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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简介
海之星

介绍

门票

去青岛欢动世界的理由

令人无法抗拒的

魅力 ，是韩剧 中的浪漫 情怀？
还是 儿时幻想 中的天真 童趣？
亦或 是“欢动 世界”赐 予它的
华丽外表和绚烂灯光？

恐怖公馆

传 说中 这 是一

个很 久以前英 国淘金家 族的埋
骨之 地。无声 行走的幽 灵，宛
在 耳 边 的 气 息 ……一 座 诡 秘 的
城堡如同幽灵般浮起。

芭迪熊餐厅

当风糜日

本、 韩国的卡 通餐遇上 法国料
理的 精致摆盘 与细致口 味，所
呈现 出那般风 糜上海外 滩的时
尚料理，会蹦出火花吗？

P3 交通
到达青岛

飞机

到达景区

公交车

火车

汽车

出租车

轮船

自驾

P5 景区详情
浪漫&亲子
海之星

珊瑚城堡

飓风飞行

海王星探索

惊险&欢乐
海底金刚

绝对深度

深海巨怪

欢乐&亲子
深海转轮

大漩涡

亚特兰蒂斯之旅

冰河世纪

更多其他游乐地

时机 Timing
春
夏
秋
冬

恐怖公馆

迷你过山车

泡泡大战

欧洲蹦极

旋风骑士

疯狂迪斯科

母子观览车

亲子岛

活命狂奔

春天来欢动世界（位于中山 公园），除了可以 游玩惊险刺
激的娱乐项目外，还可以在中山公园赏花。
夏天是青岛旅游的最佳时间，青岛大部分景点都适合去。
尤其是海水浴场、尝海鲜、啤酒节等都不容错过。

P9 行程推荐

秋天，在中山公园会有灯会和秋菊展，同时也可以玩转欢

P10 住宿

动世界。

欢动世界附近住宿

火车站、栈桥地区附近住宿

青岛冬天气温较低，常伴有大风，不适合出行游玩。

P11 美食

贴士 Tips
老人、孕妇、手术后、体弱无力者，患有心脏病、高血压、晕
动症、背部疾患者，不能坐到设备座椅上或不能被设备安全装

景区美食

芭迪熊主题餐厅

青岛美食

崂山菇炖鸡

置固定者等，限制乘坐园区内一切游乐设备，务请理解和配合。

P13 贴士

由于各设备具有不同程度的刺激性，乘坐前请确保您能够对自

景区旅游贴士

己的行为负责。

青岛旅游贴士

便利
特价酒店

Convenience
特价机票

优惠门票

港饮之港

肉沫海参

环境保护

携带物

六本木关东煮

美食街

乘骑工具

限乘游乐设备

凭票乘坐或体验

关于旅行装备

食用海鲜贴士

安全

P14 其他信息
相关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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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图片由景区提供）

青岛欢动世界

儿童乐园

位于青岛中山公园内，北依太平山，南临汇泉湾，西接八大关，是一处
集游乐、餐饮、购物、休闲于一体的精致开放式主题乐园。

去青岛欢动世界的 5 大理由
★ 青岛欢动世界是国内首家开放式主题乐园
★ 青岛欢动世界是国内生态环境最为和谐优美的
主题乐园

乐园在青岛特色海洋文化基础上深化延伸，融入丰富多彩、神秘绚丽的

★ 青岛欢动世界拥有世界最华丽的双层豪华旋转

海洋主题元素，主题鲜明、色彩绚丽的游乐设备与林木葱郁，鲜花烂漫

木马-海之星

的自然环境有机融合在一起，成为国内迄今为止生态环境最为和谐优美
的主题乐园。

门票

装突出主题色彩的乐园

>> 立即预订

成人票 120 元

★ 青岛欢动世界是世界首家通过游乐设备外观涂

★ 青岛欢动世界里面有国内首家互动体验式童趣
主题餐厅-“芭迪熊餐厅”

同程价 80 元

年卡
一起游小贴士

欢动畅游年卡（单人）399 元，亲子欢动年卡（双

欢动世界 120 通票可游玩园区内 29 台游乐设施（不含嘉年华项目），

人）599 元，合家欢动年卡（三人）699 元。

购票当天使用，不限次数。
手环与通票如有一种损坏或遗失，即不可使用，不可继续乘坐设备。

开放时间
节假日 9:00-17:30

非节假日 9:30-17:00

夜场 17: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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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青岛
飞 机

