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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龙峡简介 
清远古龙峡国际漂流基地位于清远市清新县内，距离广州市区仅 68 公里，广清高速直达景区。清远是中国漂流之乡，而古龙峡

作为清远漂流的巅峰之作，被业界评论为“广东漂流看清远，清远漂流看古龙”。 
 

古龙峡漂流，是广东最刺激的漂流，没有之一。高差达千米的古龙大峡谷赋予了漂流与众不同的特色，集瀑布、深潭、奇石、丛

林、珍稀植物于一体，悬崖对峙、奇峰耸立、滩多水急，银瀑飞溅，人随艇飞，移步换景，自然景色之美令人为止震撼。 
 
极限漂流总是给人激情澎湃、狂野豪迈的动感之美，古龙大峡谷景区内佳木葱茏、竹海清幽、湖瀑川连的自然景观同样展示着一

种的远离尘嚣、超凡脱俗的静态之美。 
 
在高差数千米的群峰的夹峙下，古龙峡两岸河谷幽深，泉瀑飞泻，崖树斜逸，异草遍被。景物特色可用“奇，隐，俏，巧，幽，

旷，惊，险，全，古”十个字来概括。峡谷内保存着亚热带原始丛林，春夏绿浪翻滚，秋冬色彩斑谰，是清心洗肺的“大氧吧”。

清代诗人袁枚以“云开古龙峡，浪腾万丈崖”以及“万山如浪涌，泉鸣溪涌流。浮云脚下踩，松涛景色殊”形容峡谷的壮美幽深。 

 

门票  >> 立即预订 开放时间 
门票类型             票面价     同程价 
万丈崖瀑布探险团购           68 元         28 元 

联票团购（漂流+瀑布观光）    256 元        120 元 

VIP 漂流(无需等候 ,专车接送)    380 元        188 元 

团队联票（30 人以上）        256 元        110 元 

售票时间 
周一至周五 12:00-15:00 

周六、日   10:00-15:00 
 
漂流时间 
周一至周五 13:00-15:00 
周日、日   11: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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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清远古龙峡位于清远市清新县三坑滩，距离广州市区 68 公里，距清远市区 13

公里，距清新县政府 9 公里。广清高速“清远西”出口下，过清远大桥直行 8

公里，沿 s114 省道迳口入 3 公里即到达景区。 

 

 

自驾 
广清高速“清远西”出口下，过清远大桥直行 8 公里，右转省道 s114 入迳口

遂道，行驶 3 公里即到景区，沿途有清晰指示牌。 

 

广州方向 
行广清高速或从机场高速、北二环转广清高速。 

1 小时抵达景区。 

 

深圳方向 
行广深、莞深、沿江高速转北二环，再转广清高速。 

2.5 小时抵达景区。 

 

佛山方向 
行佛山一环转北二环，再转广清高速；或从“和顺”出口转广清高速。 

1.5 小时抵达景区。 

 

珠海、中山、顺德方向 
行广珠西线高速转广州北环，“广清”出口再转广清高速。  

 

 

乘车线路 
长途客车 
全省各地都有到清远的客运班车。到清远市区后转公交到名都汽车站乘坐去古

龙峡专线车。市区打的到景区约 50 元。 

长途班车最好选择清远北站的车，打的到景区只需 30 元 

 

高铁 
深圳、虎门、广州、韶关都有去清远的高铁，清远高铁站到达后转公交到名都

汽车站乘坐去古龙峡专线车。高铁站打的到景区约 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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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广东省城市交通信息 
查看以下城市攻略 

 

  一起游广州旅游攻略  

 
 

  一起游深圳旅游攻略  

 
 

  一起游深圳旅游攻略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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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漂流赛道 浪尖上的过山车 
古龙峡漂流，被誉为中国漂流的巅峰之作。古龙大峡谷赋予了漂流与众不同的特色，集瀑布、深潭、奇石、丛林、珍稀植物于一体，

悬崖对峙、奇峰耸立、滩多水急，银瀑飞溅，自然景色之美令人为止震撼。因峡深壁陡，林荫蔽日，漂流河道终年难见天日，年最

高气温仅为 24℃，炎炎夏季仍然冰爽宜人。天然瀑布群及溶洞山泉为漂流提供了充沛的水源。 

 

赛道全程为天然河道，依山取势，自然原始，浑然天成，巨大的落差和陡峭的河床，以及河道两岸千泉百瀑的绝美风光，赋予了古

龙峡极限赛道漂流奔放汹涌、虎啸龙腾、狂野豪迈的阳刚之美。 

 

 

 
（图片由景区提供） 

 

 

