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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浙西大峡谷，位于浙皖接壤的临安市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因地处浙江西北部而名"浙西"。峡谷境内山高水急，山为

黄山延伸的余脉，水为钱塘江水系的源流。环带状的狭谷全长 83 公里，沿途花木遍地，地貌奇特，奇峰秀石“生长”在落差

悬殊的峡谷两旁悬崖，有“白马岩中出，黄牛壁上耕”之誉。目前已建成开放、接待游客的是第一景段"龙井峡"。主要景点

是：鸬鹚潭、吊水岩、柘林瀑、剑门关、嬉水滩、社门湾、老碓溪、狮象湾、白马崖、浙西天池等。在华东地区内，浙西大

峡谷有五个之最的优势，即"峡谷最长；植被保护最好；山水风光最佳；峡谷区内居住人口最少和离开沪杭大都市距离最近"。

被誉为“华东第一旅游峡谷”，亦有“浙西神农架”之称。 
 

 
 

门票 门市价 130 元 同程价 117 元  >>立即预订 
开放时间  7:00~17:00 

 

景区门票 

目前浙西大峡谷对游客开放的景点仅为长约 18 公里左右的第一景段“龙井

峡”，其门票所包含的是其中的四个景点：柘林瀑、剑门关、老碓溪和白马

崖，不含漂流。 

 

皮筏漂流  50 元/人，自助漂 80 元/人 

 

景区交通费  20 元/人 （特别提示：因交通管制，自驾车到达售票处后需要统一换乘景区公交车） 

特别人群票价 

儿童票：身高 1.2 米-1.5 米儿童 买半票， 

1.2 米以下儿童不买票；  

学生票：凭学生证，票价享受 7 折优惠；  

老年票：凭老年证，票价享受 7 折优惠；  

军人票：凭军人证，票价享受 7 折优惠。 

 

去浙西大峡谷的 N 大理由 景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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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一起游友@悦微小鱼，以童话之名，梅子桔茶，景区提供）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5591.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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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浙西大峡谷的 N 大理由 
理由一   
在华东地区内，浙西大峡谷漂流，峡谷最长、植被保护最好、山水风光最佳。 

浙西大峡谷以其“五个之最”——峡谷最长、植被保护最好、山水风光最佳、峡谷内居住人口最少、离沪杭大都市距离最近

的优势，被旅业界称之为“华东第一旅游峡谷”，是一处以峡谷地貌为特色的生态旅游区。大峡谷全长８３公里，从杭徽公路

的龙岗镇，沿省道公路汤苦线插入大峡谷内，经过龙井桥、鱼跳、上溪、马啸等乡后，至颊口镇复回杭徽公路。 

大峡谷共分三个景段，第一景段自龙岗地塔起至鱼跳八仙潭止，俗称"龙井峡"为巨溪流经的坞谷，长约 18 公里。龙井峡内奇

峰秀瀑，危岩多峭，有"白马岩中出，黄牛壁上耕"之誉。第二景段自鱼跳华光桥起至上溪太子尖止，称之"上溪峡"，长约 26

公里，峡谷地势高峻，水流湍急，山石奇趣，又是国宝鸡血石的唯一产区。第三景段称"浙门峡"，自太子尖起至马啸狮石垅

村止，全长近 30 公里，峡谷内山瀑叠生，石岚争俏，拥有大小石门等知名度极高的奇观妙景。现已开放迎宾的为第一景段，

也是浙西大峡谷的代表景段——龙井峡，曾被杭州《都市快报》推荐为市民出游首选地排行榜第一名。浙江省消费者协会，

根据社会抽样调查结果，又命名其为“消费者最满意景点”。 

理由二    
龙井峡内奇峰秀瀑，危岩多峭，有“白马岩中出，黄牛壁上耕”之誉。 

浙西大峡谷现在已经开放的为第一景段“龙井峡”，也是浙西大峡谷的代表景段，全长 18 公里。开端鸬鹚潭，灵气扑人，姿

态悠闲；再进去是柘林瀑，瀑布清流激湍，似银河从侧峰飞泻；剑门关则由松涛、水瀑、山、石、水、潭相结合，涛声如雷，

蔚为壮观，夏季水量丰富，气势更为磅礴，若坐皮筏冲过激流险滩，刺激自不待言；两旁栈道曲桥，最是赏心悦目；八仙潭

水流谷底，岩立两壁，有仙人下棋石、仙人脚印、妞妞脚印潭等美丽的传说。石景由两岸岩壁幻化而成，有“将军峰”、“曹

国舅迎宾”、“断尾鱼”、“船头石”、“蒋介石”等，俱维妙维肖，令人叹绝！  

 