>> 预订青岛特价机票

火 车

青岛流亭国际机场距离市中心约 23 公里，是华东地区继上海之后

青岛火车站位于栈桥附近的泰安路 2 号。火车站有两

的第二大空港。民航售票处在中山路 29 号（湖南路口，今栈桥）。

个售票处-东售票厅和西售票厅。东售票厅 24 小时不
间断售票，西售票厅工作时间为每天 7:00-19:00。

机场大巴
市区旅客可乘坐机场巴士往返青岛机场与汽车北站、辽阳东站、颐
中体育场、四方长途汽车站、市立医院、广电大厦、浮山所、世贸

汽 车
青岛主要有 7 个汽车站分别为青岛汽车站、青岛汽车

中心等地。
周边城市旅客可乘坐省际旅客班车往返日照、烟台等地。

西站、火车站长途联运汽车站、内蒙古路长途汽车站、
利津路长途汽车站、青岛城阳汽车北站和黄岛长途汽
车站。其中内蒙古路分站、火车站分站和利津路分站

① 巴士/班车购票位置

在市区。

青岛机场
1 号航站楼：可进入 A、B、C 区购买票

青岛汽车各站发往省内外各地的长途汽车绝大部分都

2 号航站楼：可进入 D、E 区购买票

是在上午发车，发往市属各县级市的中巴流水发车。

自市区/周边城市

火车站广场上有发往威海、烟台、蓬莱的依维柯中巴，

请咨询机场巴士服务热线：0532-96567

流水发车。到烟台约 3 小时，票价 30 多元；到威海、
蓬莱约 4 小时，走高速。

② 市内巴士线路
机场 1 线（701 路公交）：机场—海天大酒店
机场 2 线（702 路巴士）：机场—格林豪泰中山路酒店
机场 3 线（703 路公交巴士）：机场—世纪文华酒店
机场 4 线：机场—黄鸟蓝海金港大饭店

轮 船
青岛港客运站位于青岛市新疆路，从青岛出发的客运
航线可以抵达上海、韩国仁川，日本下关。另外从烟
台到大连的航线途径青岛。青岛港客运咨询电话

③ 省际巴士线路

0532-82825001

线路名称

运营区间

单程票价

单程时间

日照线

机场-日照虚拟空港

78 元

2 小时

烟台线

机场-烟台汽车站

130 元

4 小时

更多青岛信息

请查看青岛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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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景区
公交车

出租车

票价 普通公交车单一票价 1 元，空调车单一票价 2 元。

1）普通大众型出租车多以桑塔那和捷达为主。
5:00-22:00

火车站、市政府 → 青岛欢动世界
欢动世界距离青岛火车站、青岛市政府均不足 5 公里。

起步费 9 元/3 公里，前 6 公里 1.4 元/公里，6

公里之后 2 元/公里。
22:00-5:00

起步费 9 元/3 公里，前 6 公里 1.8 元/公里，6

在火车站乘坐 220 路公交到小西湖站下，步行即到。

公里之后 2.4 元/公里。

在火车站乘坐 223 路、311 路、501 路、26 路、304 路、

2）豪华型出租车以红旗等为主。

312 路区间、316 路、202 路环线、312 路、321 路环线

起步费 12 元/3 公里，超出 3 公里以后每公里 1.9 元。

公交到中山公园站下，再步行至欢动世界。
在青岛市政府乘坐 110 路卧龙线、232 路环线、104 路、
314 路、225 路环线、110 路北九水线、110 路仰口线等
公交到芝泉路下车，再步行至欢动世界。

汽车站 → 青岛欢动世界
欢动世界距离长途汽车站不足 10 公里。
在青岛汽车站步行至抚顺路，乘坐 36 路公交至榉林公园站
下车，步行至欢动世界。
在青岛汽车长途站乘坐 32 路环线至芝泉路站下站，步行至

码头 → 青岛欢动世界
欢动世界距离青岛港客运码头不足 6 公里，没有公交可以到达，
建议乘坐出租车前往欢动世界。

一起游小贴士
火车站的出租车虽不打表，但起步费基本上为 12 元。
外地游客会感觉青岛的出租车喜欢兜圈子，事实上青岛的交通
很有特点，很多路是单行线，经常可见一条马路一边是四车道
另一边只有公交车专用道，这样做是为了提高车速，缓解交通
压力。如果外地游客稍有了解，就不会引起太多纠纷。