阳刚十足的古龙峡漂流赛道其实也有“阴柔”的一面。由于峡深壁陡，悬崖对峙，山高林密，古木参天，藤蔓相牵，古龙峡的河道

被“森林隧道”重重包围。原始丛林遮天蔽日，漂流河道终年难见天日，年最高气温仅为 22℃。与其他漂流夏季暴晒相比，古龙

峡是广东所有水上项目中唯一号称“不用搽防晒霜”的漂流。漂流河道的主要水源来自峡谷中的古龙洞，洞内分布多层砂页岩，多

股泉水汇涌而出，水声轰鸣，清澈冰爽，自古便有“古龙鸣泉”的典故。在森林隧道里激流勇进，在天然矿泉中与浪共舞，尖叫减

压又可护颜美容，自然成为许多游客的激情首选。 

 
特别推荐 
漂流赛道最心跳的体验当属古龙峡“神龙回首”河段，180 度的大转角，类似雅鲁藏布江大气雄浑的 U 型大转弯，两岸壁仞千尺，

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高速滑行的皮艇像浪尖上的过山车，飞旋在波峰波谷间，在惊魂未定之际又嘎然而止，橡皮艇稳稳

跃入一个的清澈水潭里，平静下来，尖叫声似乎还在耳边。一处处激流回旋，一道道极限落差就在一路尖叫声中被抛在身后了。回

转身去，油然而生的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豪迈。 
 

 

返回 目 录  我要 纠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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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景区提供） 

万丈崖瀑布群 飞落的银河 
极限漂流总是给人激情澎湃、狂野豪迈的动感之美，古龙峡景区内佳木葱茏、竹

海清幽、湖瀑川连的自然景观同样展示着一种的远离尘嚣、超凡脱俗的静态之美。 

 

在高差数千米的群峰的夹峙下，古龙峡两岸河谷幽深，泉瀑飞泻，崖树斜逸，异

草遍被。峡谷内隐藏着粤北地区最壮观的瀑布景观——万丈崖瀑布群，因山高林

密，人迹罕至，峡深壁陡，林荫蔽日。景区内古朴而粗放的原木栈道，依山取势，

既经细心雕琢听却又浑然天成，可以让你零距离的亲近那一潭碧幽、听闻山泉叮

咚；精巧的跳墩，可以让你媳戏流泉、触感溪瀑；原质的石坎道，让你不得不调

动全部的身心能量悉心攀援、感悟峡谷；有惊无险的铁梯，让你伴着脚下咆哮的

激流，在惊怵中体味一份快慰。沿溪而建的水车群咿咿呀呀的转着，让你恍然觉

得时光倒流，又回到儿时的童真年代。 

 

万丈崖大瀑布——被誉为“粤北第一瀑”，落差达 181 米，宛如银河飞泻，串串银

色珠帘飞溅而下，彩虹幻出，气势磅礴。在悬崖壁峭壁撞击下，飞入峡谷激起惊

涛骇浪。瀑布两层叠水的第一层如同一幅巨大的素绸, 折射着银色的闪光的和迷蒙

的水雾。第二层似银河飞泻，飞落直下，水声轰鸣。穿越 500 米的原木观光栈道，

游客就可以零距离体验扑面而来的震撼。 

 
 
香溪琴谷 
香溪琴谷是大峡谷景致最美的一段，飞瀑流云，碧潭叠翠。春季禾雀花竞相绽

放，秋季桂花香飘四溢；水声潺潺，如琴似曲，故得名香溪琴谷。景区内，古

朴而粗放的原木栈道，依山取势，既经细心雕琢听却又浑然天成，可以让你零

距离亲近那一潭碧幽、听闻山泉叮咚。 

 

 

峡谷其他景色 
古龙大峡谷隐逸于粤北茫茫群山之中。在高差数百米的万丈寨群峰的夹峙下，

两岸河谷幽深，泉瀑飞泻，崖树斜逸，异草遍被。景物特色可用“奇，隐，俏，

巧，幽，旷，惊，险，全，古”十个字来概括。清代诗人袁枚以“云开古龙峡，

浪腾万丈崖”以及“万山如浪涌，泉鸣溪涌流”。 

 

在 3000 万平方米亚热带原始丛林峡谷深处，林木繁盛，万顷碧绿，春夏绿浪翻

滚，秋冬色彩斑谰。由于山高林密，水量充沛，森林覆盖率达到 99.1% ，空气

负离子含量达到每立方米 137.38 亿个，空气清新，是清心洗肺的"大氧吧"。 
 

（图片由景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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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景点 

连州地下河 
连州地下河位于历史文化古城连州市区以北 25 公里的东陂镇

大洞村境内，在粤桂湘三省交界的崇山峻岭之中，是一个亚热

带喀斯特地貌的典型巨型天然石灰岩溶洞。洞内四季气温保持

在 18℃左右，空气清新，冬暖夏凉，是旅游避暑的圣地。 

 

