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长风海洋世界旅游攻略（2013 年版）

简介
长风海洋世界坐落在风景优美的长风公园内，是集大型海
洋动物表演与水族馆鱼类展览为一体的综合海洋主题公
园。
长风海洋世界的极地白鲸表演馆已经成为中国内地最大，
华东地区首家拥有白鲸的海洋动物表演馆，可同时容纳
2000 人。馆内除了当家花旦小白鲸，还陆续引进了加州
海狮，海豚等海洋哺乳动物精灵。
长风海洋世界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位于长风公园银锄
湖底 13 米处的水族馆，是中国第一家大型主题性水族馆，
馆内分为丛林探险，珊瑚礁丛，深海沉船，鲨鱼甬道，企
鹅馆等区域，游客在鲨鱼甬道中能感受到与海中霸主零距
离接触的刺激体验，而改建后的丛林探险由于逼真的雨林
环境，深受小朋友们的喜欢。
（图片由景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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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

(>>立即预订)

长风海洋世界门票

开放时间
营业时间 9：00—17：00

成人票 160 元

同程价 140 元

>> 立即预订

儿童票 110 元

同程价 90 元

>> 立即预订

家庭套票 430 元

同程价 370 元

>> 立即预订

白鲸表演时间 周一至周五每天二场：11：00，14：30；
周六、日每天三场 10：30，13：30，15：30；
常规表演时间 （表演时间以当天现场告知为准）

长风海洋世界+杜莎夫人蜡像馆联票
成人联票 310 元

同程价 225 元

>> 立即预订

儿童联票 200 元

同程价 145 元

>> 立即预订

家庭联票 820 元

同程价 535 元

>> 立即预订

学生联票 270 元

同程价 195 元

>> 立即预订

全年无限制参观水族馆+白鲸表演
成人会员卡

白鲸馆表演

10:30；13:30；15:30

水獭喂食表演

9:30；12:30；14:30；15:30

海象喂食

10:30；13:00；

浅海喂食

10:30；12:30；14:30

深海喂食

10:00；11:00；12:00；14:00； 15:00；
16:00

鲨鱼池喂食

11:00；15:00；

企鹅喂食

11:00；15:30

>> 立即预订

298 元

儿童会员卡(1~1.4 米) 198 元

>> 立即预订

老人会员卡(70 岁以上) 198 元

>> 立即预订

一起游小贴士
1、夏季紫外线照射较强，注意防晒，带好防晒保湿用品。
2、暑期来游玩的游客较多，请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
3、上海长风海洋世界和白鲸表演是分在 2 个完全分离的区域的，

一起游上海旅游攻略

相隔步行十分钟，请游客安排好行程。
4、除长风公园周边安全停泊点外，请谨慎停放车辆，对于非收

■ 攻略

费停车场，交警巡逻频繁，会有高罚单风险！

■ 门票
■ 周边酒店
■ 度假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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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到达景区

交通 行在上海

地铁

上海公交车

地铁 2 号线（中山公园站）、地铁 3、4 号线（金沙江路站）下
车后步行 20 分钟左右到达。

公交
可乘坐 44、67、94、754、837、846 路，旅游车 6A、6B 长
风公园下车均可到达。

由于上海存在大量的单行道，上海公交车往往上下行路线不同，
如果准备搭乘同一路车返回，最好在下车前打听清楚返程的车
站在哪里。
按运营时间分，有日间公交车、“2”字头的早晚高峰车和“3”
字头的夜宵车；按地域范围分，有浦西的、浦东的、过江的(含
大桥、隧道线)和郊区线。
上海火车站、人民广场、徐家汇、中山公园、五角场，为市内

自驾
自驾游游客公园周边安全停泊点：

主要公交换乘枢纽。
票价：上海市区内公交车已基本完成空调车的升级，实行单一

长风公园四号门（大渡河路 525 号对面）；

票价 2 元，郊县线路则从 1 元至 11 元不等，按里程实行多级票

1、大渡河路 178 号长风景畔（乐购）地下停车库；

价。

2、大渡河路 588 号国盛购物中心地下车库；

上海地铁

3、云岭路地面停车场。

目前已投入运营的线路分别是：1 号线、2 号线、3 号线、4 号
线、5 号线、6 号线、7 号线、8 号线、9 号线、10 号线、11
号线支线。

磁悬浮列车
线路：
浦东龙阳路站（近地铁二、七号线）至浦东国际机场站。
龙阳路站： 头班车 6:45，末班车 21:30
浦东机场站: 头班车 7:02，末班车 21:32
票价：
普通票：单程 50 元,，当日往返 80 元；
贵宾票：单程 100 元，当日往返 160 元；