欢动世界。
在青岛汽车站步行至四方火车站，乘坐 15 路环线到动物园

青岛欢动世界交通

站下车，步行至欢动世界。

自 驾
青岛欢动世界距离胶州湾高速公路出口不足 13 公里，距离
青银高速公路出口不足 20 公里。
济 青 高 速 → 青 银 高速 → 青 岛出 口 下 → 高 科 园左 转
→香港中路右转 → 香港西路 → 文登路，即可到达景区，
下高速后大约需要 30 分钟车程。
（图片由景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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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详情
浪漫指数：★★★★★

亲子指数：★★★★★

海之星-旋转木马

一起游小贴士
乘坐前
身高不足 1.2 米的儿童，如需进入“海之星”二
层 ，必须 有监护 人购票 陪同乘 坐，上 下楼梯 注
意 安全； 如只进 入“海 之星” 一层， 持票儿 童
可由一名监护人免票陪同。身高 1.2 米及以上的
儿 童，必 须单独 购票， 且不能 与大人 合乘一 个
座位，以免负载过重发生危险。

就座后
请 踏着脚 镫上马 ，端正 坐好， 紧握身 前拉杆 。
不 要用力 踩踏或 冲撞除 脚蹬外 的其他 部位， 以
（图片由景区提供）
到底是什么赋予了“旋转木马”令人无法抗拒的独特魅力？是韩剧中的浪
漫情怀？还是儿时幻想中的天真童趣？亦或是“欢动世界”赐予它的华丽
外表和绚烂灯光？
或 许 只 有 当 你乘 上 “ 海之 星”， 才 会 找到 你 心 中对 于 这 个问 题 的 真正 答
案……

免 损坏设 备。合 乘一个 座位的 家长请 把孩子 放
在 身前， 在孩子 座位旁 边陪护 的家长 请站稳 扶
好。

运行中
严 禁在座 骑上站 立、跳 跃或做 其他危 险动作 ；
严禁在转盘上走动或换马等。

珊瑚城堡
这是一座由美丽珊瑚石打造的神奇望远镜，它原本存在于一座神秘的珊瑚
城堡中。在这里小朋友们可以一边以神奇的方式“爬”到它的顶端，同时
也可以在这座望远镜下眺望美丽无比的浩渺星空。

一起游小贴士
乘坐前
体重超过 70kg 者，一组座舱的两个坐席只允许乘坐一人。

运行中
以一人为主，双手缓慢用力拉动吊绳，使座舱螺旋上升；当上升至最高点
后，可适当放松吊绳，待座舱下降后再拉起。不要在坐席上用力摇晃，相
邻座位的乘客不要相互拉扯，以免发生危险；座舱升起时，安全栅栏内严
禁人员闯入或停留。

停机后
停机铃响后，放松绳子，座舱自动下降。
（图片由景区提供）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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飓风飞行
骑上自行车在飓风中滑翔。

一起游小贴士
乘坐前 每个座舱不能同时乘坐两位成人，且必须保持两边的乘客人数
均匀。

运行中 用力蹬动踏板，座舱升起；请勿站立车中和把手伸出车外，以
免刮伤和撞头；座舱行进时，安全栅栏内严禁人员闯入或停留。

停机后 停机铃响后，停止蹬动踏板，座舱自动下降。

（图片由景区提供）

海王星探索
乘坐游览车凌空俯视以浓浓的海洋主题色彩的葱茏密林，仿佛置身于异
域星际。

一起游小贴士
开机前 设备预备铃响后，双手紧握方向盘，调整好身体和心理状态；
设备预设在自动运行模式上，可自行蹬动踏板离开站台或者在工作人员
帮助下推离站台，开始愉快的探索之旅。

运行中 可切换选择手动或自动运行模式，并选择喜欢的音乐，手动模

（图片由景区提供）

式下乘客须用力蹬动踏板前进。特别提醒，车辆在轨道上有旋转动作，
不要站起、扭动身体等以免安全带脱落；前后两车因运行模式的不同以
及速度的差异，可能在中途发生碰撞，请不要惊慌。

惊险指数：★★★★★

欢乐指数：★★★★★

海底金刚
在栀杆上，“金刚号”巨轮开始后，会疯狂的摇摆舞动。

绝对深度
想象一下从 24 米高空向下俯瞰这个魔幻国度吧！不过在经历了数十米
落差间的上升、弹跳和瞬间跌落之后，恐怕到时候所能做到的就只能是
在自己的尖叫声中去欣赏这番风光了！

