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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企鹅 与 南极点
威驰威营地 | 南极洲



这一豪华的8晚冒险之旅带您进入南极洲的心脏地腹，先观赏帝企鹅
然后到地球的最低点-南极点！

价格：92,500美金



33o 56’ 29” S   18o 27’ 40” E

出发点
开普敦，南非

开普敦是屡获殊荣的葡萄园的家乡，有惊艳的海洋。

它经常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城市之一

在起飞前一天，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做安全简述，

我们的工作人员解释所需要的全部用具，并协助您做好出发前的最

后准备工作，更新南极的最新天气预报。



飞往南极洲狼牙峰飞行时间:

5小时

到帝企鹅栖息地飞行时间:

2.5小时

到南极点飞行时间:

7 小时

航班

地理南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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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
从南非到南极洲

我们乘湾流私人飞机，极致舒适地飞越浩瀚的南大洋。在5个小时的飞行中，翱翔越过数

千座冰山，非洲夜空变为白昼，

带我们进入24小时持续的阳光普照。



体验一个超乎你的想象的辽阔之地



在南极洲着陆后，再乘我们的DC3 Basler飞机 

送达到我们的豪华营地。

飞行时间30分钟

 

作为我们致力于保护南极洲的一部分，

对于飞机往返以及在南极洲大陆上产生的所有碳排放量， 

采用完全认可的碳中和方案抵消

湾流 G550 私人飞机 与 配备滑雪设备的DC3 Basler  飞机

点击观看湾流G550在狼牙峰蓝冰跑道着陆视频



70o 45’ 49” S   11o 36’ 59” E

威驰威营地

从DC3 Basler 飞机俯瞰威驰威营地



CLICK TO VIEW VIDEO OF CAMP

点击观看营地视频

“ 宾至如归。与白色沙漠团队的热情好客和奉献精神分不开。” 

Fitria Yusuf

http://vimeo.com/216017151
http://vimeo.com/216017151


威驰威营地绝对是独特的，是冒险之旅起始的理想大本营 

 

营地有六个设计先进的客房，有各自供暖设备， 

每套客房为两人间设计。

它们的直径刚好超过6m（20ft），内部宽敞，配有写字台， 

洗手区和卫生间。

对于单独旅行的客人，房间可以加隔档，保护隐私。

“极地设施与营地豪华舒适完美匹配。”

   Rick Garratt

带卫生间的卧室

淋浴房



Sitting Room

Reception

营地的其余部分包括共用淋浴房，厨房和三个集中在一起圆顶房组成接待室，休息

室和饭厅。

虽然圆顶房外部是由最先进的材料制成，其内部设计却具有丰富纹理给人老世界感

觉。 在这里您可以放松身心，享受我们屡获殊荣的厨师为您准备的美味佳肴，一

切变得轻松。



营地的其余部分包括共用淋浴房，厨房和三个集中在一起

圆顶房组成接待室，休息室和饭厅。

虽然圆顶房外部是由最先进的材料制成，其内部设计却具

有丰富纹理给人老世界感觉。 在这里您可以放松身心，

享受我们屡获殊荣的厨师为您准备的美味佳肴，一切变得

轻松。

Dining  Room



每日活动



每个冒险项目只有12位客人并有专业极地探险家做为你的向导， 

日程是为每位分别定制。

从轻松的徒步旅行到俯瞰冰浪的野餐，以及更激动刺激的活动， 

例如风筝滑雪和攀冰

我们的理念很简单–活动项目
随你所选。毕竟， 
这是您的冒险



点击观看冰洞

“真实的地方从不标注在地图上。”
  赫尔曼梅尔维尔《白鲸》

http://vimeo.com/216019410


乘DC3 BASLER飞机在南极洲内旅行



70o 38’ 16” S   8o 15’ 45” W

帝企鹅栖息地



在冒险的开始，我们沿着海岸

线飞行2小时到达有超过6,000

对帝企鹅及新近孵出的贝贝企

鹅的帝企鹅栖息地。由于游客

在这里鲜为罕见，贝贝企鹅们

对人类完全没有惧怕心里，经

常憨态可爱地蹒跚靠近你。能

亲眼目睹如此罕见和远离人类

的野生动物的经历是此世上最

大的刺激之一。

点击观看帝王帝企鹅视频

http://vimeo.com/216020364


90’ S

地理南极点

点击看南极点视频

http://vimeo.com/216020925


5小时 5小时2小时 2小时

威驰威营地距离到南极点共2400公里。整个旅

程的第一部分是飞5个小时到达FD83加油站。

起飞后迅速升至海拔约3,000m高度，大部分时

间基本保持在该水平高度飞行。

我们在加油站停1小时加油，然后继续

向南极点飞行2小时。

在目力所及的白色地平线与湛蓝天际相

交处给你一种真正意义的遥远感。

南极点-地球的最低点，也是早期探险家的圣杯。在南极点地标处，地球没有东，

南，西，只有北，您只需要走几步就能走遍世界！接下来，我们有机会进入美国

的“阿蒙森－斯科特”科学基地了解他们进行的突破性的研究！最后为您的护照盖

上最稀有的邮戳。

取决于各种因素，我们要么在南极点的

专用帐篷中过夜或飞回FD83。 您会得

到精心关照，因为我们具有在地球上最

荒野的地方野营的经验。

第二天一早，在渡过了作为一个真

正探险家之夜后，我们飞回我们的

主营地并庆祝这一重要之旅。

威驰威营地 FD83 加油站 FD83 加油站 南极点 威驰威营地



“这次冒险的美好回忆。 我们向朋友，家人
及我们旅行社推荐这一行程及白色沙漠团
队。 感谢你们这次绝佳的体验。”