上海出租车
上海市区出租车价格：
温馨提示
1、长风公园 1、2、3、4 号门均可停车。
2、长风景畔广场地下停车库双休日全天免费停车，周一至周五
停车仅需持广场任意消费收银条以及长风海洋世界门票票根，
即可享受 2 小时免费停车优惠，

0~3 公里 3~10 公里

10 公里以上

日间: (5:00~23:00)

14 元

2.4 元/公里

3.6 元/公里

夜间: (23:00~5:00)

18 元

3.1 元/公里

4.7 元/公里

*等候时间每 5 分钟按一公里里程收费

3、除上述安全停泊点外，请谨慎停放，对于非收费停车场，交

上海郊区出租车价格：

警巡逻频繁，会有高罚单风险。

起步价：11 元（3 公里）+1 元燃油附加费；
其他同市区出租车计费一样，但超过 10 公里不再加收，仍
是每公里 2.4 元。
上海出租汽车调度信息服务中心: 96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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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白鲸馆
极地白鲸表演馆
长风海洋世界是中国内地最大华东地区首家拥有白鲸的海洋动物表演馆，于 2004 年 4 月 28 日正式对公众开放。表演馆整体包括检
疫池、2 个驯养池和表演池 4 个池区。其中为保证视觉的最佳观赏角度，表演池设计呈扇形，可同时容纳 2000 人。最大池馆长 38
米，宽 16 米，池内水深达 6 米，水体容量为 3500 立方米，常年水温 12 度。
白鲸馆内的主打明星是来自俄罗斯的海底精灵-白鲸，名字叫君君，馆内另外还有来自美国的可爱海狮，他们优美的动作、灵活的体态、
滑稽可笑的表演，让你不得不捧腹大笑，可谓是海洋哺乳动物精灵大聚会了。

（图片由景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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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族馆
水族馆坐落于长风公园内银锄湖底 13 米处，3 层主体展示结构建筑。总面积达 10000 平方米，拥有超过 10000 多尾，300 多种水生
生物，来到水族馆内体验热带雨林的另类风光——探索神秘的亚马逊河流域的水生生物；观看“史上活化石”的巨骨舌鱼捕食全过程，
观赏加勒比海的异域风光，发现绚丽多姿的珊瑚鱼群，了解色彩缤纷的珊瑚鱼与众不同的逃生方式，漫步海底甬道，用心去感觉深海
生物的千姿百态你会发现原来鲨鱼是这么的温顺，你会了解深海是鱼类的天堂体验深海鱼群在你头顶飞翔的另类感受！

（图片由景区提供）
丛林探险
来到水族馆，随着蔓延的枝蔓往前走，地势向下延伸，眼前出现的是巨大、粗壮的枝杆，盘枝错节、攀悬缠绕的藤蔓，枝杆藤蔓间阳
光斜斜透射进来，透露着一股强烈的神秘感。这里就是长风海洋世界最新打造的新景区——热带雨林。在这我们可以看到 88 种、3000
多株热带仿真植物，106 种 5000 多尾水生物，两栖类、爬行类、灵长类、鸟类是这里的主人，神秘出没的大蟒蛇、色彩鲜艳的毒蛙、
巨毒无比的捕鸟蜘蛛、漂亮的金刚鹦鹉等散布在周围，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热带雨林生态环境。
珊瑚礁群
生活在珊瑚周围的鱼学名为珊瑚礁鱼，但常常被叫做热带鱼。它们的体态变化万千，色彩鲜艳夺目，并具有许多不同的生活形态：有
的栖息在珊瑚的分枝间或礁洞里，有的在珊瑚礁上巡游，有的则攀附在海扇或海鞭上，或潜伏于底质里。其生态行为和食性方面的特
点都相当明显，为珊瑚礁生态系统增添了许多动态之美。热带鱼通过变色与伪装来保护自己。在深海，鱼类为保护自己，体色一般都
很单调。但是游弋在珊瑚礁周围的鱼类，几乎都是色彩斑斓，体态万千。珊瑚鱼为了保护自己，它们的体色和周围环境极其相似，经
常能以假乱真，躲避凶险。
生态缸精品区
是什么样的力量造就了绚丽多姿的海底花园？珊瑚是植物还是动物吗？珊瑚礁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一座座海底花园中都有什么样的生
命形式存在呢？神奇的海底珊。在水族馆的精品生态缸展区有十多种活体珊瑚的展示，海葵和小丑鱼和谐生存，石头鱼隐藏在礁石中，
华丽的狮子鱼带有巨毒，花园鳗蜷缩在细沙中，千手佛舞动长发捕捉食物。徜徉其间你就有机会找到以上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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鲨鱼通道
湛蓝的海水在头顶涌动，凶猛的鲨鱼在身旁穿梭，扇动双翅的鳐鱼滑翔而过，妖娆的海鳝躲在礁石中好奇张望，懒洋洋的大海龟趴在
不远处睡觉。走在这里仿佛置身于浩瀚而又神秘的大洋深处，不必担心四周的海水将你吞没，这里的透明隧道和超大的玻璃幕墙全部
由厚达 16 公分、防震抗压、坚不可摧的亚克力板制成，你可以尽情的体验这奇妙的海底之旅，认识这些大洋深处的朋友们。