深海巨怪
在这里体验：旋转、飞舞、天翻地覆。
（图片由景区提供）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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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指数：★★★★★

深海转轮
在这里小伙伴们可以各自驾驶着一辆特制的海底飞车，相互追逐、嬉戏，
有时一不小心发生的“交通事故”，也会引起小伙伴们的开怀大笑……

一起游小贴士
在运行的过程中，左脚踏压开关，车子开始运行；方向盘逆时针打到极
限位置，车子后退；互相碰撞后，大角度转动方向盘，顺时针前进、逆
时针后退，摆脱相撞车辆便能继续运行。运行过程中，切勿将身体任何
部位探出车厢外或接触地板，以防碰伤或电击。

深海转轮 （图片由景区提供）

大漩涡
乘坐大漩涡，会有“飞”一般的感受，此外还能体验到在飓风的旋涡中
时“眩”到极致的感觉，非常刺激。

亚特兰蒂斯之旅
小朋友们可以开着车，开始亚特兰蒂斯之旅，去感受亚特兰蒂斯古城的
神奇魅力，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大漩涡 （图片由景区提供）

引申阅读
沉落海底的文明-亚特兰蒂斯是一个传说中的高等文明城市，不仅拥有
华丽的宫殿和神庙，而且有祭祀用的巨大神坛。在很久很久之前突然沉
入深海消失。

冰河世纪
小朋友们开动战车后，可架起自己的激光武器，瞄准旅途中出现的各种
目标开枪射击，享受丛林跟踪追击的乐趣。

冰河世纪 （图片由景区提供）

更多其他游乐地
恐怖公馆
黑暗与光明总是如影随形。在这个美丽的深海乐园一角，隐藏着一个深
邃的海域。一座诡秘的城堡如同幽灵般浮起，在黑色的海水中飘忽不定，
传说中这是一个很久以前英国淘金家族的埋骨之地。无声行走的幽灵，
宛在耳边的气息……

恐怖公馆 （图片由景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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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过山车
融合过山车与极速风车的惊险刺激，时而俯冲、时而旋转，如驾
驶失控的车子般。

一起游小贴士
本设备除沿轨道运行外还将作旋转运动，务必全程紧握扶手，切
勿将身体任何部位探出车厢外，以防碰伤。

迷你过山车 （图片由景区提供）

旋风骑士
最大 45°倾角下的回旋， 近乎 90°坡度下的俯冲！

疯狂迪斯科
动感十足的曲风，魅力四射的舞场。

一起游小贴士
运行过程中，请勿手抱婴儿乘坐，儿童乘坐时须有家长陪同，留
长发的游客须在乘坐前将长发束紧。设备运行中严禁上下游客。

疯狂迪斯科 （图片由景区提供）

双手自然垂放，不可手抓身后的围栏。

泡泡大战

欧洲蹦极

泡泡大战是以时尚卡通为主的儿童软体游乐场环境优美

一种新兴的来自欧洲的快乐蹦极运动，在这里可以张开双臂，完

温馨，适合 5-12 岁的小朋友们，包含淘气宝和枪战城。

成体操运动员才能做到的极限蹦极动作，不得不体验。

这里不仅能提高小朋友们的团结、友爱、互助的观念，
也使小朋友的专注力、自信心、社会情绪、认识学习能

一起游小贴士

力都有所发展。

身高 1.1 米以上，体重 10 公斤以上、75 公斤以下者方可乘坐。

母子观览车

亲子岛

温馨、快乐、转动童年，妈妈和孩子的梦境角落，如此

亲子岛是以时尚卡通为主的儿童软体游乐场环境优美温馨，适合

简单，却是最美一刻。

1-6 岁的宝宝们，包含充气堡、七彩气球屋、怪物八爪鱼、海洋
水床、旋转椰子岛、动物转马、激流水滑梯、海盗宝船。

活命狂奔
这里是幽灵密布的“异度空间”，是一场心惊肉跳的探秘旅程。
这里是古代贵族的埋骨之地，各种鬼怪张牙舞爪，独爱与到访者
戏耍玩笑……阴森的 白骨、冰封的干尸活魂、穿着讲究的吸血男
爵、狰狞恐怖的异形人聚集在此！为了逃出生天，只有拼命狂奔！

