便您闲暇时间前往体验，所有玻璃屋内
均设有加热天窗，迷你酒吧，双人床，热水器，吹风机，独立卫浴以及无线网络连
接。
价格包含：一晚玻璃屋住宿，当晚拉普兰特色晚餐及次日早餐
价格不含：其他个人消费及以上“费用不含”中不含的费用，往来交通等
玻璃屋取消条款：
入住前大于121天取消订单，收取订单金额30%的手续费；
入住前120天内取消订单，收取订单金额50%的手续费；
入住前60天内取消订单，收取订单金额100%的手续费。
说明：可协助预订酒店提供的玻璃屋与萨利色尔卡市区之间的来往交通，成人5欧/人
/单程，儿童2.5欧/人/单程；玻璃屋与附近地点之间的来往交通，成人15欧/人/
单程，儿童7.5欧/人/单程。费用现付给酒店即可。
      

圣诞老人村

 

极地雪鞋追极光

 

北极光度假村玻璃屋 极光

 

      

北极光度假村玻璃屋 外景

 

北极光度假村玻璃屋 内景

 

 



  

[圣诞老人村] 
全世界最有名也最正宗的圣诞老人村，在圣诞老人的主办公室内，你有机会亲自告诉圣
诞老人你的愿望，还可以与他合照, 
或者拉拉他的胡子:)，并获得珍贵的录像及相片。除了圣诞老人办公室，你还可以在圣诞
邮局挑选小纪念品并为自己的好朋友和家人寄出盖有北极圈邮戳明信片。最后你还会获
得拉普兰官方认证的跨越北极圈证书，留作珍贵的纪念。
[极地雪鞋追极光] 
当山顶的天色微暗下来，星星们渐渐地从天空探出脸孔。有冒险精神的探险家们决定出
发，穿上特制的雪鞋，踏入芬兰第二大国家公园Urho Kekkonen
漆黑的森林中，奔向小镇东边的至高点寻找神秘的北极光。向导会在途中述说神秘夜空
和拉普兰的故事。在黑夜森林里，拥抱大自然，感受极地的神秘力量。请注意穿戴保暖，
注意防寒。这是一项体育活动，需要一定的耐力和适当的吸湿速干衣服，因为会大量出
汗。还需要有保暖的专业靴子，不允许穿着运动鞋参加徒步。（身高140cm
以上，2小时左右，14岁以下五折）
[北极光度假村玻璃屋 极光] 
[北极光度假村玻璃屋 外景] 
[北极光度假村玻璃屋 内景] 

 

    
    

 餐饮：早餐：酒店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萨利萨尔卡特色木屋  
    
    

 第4天萨利萨尔卡  

    
 行程概述   

  

早餐后开始参加多样的雪上活动，您将会先在教练的带领下，先感受【平坡滑雪】的乐
趣。之后参加【哈士奇拉雪橇(Husky Safari
)】，随着二哈的奔跑，奇妙的雪景迎面而来。稍作休息和晚餐后，我们将会乘坐夜晚的
【雪地摩托】，踏入漆黑的森林中寻找北极光。外籍领队和中文导游会在途中述说夜空
和星座的故事。在黑夜森林里，拥抱大自然，感受极地的力量。当晚入住萨利色尔卡特
色木屋酒店

  

    
    

全天  

      

平坡滑雪

 

哈士奇拉雪橇

 

雪地摩托追极光

  



  

[平坡滑雪] 
芬兰一项国民运动项目，非常有趣以及受欢迎。在外籍教练及中文导游的带领下，穿戴
好装备。教练会做指导示范教学，并带领大家在国家公园的专业滑雪道上练习。请注意
这是一项体育活动，需要一定的耐力和适当的吸湿速干衣服，因为会大量出汗。提供滑
雪板、滑雪靴和滑雪杖。（身高150cm以上，2小时左右，14岁以下五折）
[哈士奇拉雪橇] 
乘车前往目的地，亲自与可爱的哈士奇们来一场速度与激情并存的哈士奇拉雪橇项目。
抵达后，首先外籍教练及中文导游简要讲解哈士奇雪橇项目，随后3-4人一组体验乘坐雪
橇，由专业教练安全驾驶，预计10-15分钟左右的雪橇体验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许多因素，如雪量、哈士奇的心情、游客的体重等），往返共4-5km
。体验结束后您将和可爱的哈士奇们亲密接触，随意合影，品尝饼干和热饮。（乘坐雪
橇年龄不限，全程含讲解/乘坐/拍照/等待共1.5小时左右，14岁以下五折）
[雪地摩托追极光] 
在夜间乘坐雪地摩托穿过白雪覆盖的森林，远离居民区及光污染，沿着寂静的雪原山坡
行驶，一路追寻神秘极光。在山坡上，我们在星空下的火炉旁取暖，然后享用饼干和热
饮。两人驾驶一辆雪地摩托，每人能驾驶大约三十分钟左右。提供专业保暖装备：外套
Overalls靴子Boots手套Mittens巴拉克拉法帽Balaclava头盔Helmet。需出示驾照（原件
/复印件/照片/摩托车/
小车均可），建议有过驾驶经验的旅客参加此项目。（15岁以下或身高140cm
以下只能坐雪橇里五折，3小时左右）