理由三  
峡谷内山瀑叠生，石岚争俏，拥有大小石门等知名度极高的奇观妙景。   

群门向天的大小石门景区，在天地接壤处的山巅上一道石墙平地隆起。石墙宽不足十米，两侧全是高达数十米的悬崖绝壁似

如天然石长城。龙腾虎跃、气势恢宏、蔚为壮观的天然石长城绵延数百公里，穿林走壁，横贯浙皖。由于长期的水流切割，

多处出现豁口，形成一座座浑然天成、绚丽多姿的石门，最具特色的被誉为“华夏第一天门”的剑门，两石相距不足 5 米，

高却达百米，其石壁更为称奇，宛如神剑劈出故而得名、狮门、虎门、龙门、栈门形似貌合、惟妙惟肖。 

十八龙潭景区，十八条巨瀑从海拔 1300 米高处奔腾而下，首尾相接重挂于天地之间，潭瀑相连。景区共有瀑布 25 条，因而

景区有“华东第一瀑布群”之桂冠，还拥有广达三万亩的原始森林奇花异草。时至严冬，景区内所有飞瀑成冰，是江南罕见

的“北国风光”。 

 

理由四 

沿溪辟出游步道，绕山环水，沿途可观赏众多的岩峰、峭壁、溪石、飞瀑。 

白马崖景点处特地为游人开辟了一条绕山游步道，方便游人行走。景区内，山势如刀切斧劈，惊险无比；水在谷底溪石间穿

行，时现时隐，滩潭相连，水流潺潺有声，清澈见底；沿着绕山环水的游步道，欣赏沿途的石峰、峭壁、飞瀑、碧潭，移步

换景，美不胜收。坐在缆车上可在空中鸟瞰峡谷风光：向东可看到百米山泉从岩石坡上飞泻而下，向西是峡谷石壁鬼斧神工，

向南是白马仰天嘶鸣之势；而向北可远眺浙西天池和炮兵基地，脚下则有郁郁葱葱，潺潺流水，各处都风景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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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门关 
剑门关是浙西大峡谷中的主要景点，位于峡谷内掏金坪至五星桥的溪流滩谷间。五尊并峙的岩峰横挡昌北溪流形成"关门"。

左右两侧山中有宝剑石一对，遂称"剑门"。剑门岭一边是坡地，为淘金坪；一边是峭壁，自高到低，依次排列。峭壁上有观

景台和淘金亭。淘金亭凌空耸立，飘逸洒脱。峭壁下为剑门潭，潭水清冽。游步道长 2000 余米，是徒步穿越峡谷的体验区域。

游客从剑门关循石阶而下，探入谷底，然后逆水而行，走过嬉水滩至狮象湾，游程结束。此景区内，群峰连绵，水流湍急，

空气清新，景色怡人，给人一种谷底探景、山明水秀的感觉。 

游览区内主要景观点有掏金亭、藏军洞、华盖松、剑门晃桥、剑门潭、剑门五峰、社门湾拓展基地、独木桥、百步金沙、飞

车走钢丝、游艇码头、大壁潭、小壁潭、梅鹿苑、亲亲鱼池、虎照拍摄点、长潭堰、青松坪堰坝、手捧水、听涛阁、不转石

等。皮筏漂流穿过全景区，给游人以无限动感。 

 

柘林瀑 
柘林瀑景区是大峡谷四个游览区（其他三个是剑门关、老碓溪和白马崖）中规模最小

的一个，位于柘林坑溪流地段，以上下两座瀑布为主要特色。柘林瀑的水来自千顷荡，

两叠瀑间有容纳千人的台地，地貌奇特。上瀑为龙门瀑，出水处平伸达 2 米多，瀑面

宽泛如悬挂的幕帘；下瀑为炎生瀑，瀑面细长有软练之状，两口瀑布的形态谓之“如

练如帘”。整个游览区山岩奇峻、树木葱郁，再加上瀑布长流，带来了大量的负氧离

子，使此地成了临安一带测定负氧离子含量最为丰富的区域。 

游览区内主要景观点有草屋、双板桥、鲤鱼石、炎生潭、小攀岩、 咚咚 石 、龙 门潭 、

登山石阶、望景亭、溜山滑梯等。为纪念景区开发十周年，在出口处外新修六米径大

水车，寓意“时来运转，周而复始”。大水车下游，又新筑石拱桥，名“风柘桥”。 

 