母子观览车 （图片由景区提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8-

青岛欢动世界

版本号：2013 年版
最后更新：12.12.29

行程推荐
D1 栈桥 → 天主教堂 → 海军博物馆 → 小鱼山公园 → 五四广场 → 云霄路
D2 青岛欢动世界
D3 八大关 → 石老人海水浴场 → 啤酒城

D1 栈桥 → 天主教堂 → 海军博物馆 → 小鱼山公园 → 五四广场 → 云霄路
这条线路主要是步行游，各个景点之间距离都很近，既能欣赏到青岛的海边特色，又可以在云霄路品尝到青岛美食。

▲ 交通

▲ 住宿

① 栈桥 → 天主教堂：步行

在此路线中，推荐住在 五四广场附近 。这里公

② 天主教堂 → 海军博物馆：乘坐 231 路环线公交到鲁迅公园站下

交较多，不管是到美食街还是景点都比较方便。

③ 海军博物馆 → 小鱼山公园：步行
④ 小鱼山公园 → 五四广场：乘坐旅游 1 号线到五四广场站下
⑤ 五四广场 → 云霄路：乘坐 601 路环线至青岛二中分校站下

▲ 午饭
在海军博物馆附近解决。

推荐住宿

>> 青岛特价酒店

青岛恒和四季商务宾馆
大床房

同程价：158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双床房

同程价：158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D2 青岛欢动世界
▲ 交通

一起游小贴士

途径公交：316 路、304 路、501 路、223 路、801 路、26 路、6 路、220

这条线路适合带着小孩一起游玩的驴友，在这

路、321 路等公共汽车在武胜关路、中山公园、小西湖站下车，步行即到。

里有惊险刺激的项目，也有促进父母与小孩之

▲ 美食

间关系的亲子游戏项目。

>> 点击查看景区详情

游乐园内有美食站点，如芭迪熊餐厅、易记酸辣粉等。

D3 八大关 → 石老人海水浴场 → 啤酒城
这条线路包含了建筑博览之旅和海滨之旅。如果是八月份来青岛游玩的话，还可以参加青岛啤酒节（啤酒节在 8 月的第二个周
六开始，为期 16 天）。提醒下各位驴友，没有啤酒节的话，啤酒城是不开城的。

▲ 交通

▲ 午饭

① 八大关 → 石老人海水浴场：乘坐

在啤酒城附近解决。

② 石老人海水浴场 → 啤酒城：步行

推荐住宿

▲ 住宿
此线路中，推荐住在 石老人海水浴场附近 ，这里离线路中的景点比较近。

>> 青岛特价酒店

青岛国海商务宾馆
标间

同程价：158 元 >> 查看酒店点评

大床间

同程价：168 元 >> 立即预订酒店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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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宿
欢动世界附近

（→ 查 看 欢 动 世 界 附 近酒 店

→ 查 看 青岛 特 价 酒店 ）

青岛君再来宾馆
同程价

[15963wqixfb] 卫 生 舒 适 交 通 便 利 靠 近 车

普通双人间

160 元

站，服务也不错，价格实惠。

普通大床房

160 元

房型

→ 预订此酒店

[15237oaxtkw] 服务很好，位置不错，交通方
便，就是设施一般，整体还不错。
[13508kurrwk] 挺干净，而且服务态度挺好。

→ 查看更多欢动世界附近酒店

→ 查看 17 条酒店点评

青岛汉庭快捷酒店
房型

同程价

[何鑫 123] 酒店不错，比较舒适，价格也合适，

大床房

332 元

以后还会继续入住！

标准间

341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欢动世界附近酒店

[13822kbbeov] 非常不错，干净，安静，性价
比不错！
[13823yvfaeo] 此酒店的装潢，服务、卫生方面
都还不错……

→ 查看 11 条酒店点评

青岛锦江之星（中山路店）
房型

同程价

[13386xrusgn] 地段还行，后门出去就是一批

标准房

349 元

发市场，沿着中山路走会有劈柴院，教堂，栈

双人间

369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欢动世界附近酒店

桥等，房间简单整洁，比较安静，服务也不错！
[honeybb] 床很舒服，房间宽敞，位置较好，
交通便利。
→ 查看 181 条酒店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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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 看 青岛 特 价酒 店 ）