特鲁迪·鲍伊

1.  在开普敦的安全简述

2.  南极洲航班的往返接送。

3.  往返南极洲航班（含30公斤行李限额）

4. 在南极洲的所有住宿，饮食（包括所有酒精饮
料）。

5.  所有营地向导和后勤服务人员的费用。

6.  某些极地服装物品的使用，如设备清单上所示。

7.  P由White Desert Ltd所支付的用于抵消由于南极
洲旅逰及相关的所有物流产生的碳排放量的 
“碳税”，

包含

1.  往返南非开普敦的商业航班，

2.  在开普敦期间的住宿和膳食（请注意，这些可以

通过我们的开普敦办公室安排）。

3.  极地服装（请注意，这些物品可以由白色沙漠小

组一位成员为您代购）。

4.  综合保险。（白色沙漠工作人员可以为您建议适

合您的保险。）

5.  由于任何原因延迟，在开普敦产生的额外费用

6. 行李超重产生的费用。

7.  在南极洲使用卫星电话的费用。

不包含

价格：每人 92，500美金

客人数：最多12位

体能：无特别要求

飞往南极洲时间：5个小时

飞往南极点：7小时 单程

图片来自：白色沙漠团队成员，特里·维特斯（Terry Virts）和马克·普雷泽尔（Marko Prezelj）



完整行程
此行程完全受南极州天气条件的影响，旨作为客人对每天所期望的活动的指南。

飞机的具体日期和类型可能有所不同。

融入白色沙漠的威斯

位营地，每天活动项

目随你所选。 活动

项目范围从轻松的徒

步到令人难以置信的

冰浪，以及攀冰甚至

绳降！

第一天

白色沙漠将在开普敦主办安全简述。 在这里我们检查你的所有极地衣服，

做好飞往南极点的准备。出发前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  请记住，南极点位于海拔4,000m处，大约环境温度为-25oC。 那些以前对高原有反应的人
 不应该选择此选项。 如果仍然不确定，请联系White Desert 白色沙漠 获得建议及更多信息。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第八天 第九天

清晨乘Dc3 Basler飞机出发。 

我们将飞越美的惊艳的山脉，

在南83度着陆加油。 您将有机

会在极地高原漫步，然后继续

进入极地。 在南极点，您将

有很多时间拍照，游览基地，

并有机会在宿营前为您的护照

盖章

我们飞往南极洲（5小

时），在飞越南大洋

时，越过数千座冰山，

飞行中，我们飞进南极

圈进入连续24小时的白

昼。 着陆在特定的蓝冰

跑道，接送到我们的营

地，并在营地周围进行

轻松的徒步观光行。

经历了晚上的宿营，清

晨您将享用丰盛的早

餐，然后登机再次飞回

我们的营地。这次飞行

是真正欣赏宏达辽阔的

南极洲的绝佳机会。到

达营地后，您会享用三

道菜晚餐和香槟，庆祝

您的冒险收获。

这是比较轻松的一天。先是

由极地探险队的工作人员介

绍一些鲜为人知的南极洲历

史，以及他们打破世界纪录

的远征。 

然后前往附近的努纳塔克

（Nunatak）的山，乘巨大

的绳降从山顶绳降而下。

在威驰威营地的倒数第二

天，带客人们在营地附近

看奇观。沿着悬崖峭壁冒

险健行，客人们会看到由

于被南大洋的持续的压力

而层叠的海冰。看到的景

致令人叹为观止，难以忘

怀。宾客全程安全。

我们在南极洲上空飞

行2个小时，空中欣

赏极地高原的壮丽景

色，降落在帝企鹅栖

息地。 您将是属于极

少数人

能亲眼目睹如此奇

观，眼见 “企鹅阅

兵”中的活生生的明

星企鹅。

 

我们探索营地下方的

冰浪，探究一系列冰

隧道，它们超现实的

美丽到至极。 最后

参观附近的科学基

地，了解他们的有关

工作，接着是桑拿来

结束这一天。

返回到喧闹和炎热的非洲

之前，飞离南极洲的航行

将是您难忘的南极洲之行

记忆中的最后一幕。 

您将被接送到您的酒店，

一边在热水澡中放松身心

一边历历在目的回味您的

南极洲冒险！



欢迎参加我们的难忘之旅。 一起探索...

www.white-desert.com

可以报名的日期请点击这里

有关更多信息，请通过INFO@WHITE-DESERT.COM与我们联系。

http://www.white-desert.com
http://www.white-desert.com/dates-2019-2/
http://www.white-desert.com/dates-2019-2/
mailto:info%40white-desert.com?subject=Emperors%20%26%20South%20Po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