老碓溪 
老碓溪景区是昔日当地村民引水筑碓、舂米磨面的旧址，景区内有两大系列的观赏内

容，一是山水风光系列，有鳄鱼潭、梦笔潭、招手观音、希特勒头像等奇幻无穷的山

崖、溪石景观；二是农耕文化与婚育风情的展示系列。主要游览地集中在稻草人广场

与万圣游乐宫。 

可供观赏的景观有：跨溪汀步、船头石、人口警钟亭、人生的历程石雕群、苑门小晃桥、婚俗歌舞台、稻草人、土地殿、秋

千快乐场、老油车、打油诗园地、酒坊、登山缆车、爱情廊桥、八卦照壁和万圣宫。万圣宫展示民俗学中的鬼文化。有三生

石大厅和鬼门关、黄泉路、奈何桥、阎罗殿、枉死城、十恶法场、望乡台、孟婆茶楼。 

 

白马崖 
白马崖景区内有一山崖状如马头，故得名“白马崖”，是浙西大峡谷的第一景段，有“中国峡谷盆景”之美誉，以奇峰、怪石、

悬崖、飞瀑、碧潭、绿树、野花为自然景观，以凉亭、平台、茶楼、飞阁、藤桥、石路、崖刻为人文景观，两者构成一条美

丽的风景画廊。 

整个景区以上坪溪为依托，沿溪辟出游步道，绕山环水，可观赏到众多的岩峰、峭壁、溪石、飞瀑。进入景区，有金鱼迎宾

石、小瀑布、翔凤林、仙女潭、横琴桥、财神殿、娃娃鱼池、巨鼎石、双孔桥、神龟石、百丈涧、大佛坐关、凤凰谷、九天

瀑、神风亭、银河瀑等景观。因谷深壁陡、林木阴森，又有“恐怖谷”之称。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一起游友@退休老干部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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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水滩 

至社门湾至泉水餐厅一段为大峡谷徒步穿越区，名为“嬉水滩”。嬉水滩内五滩六潭（过龙潭、长潭、烧箕潭、大鳖潭、小鳖

潭、剑门潭）依次相连，全长约三华里。此间流水哗哗、溪石斗奇，游客尽可进入景区玩耍或驾筏渡水，亦可驻足观两岸山

岚岩峰。游步道傍水而上，迂回曲折。有石阶、有栈道、有汀步、有独木桥，路随景变。滩内辟有手捧水、梅鹿苑、峡谷走

钢丝表演、皮筏漂流、喷泉浴场等供游客观赏戏耍。 

 

万圣宫 

万圣宫，又叫鬼城，具有展示民俗文化的作用。它以江西女青年梦游所历的记载设计建造，艺术地再现了女青年的亡灵在惶

恐之中所遭遇的一切。场景奇特，形象逼真，寓意浑厚，故事生动。现有分区如下：鬼门关是女亡灵从世间进入冥府的第一

关隘，一路上孤魂野鬼、蛇虫百脚，险象环生。阎罗殿为阴间的官僚场所，女亡灵本想通过阎罗王获得尽快转世的批准，不

料被阎罗王判为下地狱。十恶法场也称炼狱，即十八层地狱。展示惩治十种罪恶的血腥酷刑。快乐场意为亡灵脱离炼狱后放

松心境的场所。现设计为游客参与“骗鬼”、“抓鬼”等的游乐场。 孟婆茶楼为万圣宫的最后一组场景，是传说中喝“迷魂汤”