洞内有无数千姿百态，瑰丽多彩的钟乳石，游览范围共分三层：

上中两层为陆地层，厅堂高大宽阔，岩壁坚固，雄伟壮观，“瀑

布”“山林”“谷”“田园”“瑶寨”百花争艳，鸟飞云走……下

层是一条地下暗河，由北向南蜿蜒 1500 米，经过三个美丽的

峡谷，穿过四座山头底部。两岸奇景密布，巧夺天工，美不胜

收。各处自然美景无不让人叹为观止，乐而忘返。 

 

门票  >> 立即预订 
 
门票类型                         票面价   同程价 

★暑期特价★2012 连州地下河成人票  150 元   120 元 

连州地下河+湟川三峡              210 元   180 元 

连州地下河+湟川三峡+龙潭度假区    260 元   200 元 

连州地下河亲子套票（2 大+1 小）    375 元   315 元 

连州地下河亲子套票（1 大+1 小）    225 元   195 元 

 

 

 

 

（图片由景区提供） 
 

交通 
市内交通 从连州乘中巴半小时可以到达东陂镇，再从东陂镇

乘当地的“三脚鸡”到地下河。 

 

自驾车 

广州出发 

广 州 → 广 清 高 速 → 清 连 高速 → 国 道 107→省 道 261→ 省道

114→城南大道→慧光路→番禺路→省道 114→景区 

 

佛山出发 

佛山 →广佛高速 →广州环城高 速→广清高 速→清连高 速→国

道 107→省道 261→省道 114→城南大道→慧光路→番禺路

→省道 114→景区 

 

韶关出发 

沐溪大道→京港澳高速→国道 323→连州连江路→番禺路→

省道 114→景区 

 

衡阳出发 

衡阳→泉南高速→京港澳高速→国道 107→国道 346→省道

114→景区 

   

贺州出发 

贺州→国道 323→国道 107→连州大道西→连州大道→番禺

路→省道 114→景区 

 

返回 目 录  我要 纠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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湟川三峡 

 
（图片由景区提供） 

 

湟川三峡位于连州市区南面，古称连峡，由龙泉峡、楞伽峡、

羊跳峡三道雄峡峙立。清朝知州林华皖说“连峡之珠，瑰异卓

绝，历相九州名胜，罕有伦比，惟有巫山巫峡可与同观。” 

 

大自然艺术巨匠的神刀妙手，把这里的山山水水雕塑成一支兼

有“长江峡谷奇趣”之险与“漓江山水仙境”之秀的诗画走廊。

两岸有数十道飞瀑自山顶飞流直下，喷然若雾，在阳光辉映下

如七彩霓虹，美伦美奂。两岸崖壁奇异，直如刀削，壁中叶石，

石中吐水，悬空落河，如雾如纱。这里有著名的马尿峡，还有

古代的纤夫道、楞伽古峡、古戏台等。 

 
门票     >> 立即预订 
 
门票类型                        票面价    同程价 

连州地下河+湟川三峡             210 元    180 元 

连州地下河+湟川三峡+龙潭度假区   260 元    200 元 

成人票（10 人起订）              60 元     40 元 

 

交通 
深圳出发 

广深 高速→北二环 高速→广清高 速→清远市→ 清连高速→ 连

州市→人民路→(文化广场右转）→慧光路→过城南收费站→

直走 700m 左转直走 15 公里至龙潭。  

   

广州出发 

广清 高速→清远市 →清连高速→ 连州出口→连 州市→人民 路

→(文化广场右转）→慧光路→过城南收费站→直走 700m 左

转直走 15 公里至龙潭。  

   

珠海出发 

京珠 高速→至广州 后转北二环高 速→广清高速 →清远市→ 清

连一级公路→连州市→人民路→(文化广场右转）→慧光路→

过城南收费站→直走 700m 左转 15 公里至龙潭。 

 
 
清新温矿泉 
清新温矿泉坐落在温泉之乡广东省清新县，是集旅游度假、体

育休闲、民族风情、商务活动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旅游度假区。 

 

在灵山秀水环绕之中的河中温泉，五十多年风格各异的露天与

半露天的温泉池清新温矿泉镶嵌在鲜花碧草中，浓缩了中国园

林艺术的精华，将亚洲温泉的古朴与浪漫发挥得淋漓尽致。亭

台楼阁、小桥流水、山峦飞瀑、汩汩热泉、袅袅轻烟，构成了

一幅温情脉脉的图画。从酒泉到涌泉、从竹温泉到木温泉、从

石温泉到瀑布泉，清澈的泉水倒映着苍翠的山色，“湛湛玉泉

色，悠悠浮云身。闲心对定水，清静两无尘”的意境就浓浓的

弥漫开来。 

 