（图片由景区提供）
企鹅馆
这里的企鹅来自南美洲的秘鲁，名叫洪氏环企鹅，也叫黑足企鹅，憨态可掬的样子让你忍俊不禁，相对于南极企鹅来说，它们的生活
条件要好得多了，企鹅馆终年保持 16 摄氏度。 全球共有 18 种企鹅，全都生活南半球，从赤道一直延伸到南极。企鹅不属于鱼类，
它们属于鸟类，是一种丧失了飞翔能力却拥有超凡潜水能力的海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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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路线
长风海洋世界一日游行程安排
9:00~11:00

来到公园当然是先购票啦，建议大家在上午 10:00 前兑换实体票，这样就能赶在 10:30 到白鲸表演馆看我们的白鲸
海狮表演，在这里我们要好好领略一下俄罗斯的海底精灵-白鲸们的表演了，馆内另外还有来自美国的可爱海狮，他
们呢优美的动作、灵活的体态、滑稽可笑的表演，让你不得不捧腹大笑，可谓是海洋哺乳动物精灵大聚会了。

11:00~11:30

看完精彩的动物表演后可选择观看 3D 电影，体验过程中可以真实感受到影片中的各种物件扑面而来，仿佛置身于
影片的环境中，感受高科技带来的新奇体会。体验视觉的冲击！（要注意动物表演和 3D 电影的时间哦！动物表演时
间为半小时，3D 电影 10 分钟）

12：00~13:00

13:30~15:00

看完这些，已经到了吃饭时间啦，大家可以选择在白鲸馆的餐厅内就餐，也可以选择吃长风公园 4 号门，对面的长
风景畔广场和国盛中心内设有肯德基、必胜客、呷蒲呷蒲等午餐便饭可供大家选择。

吃完午饭在慵懒的午后，就可以随意逛逛周边的商场啦。有一系列儿童服饰和成人服饰品牌，大家可以 shopping
一些啦。接下来就是继续我们海底世界之旅，水族馆是由丛林探险，珊瑚礁群，生态缸精品区，鲨鱼通道，企鹅馆
组成，鲨鱼中穿梭、珊瑚中探险，在这里您可以过足海底世界瘾哦。

15:00~16:30

看完水族馆大约需要 45 分钟的时间，之后就可以逛逛公园的美景啦， 公园内设有划船（电动船 60 元/时）和儿童
娱乐设施（如：海盗船 10 元/次、旋转木马 10 元/次、碰碰车 10 元/次等等儿童娱乐项目），伴随着太阳一点点落山，
一天的游玩行程差不多就结束啦。

上海经典行程推荐
陆家嘴金融区（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 → 海洋水族馆 → 滨江大道
外滩 → 南京路 → 豫园、城隍庙旅游区
人民广场（上海大剧院、上海博物馆、香港名店街和迪美购物中心） → 上海新天地
多伦路文化街 → 福州路文化街 → 豫园、城隍庙旅游区（文化风情游）

陆家嘴金融区（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 → 海洋水族馆 → 滨江大道
与浦西外滩隔岸相望的陆家嘴金融区是上海知名度最高的地名之一，有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这些举世闻名的建筑和景
观，登上高楼凌空俯瞰上海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走到滨江大道，可凭栏临江，面对荡漾的浦江水，眺望外滩古老的建筑群。
▲ 交通

▲ 住宿

陆家嘴金融区 → 海洋水族馆：水族馆就在东方明珠塔旁边，步行前往即

在此条路线中，推荐您住在陆家嘴金融区东方明珠塔附

可。

近，距离每个景点都很近，夜景很美。这里也是上海高

海洋水族馆→ 滨江大道：步行前往约 10 分钟。
▲ 午饭

级酒店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推荐住宿

>> 东 方 明珠 塔 附近 酒 店

毗邻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有个正大广场，提供购物、餐饮、休闲和娱乐。

上海 中 银大 厦

可以品尝西餐、中餐、港式等各种不同口味的美食。

标准 临 江房 同程 价 ：1280 元 >> 查 看酒 店 点评
豪华 临 江房 同程 价 ：1380 元 >> 立 即预 订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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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 → 南京路 → 豫园、城隍庙旅游区
这三处是游客来上海旅游必去的景点。漫步外滩，一路游览外白渡桥，外滩情人墙，黄浦公园，陈毅广场，看万国建筑群，体会上海
的浪漫风情。南京路是购物的天堂，而在城隍庙旅游区可以品尝上海地道小吃美食，游览最棒的特色小商品街群。
▲ 交通