的地方，喝了茶再转世，开始新生。 

社门湾 

过剑门关，溯溪而上，右侧山谷内有龙湫一座，高达 30 余米，丰水期，水柱如练，雄浑壮观。沿山势而上至龙湫处逾 500

米，设有登山马道，曾经推出“骑马登山探龙湫”的游乐项目，现停止，改为峡谷走钢丝的表演。峡谷内架设钢缆一根，长

达 200 余米，高达 70 余米。表演者在此架设的独根钢丝上表演骑自行车、骑独轮车、骑摩托车等绝技节目，深受游客喜欢。

社门湾入口处设置天然石桌石凳若干组，石面刻牛角棋、粪坑棋等四五种民间棋谱，供游客休息玩耍。社门湾还设立户外运

动大本营。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一起游友@黑白键之舞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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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鹿苑 

浙西大峡谷拥有的野生梅花鹿栖居在海拔千米的千顷荡高山草甸之中，是江南仅有的两群野生梅花鹿之一（另一群在江西境

内）。野生梅花鹿敏捷异常，游客难以在山野里亲睹其芳容，为满足游客需要，特辟梅鹿苑，用人工圈方式把本地所产的梅花

鹿提供给大家观赏。梅鹿苑为休歇长廊，供游客在此小坐。长廊东边有小卖部，茶室。出长廊为溪滩地，溪石横亘，水潭清

澈，潭内设有天然淋浴场，游客可下水淋浴、打水仗、手划船等。 

 

青松坪 

此处为嬉水滩东侧出口处，昔日称双溪口，是桃花溪与巨流的交汇之地。现建设成游客途中的小憩之处。此处有青松数株，

苍劲茂盛。松树间设石桌石凳。路口小木屋为检票用房，屋顶置木制大风车，迎风旋转，颇有乡间野趣。依山而建一溜吊脚

楼，供游客打牌、饮茶、休息，多功能厅提供卡拉 OK、跳舞等项目。青松坪西端，过木桥即为停车场，旅游车停泊后，驾驶

员可在此地休息，停车场亦为山货市场，游客出青松坪即可在这里选购各类旅游商品。 

 

狮象湾 

狮象湾以拥有狮子岩、象鼻峰两大景观而得名，是桃花溪与巨溪的交汇处，地势平缓，有公路穿过，易于游客集散。此处景观除狮子

岩、象鼻峰之外，还有桃花溪口的青松坪，相见湾脚的泉水餐厅及相见电站、五星桥、悬空桥等。过龙潭，潭水平和，为峡谷漂流的

登筏之处；悬空桥由钢索悬架而成，长近 70 米，高逾 40 米，上桥行走，凌空晃荡，不少游客会为之发怵心颤，给人以无穷刺激，有

人称之为“勇敢者桥”。五星桥头设有山货市场，可供应大峡谷内的各种特产。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一起游友@悦微小鱼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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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乐项目 
峡谷漂流 
峡谷漂流是大峡谷景区里最受欢迎的一个玩水项目，包括皮筏漂流与游艇漂流两项内容。上筏码头位于五星桥上游过龙堰，皮筏漂流

段在过龙堰至社门潭，漂程为 1200 米。游客一组 6—8 人，同乘一条彩色皮筏，由筏工举桨掌舵主漂，穿过 150 米长的水渠后急速

冲下，经过双溪口、长潭、大鳖潭，至青松岭处上岸，再“换乘”机动游艇，快速穿过长约 6 百米的剑门潭水面至绿竹园下筏码头，

漂程结束。因漂流段内滩潭相连，堰坝横陈，潭面上可划桨浮动；急流处可急速冲浪，游客惊喜无穷，尖叫声不断。 

门票 50 元/人。参与者可持景区门票在上筏码头售票处直接购票排队上筏；旅游团体漂流则在门票开票时一并买妥。 

 

溜山大滑梯 
位于柘林瀑风景区内，是浙西大峡谷率先创新设计的游乐项目。根据山势地形建筑的花岗石滑槽，从山顶伸到山脚，全长近 200 米。

滑槽上配装光滑的扶手，槽外装配有网络防护。有勇气的游客先领取包垫布系扎好，再坐上滑槽，双手抓住扶手，利用山势倾斜的下

滑力，飞速而下，既刺激又好玩，“哇”“啊”一声声尖叫声，使人心快蹦出来似的，心里有说不出的紧张。滑到山脚，一旁已有摄影

师为你拍下你的滑梯倩影，英姿飒爽，又是一份意外的喜悦。 

门票 10 元／人，参与前需购下游乐券再滑。与滑梯配套的摄影照片供游客自选后再买，费用每人每张 10 元，如不满意可谢绝购买。 

  