交通 广东省汽车站每天有六班豪华旅游大巴往返清新温矿

泉旅游渡假区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  @icekuku001_f19e1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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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士 

夏季漂流注意事项 
◆ 最好穿着易干的长衣长裤，可以避免着水后经太阳暴 晒而

导致的皮肤晒伤，女性最好穿着深色衣物以防落水尴尬。船内

容易积水，上筏最好穿塑料拖鞋或者凉鞋。 

 

◆ 准备一套干爽衣裤，漂流后肯定全身湿透透的，冲洗 后换

上干净衣服比较舒服。 

 

◆ 上筏只带饮用水或者少量食品，防止漂流过程中体力疲劳，

如果一定要带上相机、手机等怕水物品，装入防水袋。另外，

可以戴上手套避免手部磨伤。 

 

◆ 注意天气变化，气温不高带上雨衣，天气较热，注意 做好

防晒工作。 

 

◆ 上船前要仔细阅读漂流须知，穿好救生衣，找到安全绳。 

 

◆ 漂流过程中，船身尽量保持顺着水流方向行驶，尤其 是在

浪大流急的地方，要随时调整船身的方向，不容易搁浅和翻船。 

 
◆ 漂流船通过险滩时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要随便乱动，

应紧抓安全绳，收紧双脚，身体向船体中央倾斜。 

 

◆ 漂流过程中注意沿途的箭头及标识，它可以帮助你找 主水

道及提早警觉跌水区。在下急流时，艇具请与艇身保持平衡，

并抓住艇身内侧的扶手带，后面一位身子略向后倾，双人保证

艇身平衡并与河道平行，顺流而下。 

 

◆ 漂流时，未经许可不得离艇下水。若遇翻船，也完全 不用

慌张，要镇定沉着，只要穿着救生衣，就能保证安全，同时要

积极配合船工的救护措施进行救护，重新上船继续漂流。 

 

◆ 漂流时不要做危险动作。一般说来，漂流河段都是比 较安

全的，只要不自作主张随便下船、不互相打闹、不主动去抓水

中的漂浮物和岸边的草木石头，漂流筏不会翻。 

 
 
漂流安全须知 
◆ 漂流时，请勿将车匙，手机，摄像机，照相机，随身 听等

贵重物品携带上船，若有翻船或者其他意外的情况发生，造成

游客物品遗失或者损坏，本公司絮不赔偿。 

 

◆ 下列人员不宜参加漂流，患有心脑血管等疾病人士， 孕妇

和残疾人；60 岁以上老人和 12 岁以下身高 1.3 米以下的儿童。 

 

◆ 漂流船通过险滩时要听从护漂员的指挥，不要随便乱 动，

应紧抓安全绳，收紧双脚，身体向船体中央倾斜。 

 

◆ 若遇翻船，你完全不用慌张，要沉着，因为你穿有救生衣。 

 
◆ 不要随便下船游泳，即使游泳也应该按照护漂员的意 见在

平静的水面游，不得远离船体独立行动。 

 
 

 

◆ 在漂流的过程中请注意沿途的箭头及标语，它可以帮 助你

提早警觉落差处。 

 

◆ 在下急流时，艇具请与船身保持平衡，并抓住艇身内 侧的

扶手带，后面一位身体略向前倾，双人保证艇身平衡并与河道

保持平衡，顺流而下。 

 

◆ 当艇身受卡时不能着急站起，应稳住船身，找好落脚 点才

能站起，以保证人不能被艇带下而冲下。当你误入其他水道被

卡或搁浅时，请站起下艇，找到较深处时才上艇，你能在艇上

左右挪动，因为漂流是一种对你体能与胆量的挑战，在你安全

保障前提下，一般情况下护漂员不干涉你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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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图片由景区提供） 

 

景区沿途的美食走廊（农家乐），价廉物美，是清远鸡、北江河鲜、乌鬃鹅的最正宗原产地，还有当地特色美食：骆坑
笋、山坑鱼、清水鸭、野山猪。吃最正宗的清远鸡，推荐景区美食长廊的金沙山庄、古龙留香餐厅。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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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凯逸大酒店 

 
豪华双人房   300 元  
豪华套房    400 元  

 
  >> 立即预订   

 
清远永安大酒店 

 
豪华双人房   120 元  
豪华单人房   120 元  

 
  >> 立即预订   

 
清远广珈商务酒店 

 
标准单人房   248 元  
标准双人房   248 元  

 

  >> 立即预订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308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308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552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4552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348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3480.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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