交通方便，而且青岛火车站和栈桥本身就都是景点，因此推荐住在这里。

青岛新天桥宾馆
房型

同程价

[13893lkqjah] 交通很方便，靠近街道，不难

标准间

288 元

找，里面的设施很齐全，服务也热情。

大床房

288 元
→ 预订此酒店

[ jiajiacaikuo_bhu] 整 体感觉不 错，客服很 热
情，很周到，离火车站跟景点栈桥很近。

→ 查看更多火车站、栈桥附近酒店

→ 查看 625 条酒店点评

青岛莫泰 168 连锁酒店
房型

同程价

[13970affvpp] 通 过 一 起 游 第 一 次 接 触 到 莫

双床房

351 元

泰 168 酒店，感觉和如家、七天类似，装修风

大床房

351 元
→ 预订此酒店

格简洁大方快捷实用，住着感觉很好。
[13705shyfmu] 很好，下次有机会还会住的，
服务很好。

→ 查看更多火车站、栈桥附近酒店

→ 查看 40 条酒店点评

青岛欧陆商务酒店
房型

同程价

[13588smrqvh] 酒店地址离栈桥很近，步行 5

特价房

268 元

分钟样子就到，如果是自费的朋友们，可以考

标准间

29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火车站、栈桥附近酒店

虑住的！
[13588jszvmq] 位置靠近火车站，吃饭、逛街
比较方便，好评。
→ 查看 487 条酒店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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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食
景区内美食
芭迪熊主题餐厅
青岛芭迪熊主题餐厅是以时尚卡通套餐、各国风情料理、精品饮
料甜点、主题欢动排队、亲子创意 DIY 为主营产品的连锁餐饮品
牌，是国内领先的具有超高人气和时尚品味的童趣主题餐厅。

港饮之港
口感纯正的奶茶系列饮品，有台湾珍珠奶茶、秘制鲜榨果汁等等。

六本木关东煮
关东煮，是一种源自日本关东地区的料理，后来流传到台湾，在
台湾进一步丰富了汤汁、蘸料及其品种，营养丰富、自成一格，
成为有名的风味小吃，又名“黑轮”。

青岛美食
崂山菇炖鸡
青岛代表菜之一。选用本地一年内的小公鸡，用高汤炖制而成。
鸡和崂山菇合炖，鲜美是自不必说的。游客如想品尝可到豪芳园、
山东菜馆、老转村山东菜馆等地，价格一般为 30 元左右。

肉沫海参

芭迪熊卡通梦幻料理 （图片由景区提供）

海参因“其性温补，足胜人参”而被列为“海八珍”之首，一直
被人们所推崇，用肉末与之搭配更增添了海参的鲜美。吃此菜时，
若以小饼裹食会更有风味。游客如想品尝可到青岛市内的怡情楼
海鲜巨无霸、福满佳粥店等饭店，价格一般根据海参的质量 60-80
元不等。

更多青岛美食请查看青岛旅游攻略

美食街
云霄路
云霄路是青岛出名的美食街，到云霄路的游客，多半是冲着海鲜
而去。紧靠闽江路，与闽江路一起组成了闽江路-云霄路美食街区。
在这里，不仅可以品尝到正宗的青岛本帮以海鲜为主要原料的鲁
菜系列，而且国内外各大菜系在这都有店铺。在街旁林立的中式
餐馆中，也会看到韩国料理、日本料理等间杂其中。

劈柴院
劈柴院是由中山路、北京路、河北路、天津路围合的街坊，是青
岛最早的美食街。它是“人”字形，东端连着中山路，北边连北
京路，西边通河北路，这里的美食很多。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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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贴士
景区旅游贴士