婚俗歌舞表演 
这是一项游客可参与的互动演艺项目，位于老碓溪婚育文化风情苑内，由一支少数民族歌舞队定点演出。旨在配合婚育文化苑的主题

表达，活跃气氛，丰富内容。一身侗族装饰的姑娘、小伙可与游客一起跳迎宾舞、竹竿舞、抛秧舞、板鞋舞、搓搓舞等。欢快的舞曲

里也有“模拟婚礼”表演，“新郎”“新娘”可对拜互敬，互赠“信物”，同入“洞房”，十分生动有趣。演出台前有观众席，可供游客

就坐观看。 

贴士 本项目不再收取费用，仅参与婚俗表演时，可酌情支付小费。如“定情荷包”约二三十元一只，自愿支付。 

 

登山缆车 
又叫“索道”，是与滑索功能不同的机械装置游乐设施。滑索无动力，只能下不能上。而缆车

是有动力机械，上下自如。故可叫“登山缆车”，也可叫“下山缆车”。我景区的登山缆车位

于老碓溪原来的出口处，能解决游客出口需登山的劳累。缆索长约 150 米，上下站台高差逾

50 米。采用吊椅式座位，风格粗犷，生态有野趣，因缆索跨越一条溪流，整个装置十分壮观。

游客在老碓溪景区游览结束，因体不济或想感受刺激都可选择乘坐缆车登山。 

贴士 自选缆车上山，需支付费用 15 元/人，如需上下都乘缆车，则按 25 元/人收费。 

实行检票乘坐，上下站台都设有售票处。 

 

飞山大滑索 
为高山滑行类机械装置游乐项目。位于老碓溪进口处，滑索长 280 米，坡度 12%。因无动力

靠重力下滑，稳健可靠，游客能如空中飞车般地从山上滑向山下，感受刺激，锻炼胆量。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一起游友@以童话之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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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谷高空走钢丝 
这是一种野外表演项目，长年聘请外地高空飞车艺术团为游客献演。在社门湾至青松岭的峡谷中间架一根钢缆，长 200 米，

高 70 米，表演者在钢缆上进行走钢丝、骑摩托车、自行车、翻跟头、天女散花、空中飞人等数十个节目轮番表演，令人惊心

动魄。其中该节目中的徒步走钢丝表演曾数次出国参加过国际演艺活动，艺术精湛，令人信服。 观赏高空走钢丝，不再收取

费用。只要游客进入社门湾地段，节目主持人看到游客在场，就会安排演员登台献艺。一身才艺尽显钢丝上，万种欢愉全在

峡谷中，这么惊心动魄的表演，百闻不如一见。 

(图片由景区提供) 

古典打油 
位于老碓溪景区的流香坊，是展示古典榨油的场所。老油车是上下两块掏空的巨木槽，槽腹中装上炒好的芝麻研磨的“饼”，

用沉重的石锤敲击木楔，使芝麻饼挤压出香气扑鼻的油。“打油匠”挥动石锤打油，酷似一种艺术表演。有兴趣的游客也可参

与着尝试“打油”乐趣。根据中国打油诗的来由，在流香坊里还开辟“看打油写打油诗”的墙报园地，游客可即兴在这里发

表自己的作品。游客自己打出的油也可优惠出售，把自己打出来的油带回家给予家人分享。 

 

沙里淘宝 
这是根据当地“淘金坪”历史由来的传说设计出来的游乐项目。模拟土法淘金的手法在混沙里选取“金粒”、“鸡血石”、“翡

翠石”等。淘金场设在百步金沙西侧。参与者向沙主购取有可能含有宝石的“混沙”，用多次水淘后选取宝石。 购取混沙每

“斗”两元钱。 

 

 
（图片由景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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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拓展 
户外活动营地设在社门湾，基础设施齐全，户外运动是一种提升个人意志力、培养团队精神的训练，利用社门湾得天独厚的

条件为户外运动的大本营，设有溯溪寻瀑，训练场地，野外烧烤，帐篷露营，趣味定向等拓展项目。 

 