▲ 住宿

外滩 → 南京路：外滩和南京路连成一片，可以步行前往，或者乘坐地铁

在此条路线中，推荐您住在外滩附近，白天遥望上海建

2 号线到人民广场下。

筑雄姿和两岸的壮丽景观，晚上可以观两岸灯火。

南京路 →豫园、城隍庙旅游区：乘坐 980 路、66 路、64 路、33 路、

推荐住宿

55 路公交

上海 莫泰 168 连 锁酒 店
▲ 午饭
在南京路上解决。可以在中山东一路的餐饮店就餐，这里以中高档的消
费为主。您也可以步行至福州路与四川中路交叉口，有很多特色小吃。

特价 房

同 程价 ：198 元

>> 立 即预 订 酒店

大床 房

同 程价 ：245 元

>> 立 即预 订 酒店

人民广场（上海大剧院、上海博物馆、香港名店街和迪美购物中心） → 上海新天地
人民广场是上海的中心，其北面中轴线位置上的是市政大厦，西北角是上海大剧院，南面的是上海博物馆。另有大型地下建筑香港名
店街和迪美购物中心。而新天地已经成为上海“最小资”的地方，可以挑选一个下午，一家家细细闲逛慢慢欣赏买些心头好，等到夜
晚来临这里立刻变身为最受老外欢迎的酒吧区。
▲ 交通

▲ 住宿

上海大剧院、上海博物馆、香港名店街和迪美购物中心就在人民广场周

在此条路线中，推荐您住在人民广场，交通极其发达，

围，步行即可。

出行方便是最大的优势，不用坐车就可以享受美食、购

人民广场 → 新天地：在广场那里乘地铁一号线（莘庄方向）到黄陂南
路站下。两地距离并不是很远，也可以步行过去，一路上可以欣赏上海

物和各种娱乐活动，但酒店价格相对偏贵。

都市的现代风情。

推荐住宿

▲ 午饭

上海 天 利宾 馆

人民广场出来到来福士广场里面有很多吃饭的地方，如果要小吃的话，
沿南京路步行街走，旁边也有很多老上海的点心。

标准 大 床房 同程 价 ：148 元 >> 立 即 预订 酒 店
双人 标 准间 同程 价 ：168 元 >> 立 即 预订 酒 店

多伦路文化街 → 福州路文化街 → 豫园、城隍庙旅游区（文化风情游）
上海滩有一道气质独特的人文风景，上世纪三十年代，一大批著名的爱国文人作家居住在此，更留下了不少著作。走在绿荫清幽的街
边巷弄里，能充分感受到悠闲雅致的海派文化气息。
▲ 交通

▲ 住宿

多伦路文化街 → 福州路文化街：步行到地铁虹口足球场站，乘坐 8 号

在此条路线中，推荐您住在豫园旅游区附近，这里的酒

线到人民广场站下车，再步行约 300 米到福州路文化街。或者公交 167

店价格适中，可以很好的领略上海的过去。

路、537 路、952 路等公交到人民广场福州路站下。
福州路文化街→ 豫园、城隍庙旅游区：地铁 10 号线到豫园站下。

推荐住宿
上海 曼 哈顿 金 陵酒 店

▲ 午饭
在多伦多文化街或者福州路文化街上的餐厅解决。

单人 房

同 程价 ：228 元

>> 立 即预 订 酒店

经济 房

同 程价 ：228 元

>> 立 即预 订 酒店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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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上海国丰酒店

逸风商务酒店

凯博佳豪酒店

上海汉庭酒店

豪华房

880 元

数字商务房

218 元

附楼大床房

198 元

双床房

128 元

行政房

1955 元

特色园床房

218 元

主楼大床房

278 元

大床房

148 元

>>立即预订

>>立即预订

>>立即预订

>>立即预订

相关攻略

加入我们
一起游微信

我们会在微信中为您推荐
最新鲜的旅游资讯

同程旅游客户端

同程旅游客户端将为您提供
手机预订产品服务，同时您
可在手机上查看旅游攻略

一起游微博

一起游旅游攻略

+ 加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