青岛旅游贴士

环境保护

关于旅行装备

游乐园属于绿色环保园区，请 勿在园区任何区域吸

衣物 去青岛旅游要尽量带容易干的换洗衣物。海滨城市空气比较潮

烟，并注意保护各种树木植被 和公共设施，文明游

湿，衣服洗后不容易干；青岛气候凉爽，即使夏季出游也应准备长袖

园，共同维护园区的环境与卫生。

衣服。此外，为了方便在海滩、海中戏水，泳衣、短裤也应该提前准
备好。

携带物
请勿带宠物进入园区，勿带易 燃、易爆、有毒危险

鞋 到青岛旅游建议游客准备两种类型的鞋子，一是运动鞋，方便登

品进入园区，勿带各种可能使 其他游客产生厌恶感

山或远途旅程；二是防水、平跟凉鞋，到了青岛你会发现很多人都穿

或安全威胁的物品进入园区。

着拖鞋，轻松且方便穿到沙滩海边。

乘骑工具

防晒品 虽然青岛的夏天相对凉爽，但提醒旅游还是要提前准备好防

机动车原则上不允许进入园区 ，请勿在园区内使用

晒霜、墨镜、遮阳帽或遮阳伞，避免在海边嬉戏时被太阳晒伤皮肤。

溜冰鞋、滑板、滑车等轮滑工 具和自行车等乘骑工
具，以免给其他游客造成危险。

药品 到了青岛不能不吃海鲜，吃的时候首先要选择一些干净卫生的
饭店，海鲜也要吃新鲜的，最好是活的，另外，避免部分游客水土不

安全
游乐园属于开放式园区，请勿 在任何情况下擅自进

服，可以预备一些治疗肠胃炎和过敏的药，以备不时之需。

入封闭、施工及其他存在安全 风险或明确禁止进入

食用海鲜贴士

的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新 鲜食 用 为了 减少吃 海鲜引 发的食 物中毒 ，尽量 选购活 的海鲜 食
用。买新鲜鲍鱼、蛏子或象拔蚌等时，可用手碰一碰，选取活的、会

限乘游乐设备

动的。甲壳类的海鲜，在烹调之前要用清水将其外壳刷洗干净。贝壳

为保证游客安全，老人、孕妇 、手术后、体弱无力

类海鲜烹煮前，最好在淡盐水中浸约一小时，让它自动吐出泥沙。

者，患有心脏病、高血压、晕 动症、背部疾患者，
不能坐到设备座椅上或不能被 设备安全装置固定者

生吃海鲜 生吃海鲜最好将海鲜冷冻后再浇点儿淡盐水，因为这样做

等，限制乘坐园区内一切游乐 设备，务请理解和配

能有效杀死海鲜上的细菌。

合。由于各设备具有不同程度 的刺激性，乘坐前请
确保您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酒 食用海鲜时最好不要饮用大量啤酒，否则会产生过多的尿酸，容
易引发痛风。吃海鲜最好配以干白葡萄酒，因为其中的果酸具有杀菌

凭票乘坐或体验
游乐园的所有设备凭票乘坐和 体验，按人收费、每

和去腥的作用。

人一票、一人一座。所有票种 限本人当日使用或在

关节炎患者少吃海鲜 海参、海龟、海带、海菜等含有较多的尿酸，

有效期前使用，使用当日营业 时间内有效，逾期作

被人体吸收后可在关节中形成尿酸结晶，使关节炎症状加重。

废。请在购票前认真阅读有关 的票价公示，了解乘
坐设备的限制条件，以选择相 应的票种，所有票种

吃海鲜后 一小时内不要食用冷饮、西瓜等食品，且不要马上游泳。

一经售出，恕不退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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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米の自由行】青岛欢动世界 High！high！high！
2011-4-18

作者：13561dvcngm

当然先找适合孩子玩滴。这个绝对适合，“亚特兰蒂斯之旅”多么浪漫滴名字，其
实就是小火车，俺闺女连坐了 3 次，我不拉她走她还会继续坐下去。旋转木马，俺
滴最爱，话说游乐场怎么能没有旋转木马？那么富丽堂皇俺真是贼喜欢滴，真想搬
到俺家里去，要是不带闺女，俺也要赖在上面兜一下午……[查看全文]

【验客】激情与刺激的体验-青岛欢动世界
2010-11-15

作者：simon2008

11 月 13 日我们去游玩时恰逢中山公园内举办菊展。秋天的中山公园真是别有一番
风味。进了中山公园的大门就能看见欢动世界的路标，左转即是。虽然已是深秋，
但园内游玩的人还是不少。欢动世界的游乐项目主要有以下几个：海底金刚、绝对
深度、深海巨怪、深海转轮、大漩涡、海之星……[查看全文]

【验客】青岛欢动世界小记
2010-11-15

作者：王多多

周末秋高气爽正是爬山的好季节，按照制定的计划，提前一天我们从一起游预定了
欢动世界的通票，一早吃罢早饭，我们就上路了。沿着家附近的榉林山公园的小路，
观赏着沿途的风景，翻过太平山公园，不一会了就看到了中山公园的西北角入口。
此时正值园区进行秋末的菊展……[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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