喂草逗鹿 
大峡谷内的千顷荡山顶栖居一群江南独有的野生梅花鹿，山中的梅花鹿敏捷异常，游客难以睹其芳容。在嬉水滩景区内特建梅鹿苑，

圈养一群梅花鹿，供游客观赏。游客进入梅鹿苑可向管理员支付 1 元买饲料草的钱，再拿草去喂鹿，就能与梅花鹿亲密一番。 

 

（图片由景区提供） 

亲亲鱼池 
嬉水滩梅鹿苑前新建一座足浴池，2008 年曾尝试推出土耳其鱼鱼浴项目，后因供水问题暂定一年，2010 年夏季始拟继续推

出。土耳其鱼是一种热带鱼，有食肉习性，用来足浴会啃食脚上的老皮肉，给游客产生一种麻痒的感觉。受到许多游客的欢

迎。 本项目是收费项目，每人 5 元。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温馨提示 
① 漂流受天气影响比较大，去漂流之前，要查看一下天气预报。  

② 随身不要佩戴贵重首饰或大量现金。 

③ 请携带防雨、防晒、防叮咬用品及常用小药品。 

④ 出门在外，安全第一，请不要自行参加行程以外的具有一定危险的活动。  

⑤ 出游时请尽量穿运动鞋、平底鞋（最好不要穿新皮鞋、高跟鞋、硬底鞋）。  

⑥ 漂流时不要站立，不要坐船舷上。遇急流时双手抓住皮筏艇两舷的安全带，切勿将手脚伸出舷外。  

⑦  请您带好您的有效证件（记者证、军官证、伤残证、老年证）， 必要时请在购票前向导游或售票人员出示。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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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到达浙西大峡谷 

汽车 
杭州方向——浙西大峡谷 

在杭州乘公交或打的到古荡或杭州汽车西站（西溪路 112 号）

乘 K598 至临安汽车西站，票价 10 元，约 40 分钟； 

转乘临安至昌北方向（岛石、上溪、新桥等方向）的车，每日 6

点 30 分或 12 点钟均有发车。 

游客可以在大峡谷镇政府所在地太平桥镇下车，票价 10 元。 

昌化比临安更接近大峡谷，也可在杭州汽车西站乘杭州直达昌

化的车，然后在昌化西站乘中巴，可达大峡谷太平桥镇。在昌

化打的前往，30 元左右。 

上海方向——浙西大峡谷 

上海到临安 3 个半小时左右。上海公兴路的老北站有车直接到

临安或昌化。到临安的车是下午 2:10，直接到昌化的车是下午

4：10。 

上海南站长途汽车站 9：55 和 15：05 有车直到临安。 

上海长途汽车客运总站 9：10 分也有车直达临安。 

在临安 6:40 有车直接到达大峡谷门楼。 

南京方向——浙西大峡谷 

在南京东站每天 10:00 有一班车开往临安，总的行程约 333 公

里，行程时间约 6 小时 30 分钟，到达临安后可住宿一晚，第二

天早上可在临安西站乘坐 6:40 开往仁里方向的车在大峡谷门楼

下车，售票后改乘景区中巴游览大峡谷。 

苏州方向——浙西大峡谷 

在苏州的南门汽车总站每日 7:00、12:40 各有两趟车开往临安，

行程约 4 小时，到临安可在新车站乘到仁里、岛石、新桥方向

的车，然后在大峡谷门楼下车，购票后可乘景区中巴车游大峡

谷。 

 

 

 

 

 

 

 

 

 

 

 

 

 

 

 

 

 

 

 

 

 

 

 

 

 

 

 

 

 

 

 

 

 

 

 

 

 