 

    
    

 餐饮：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萨利萨尔卡特色木屋  
    
    

 第5天萨利萨尔卡 希尔克内斯 萨利萨尔卡  

    
 行程概述   

  
早上萨利萨尔卡出发，前往帝王蟹的捕捞胜地——希尔克内斯（Kirknes
），跟随当地渔民，乘坐雪橇出海【捕捞帝王蟹】，享用自己捕捞的新鲜帝王蟹，活动
结束后我们将返回萨利色卡尔，入住当地特色木屋酒店。

  

    
    

全天  

      

帝王蟹捕捉+帝王蟹大餐

  

  

[帝王蟹捕捉+帝王蟹大餐] 
乘坐雪地摩托雪橇前往帝王蟹捕捉地，聆听当地专业渔民讲述帝王蟹的历史，如何捕捉
帝王蟹以及希尔克内斯的文化和历史。之后开始捕捉帝王蟹，随后一起在萨米帐篷餐厅
或巴伦支野营餐厅享用捕获的新鲜帝王蟹和一杯白葡萄酒/
非酒精饮料、咖啡和茶。提供必要的装备：连身衣jumpsuit、头盔helmet、靴子boots
、连指手套mittens和巴拉克拉法帽balaclava（年龄限制4岁以上，3小时左右）

 



    
    

 餐饮：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萨利萨尔卡特色木屋  
    
    

 第6天萨利萨尔卡 罗瓦涅米 拉努阿 奥卢  

    
 行程概述   

  
早餐后途经罗瓦涅米，前往位于北方原始森林中的【拉努阿极地动物园】，开启极地动
物园畅游，这里的野生动物包括北极熊、麝香牛、北极狐、雪豹、驯鹿等共有50多个不
同的种类的动物达200多只，是了解北极动物、感受㹥野北极的好去处。游览结束后返回
奥卢，乘坐当晚的极地列车返回赫尔辛基，夜宿2人卧铺列车。

  

    
    

全天  

      

拉努阿野生动物园（Ranua Wildlife Park）

  

  

[拉努阿野生动物园（Ranua Wildlife Park）] 
在拉努阿野生动物园（Ranua Wildlife Park
）的北方原始森林中，饲养着典型的芬兰和北欧动物，有50多个不同种类，包括熊、芬
兰北极熊、猞猁、狼、狼獾、驼鹿等。唯一来自国外的移民是瑞典的极地熊。公园内参
观路线长约2.5公里，穿过各种动物的辖区，能看到许多野生动物。园内还设有
JussanPirtti餐厅、糖果商店和纪念品商店。

 

    
    

 餐饮：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极地VR列车（2人卧铺）  
    
    

 第7天奥卢 赫尔辛基  

    
 行程概述   

  清晨抵达赫尔辛基，行程结束。 VR列车车次参考：20:55 Oulu– 06:27 Helsinki   
    
    

全天  雪地活动顺序可能会有所调整，具体以实际安排为准。  



   
    
    

 餐饮：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住宿：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火车：赫尔辛基往返奥卢VR极地列车

2）巴士：极地旅游巴士

3）住宿：行程所列住宿费用

4）导游：中文导游服务

自理费用

1）因交通延阻、罢工、天气、飞机、机器故障、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不可抗力原因所导致的额外
费用

2）额外付费服务及自选活动

3）司机导游小费6€/客人/天

4）以上“费用包含”中不包含的其它项目

 

自费项目价格

3小时极地破冰船体验（Polar Explorer Icebreaker
）
含接送，热饮，水上漂浮，赠破冰证书

285,00€
4-12岁 242,00€

3小时帝王蟹捕捞+帝王蟹大餐(4岁以上)
含雪地摩托雪橇，帝王蟹捕捞及午餐，必要的保暖装
备(jumpsuit, helmet, boots, mittens and balaclava)

180,00€
4-12岁 85,00€

极地雪鞋追极光（140cm以上 2H） 50,00€
平坡滑雪含教学（150cm以上 2H） 60,00€
哈士奇拉雪橇5KM含热饮（1.5H） 110,00€
雪地摩托追极光含保暖装备（3H） 140,00€
拉努阿极地动物园 23,50€
司机及导游小费

每位客人每天规定最少给司机小费 3,00€



每位客人每天规定最少给导游小费 3,00€
以上仅为参考价，价格如有调整以当时公布为准。
自费项目请配合和服从导游的行程安排，以导游行程安排为主。

 

重要说明！
1）雪地活动不建议4岁以下婴儿参加！
2）除了雪地摩托提供保暖装备外，其他雪地活动（极地雪鞋/平坡滑雪/
哈士奇拉雪橇）请自行租赁专业的保暖装备(外套overalls, 手套mittens, 靴子boots
等，预计每样每天5-10欧元)，若未穿着足够保暖防水防寒的鞋服，我们向导为了保障您个人的生命
安全，有权在现场拒绝您参加雪地活动且不退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