自驾车 
宁波——浙西大峡谷 

直接上宁波到杭州的高速，到萧山后走绕城高速到留下出口下，

再走 02 省道，往安徽方向开，到龙岗后右拐 3 公里便是大峡谷

门楼。 

绍兴——浙西大峡谷 

走杭甬高速，到萧山走绕城高速，留下出口下，再走 02 省道，

往安徽方向开，到龙岗后往右拐近 3 公里便是大峡谷门楼。 

无锡——浙西大峡谷 

走锡宜高速，换杭宁高速，走到德清下，改走 104 国道，过彭

公，长乐桥到临安，临安再走 02 省道到昌化，再行驶 20 分钟

便到了龙岗镇，在龙岗右拐近 3 公里便是大峡谷门楼。 

上海——浙西大峡谷 

走沪杭高速在杭州北出口下，过留下收费站走 02 省道（未来的

杭徽高速）临安方向也就是安徽黄山方向走，途经临安、昌化，

至龙岗右拐约 3 公里，便是大峡谷门楼。 

南京——浙西大峡谷 

走杭宁高速在杭州北出口下，过留下收费站走杭徽高速，往安

徽方向开，到龙岗镇后往右拐近 3 公里便是大峡谷售票门楼。 

苏州——浙西大峡谷 

A 线：苏州出发走苏嘉乍高速，到达嘉兴区域后改走沪杭高速，

在杭州北下高速，过留下收费站走杭徽高速，往安徽方向走， 到

龙岗镇后往右拐近 3 公里便是大峡谷售票门楼。 

B 线：苏州—平望—湖州—彭公—长乐桥—临安—昌化—龙岗

—大峡谷门楼 

注：A 线的费用较高，B 线是 A 线的二分之一，且时间差不多。 

一起游杭州旅游攻略 
更多交通详情：如何到达杭州  机场大巴   机场停车位网上预订   租赁自行车 

更多景点详情：西湖三十景  乌镇   杭州名人故居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  千岛湖 

更多美食详情：杭帮盛宴  传统名小吃集中地  美食街罗列  杭州百年传统老店 

更多购物详情：杭州河坊街  武林广场 CBD  信义坊商业步行街  南宋御街 

更多路线详情：西湖环游行程设计   杭州三日游特写   西湖环线游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3301_3.html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3301_3.html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3301_3.html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3301_3.html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3301_3.html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3301_3.html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3301_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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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推荐 
白水涧—柳溪江漂流—浙西大峡谷 两日游 

D1 白水涧：龟王醉酒、鉴真古道、悬桥通幽、仙谷瑶池、白水人家、绝处逢生、苍鹰问天、古池仙桃等。 

   柳溪江漂流：乘竹筏（或快艇）进行漂流，两岸青山壁立，绿竹成荫，芦苇丛丛；江中碧水荡漾，彩石斑斓，游鱼可数。 

D2 浙西大峡谷：车游鸬鹚潭、吊水岩、剑门关峡谷风光，游龙井峡、柘林瀑、白马崖、老碓溪金鲤石、娃娃鱼池、白龙潭等。 

 

青山湖—柳溪江漂流—浙西大峡谷 两日游 

D1 太湖源：十里龙须峡谷、白沙听涛、指南天池 

   青山湖·八百里风情岛：树在水中长，船在林间行，鸟在枝上鸣，人在画中行 

D2 浙西大峡谷：鸬鹚潭、吊水岩、柘林瀑、剑门关、社门湾、狮象湾、白马崖等。 

 

浙西大峡谷—神龙川景区 两日游 

D1 游览著名的浙西大峡谷风景区，欣赏清山绿水的绝佳景色，老雉溪，柘林瀑，剑门关，尽情游览。晚餐，入住酒店。 

D2 神龙川景区：神龙川景区有绿色王国、清凉世界、山水画图、知识宝库之称，景色宜人。 

游览怡乐园、卧龙溪、清凉界、神农台、小华山五大景区，下午双溪漂流后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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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查看更多临安市内酒店 
临安上海故事龙岗山庄 

 

 

房型                同程价 

标准间                158 元 
大床房                 16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景区附近酒店 

[1368luhecri] 酒店很安静，性价比蛮高的，

吃饭交通等都还蛮方便的。 

[13952gxjvaw] 出入方便，环境好，停车方

便，房间干净，物有所值。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临安青松岭假日大酒店 

 

房型                 同程价 

单人间                   128 元 
双人标间                128 元 

小木屋标间             160 元 

小木屋单间               16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景区附近酒店 

[136rkfyn966] 房子很有特色，像悦来饭店，

老板和老板娘人很好，特豪爽。 

[13100lxivhg] 酒店很干净，老板娘总过来问

我们需要什么的，让我都有家的感觉了。这边

玩的也很 high，景区附近的话，选他们家性

价比还是很不错的。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临安十门峡大酒店 

 

房型                 同程价 

大床房（内宾）           270 元 
榻榻米式双标间（内宾）  270 元 

双标间（内宾）            270 元 

豪华套房（内宾）      128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景区附近酒店 

[13817fjwove] 干净 、 整洁 、房 间 很大 ，景

观房，周围环境很好。还有些许新装修的气味。 

[13586oweklk] 酒店设施不错，新装修，景

点入口，深山中，宁静优雅空气好，夏天避暑

胜地，值得推荐！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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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昌化三石 

石斑鱼 

当地人叫它“石斑佬”，为昌化溪中的一种淡水鱼，又名“薄额光唇鱼”。通体有斑状花纹，喜在暖水中群居，食性广。大多

生活在深潭底下或者躲在石洞之中，大峡谷水流湍急，水质环境极适宜它们的生息，因此白天很难在这里觅到它们的“倩影”。

石斑鱼生长很快，3-4 个月即可捕获，形体不大，嘴小，身子胖乎乎的，最多为三、四两重左右。其肉质细，味鲜美，无腥气，

用石斑鱼作菜肴，无须刮鳞，煎炸、清煎、沌汤都可。 

石斑鱼蛋白质含量很高，而脂肪含量低，除含人体代谢所必须的氨基酸外，还富含多种无机盐和铁、钙、磷以及各种维生素，

尤其适合妇女产后食用，另外它还有一个雅称，叫“美容护肤之鱼”。去浙西大峡谷游玩的女性游客可以尝一尝这一美容护肤

圣品哟。 

 

石鸡 

石鸡也叫石蛙，肉质细嫩鲜美、营养丰富，具有很高的清凉解毒、滋补强身之功效，食用价值及医用价值均非一般，是南方

丘陵山区名贵的水产品之一。无论是红烧，还是清蒸，其鲜香美味，足以胜过各种家畜鱼禽。如果在烹饪时，保留石鸡皮，

则风味更佳、营养更高。尤其一道“清蒸石蛙”，盖碗清蒸，清汤见底、不失原味，香气浓郁、味鲜肉嫩。 

 

石耳 

石耳体扁平，呈不规则圆形，上面褐色，背面为黑色绒毛，为地衣植物门植物。因其形似耳，并生长在悬崖峭壁阴湿石缝中

而得名。石耳含有高蛋白和多种微量元素，是营养价值较高的滋补食品，有养阴止血之功效，对身体虚弱或病后体弱者的滋

补效果最佳，十分珍贵。石耳的采摘难度极大，需冒着生命危险沿悬绳垂爬才能采到，所以产量不高，是一种稀有的名贵山

珍。 

 

野味 
浙西大峡谷林木茂密，常有村民会打到野货，有野兔、野猪等，偶尔尝一下鲜还是不错的。 

至于鸡和鸭，野生的不多，比较推荐当地农家自家养的走地鸡/鸭，烹饪时不用放一丁点味精，味道就已经鲜美异常了。 

 

特色小吃 

梅干菜饼 梅干菜很鲜美，配上肥猪肉和葱花，烤制后一点都不肥腻，很香。 

昌化豆腐 相传很久以前，这一带地区由于交通不便，生活艰苦，每逢过年，只能做些豆腐充当好菜。为便于存放，将豆腐

卤成咸辣味，然后铺上稻草用文火烘，这样重复几次，使豆腐干色如棕栗，其独特的制作方法便形成了独特的风味。 

昌化刀切面 面条筋道，纯手工压制，汤汁鲜美，配菜都是先下锅煸炒后再下汤生煮面条。配菜的选择很多，最有特色的就

是笋干、豆腐干了。 

昌北泡菜 昌北地处高寒，冬天绿菜不长，昔时当地居民都把丰产时收获的萝卜，豇豆，黄瓜，豇豆等用盐水泡在大缸中腌

起来，制成泡菜，放到冬天来享用。风味独特，没有添加剂，绝天然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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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信息 
如有批评建议，请至我有建议留言。  

本攻略将不定期更新，下载最新攻略请至一起游浙西大峡谷攻略。  

查看更多旅游攻略信息请至一起游旅游攻略。  

版本信息 
本攻略 PDF 版已得到 Adobe Acrobat 官方认证，本攻略最终解释权归一起游所有。 

加入微信 
欢迎您加入一起游微信（打开微信，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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