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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崇礼滑雪分布图

河北滑雪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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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乐美地滑雪场

   

1、雪场简介

多乐美地滑雪场北京(图片由网友 @大王是我快开门 提供)

多乐美地滑雪场是距离北京最近的高山天然雪度假胜地，从北京出发两个半小时即可到达。该滑

雪场由世界上最大的滑雪装备生产公司意大利莱特纳公司，和世界最大的现代化滑雪区经营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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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美地超级滑雪集团联合兴建，具有国际品质。多乐美地滑雪场被9座2000米以上的高山环绕，地

势从海拨1500米跨跃至2174米,雪地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厚度1.5米以上的天然积雪和长达150多

天的存雪时间，形成了难得一见的天然雪脉。

滑雪流程：购票 → 领取雪服 → 领取更衣柜 → 更换雪服 → 更换雪鞋 → 领取雪板 → 调试雪板 →

选择雪杖 → 上雪道

地址：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县四台嘴乡喜鹊梁

电话：0313-5696006

订票：4000-801-810

hotline：13811357900

传真：0313-5696007

网址：www.duolemeidiski.com

营业时间：

平日：9：00-16：30

周末、假日：8：30-17：00

门票：

滑雪票收费标准（不含雪具） 

 

雪具租赁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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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套票收费标准

旅人提示：

1）租赁押金:600元/套,包含雪板、雪鞋、雪杖、头盔、雪服、手套和柜子，超时15分钟以上自动

升到下一个计费时段；

2）有效证件: 身份证、驾驶证、护照（需与押金同时使用）；

3）各种服务超时10分钟以上自动升到下一个计费时段；

4）1.4米以下（含1.4米）按儿童标准计费,滑雪票和雪具租赁套餐均按照门市价5折结算；

5）1.5天和2天滑雪票必须连续使用，1天滑雪票不允许跨天使用；

周末1.5天滑雪票是为周六日连续滑雪者设计，在平日使用属自愿行为不补差价。

滑雪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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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乐美地滑雪卡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2、交通

直达班车

北京—多乐美地滑雪场：每周发车，全程高速，往返130元（单程票也为130元）。

发车地点：惠新西街南口地铁站B出口 

北京至多多乐美地班车时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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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车地点

自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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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线路图

从北京自驾到多乐美地滑雪场，全程约25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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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线路：北京出发—京藏高速公路—张承高速公路—崇礼南出口下高速—多乐美地滑雪场

高速路况咨询电话：

京张高速：0313-6229977

东花园：0313-6855254

怀来：0313-6800000

宣化：0313-6084444

八达岭高速：010-67632672

旅人提示：从北京至雪场全程高速费100元(小车)

公交

北京北郊长途汽车站每天有长途客车发往崇礼县，也可选择在永定门或西直门长途汽车站乘“京

张专线”至张家口，由张家口转乘中巴车至崇礼。此外，六里桥汽车站每天也有发往张家口的长

途客车。

北京北郊长途汽车站至崇礼客运站

发车时间：7：30；8：00；14：00

返程时间：6：40；8：30；14：30

票价：75元/人+1元保险

公交信息：55、305、315、618、727、819、845、939祁家豁子站

崇礼县客运站电话：0313-4612909

永定门或西直门长途汽车站

发车时间：半小时一班

票价：67元

张家口至崇礼中巴票价：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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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至崇礼汽车信息

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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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至张家口火车信息

从北京至张家口，也可以选择乘坐火车，时间一般在3小时左右，然后由张家口坐巴士或打车（约

50公里）至崇礼县，然后打车至滑雪场。

张家口至崇礼县巴士信息：

如果是在张家口南站下车，可以乘坐10路车到西沙河长途汽车站；如果是在张家口北站下车，可

以选择2路车到西沙河长途汽车站，票价皆为1元。然后从西沙河长途汽车站坐车到崇礼县。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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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雪道

雪道示意图 

多乐美地滑雪场雪道信息图

多乐美地拥有总长度超过8公里的初、中、高级滑雪道、猫跳道和波浪道，是国家级滑雪训练基地

之一。

建成的雪道以意大利著名城市命名：罗马道、帕尔玛道、都灵道、佛罗伦萨道、米兰道、博洛尼

亚道、那不勒斯道、西西里单板公园、比萨树林公园。

雪道数量

多乐美地滑雪场共有9条滑雪道，总长8100米，其中1条为初学者雪道，5跳为中级雪道，2条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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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道，剩余1条为单板雪道。

雪道信息

初学者雪道：

罗马道是多乐美地初学者滑雪道，长度500米，垂直落差40米，平均坡度为5，非常适合初学者练

习。

中级滑雪者雪道：

高级滑雪者雪道：

佛罗伦萨道和比萨树林公园适合比较资深的滑雪者，其中佛罗伦萨道长800米，宽度为60米，垂直

落差300米，平均坡道达到18度；比萨树林公园全长300米，宽度为20米。

单板雪道：

西西里单板公园道是专为单双板公园爱好者开辟的雪道，该条雪道总长300米，宽度30米。

   

4、设施与装备

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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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高速防风箱式缆车

特别推荐国内雪场首部六人高速防风箱式缆车，由滑雪设备生产商LEITNER公司提供。缆车全长1

328米，净高308米，最快速度每秒5米，4分25秒可到达山顶，运力1400p/h缩短了等待缆车的时间

，没有排队的苦恼，没有寒冷的包围，有的是安全和快速！在雪上跳跃驰骋的空间将会大幅度扩

充，人们可以尽情地享受冬天的快乐。更可全家一同享用，便于安全上下。

雪具：

多乐美地拥有两条进口魔毯，每条200米，对于初学者和儿童来说，非常安全，让您在不慌不忙中

体验滑雪的乐趣。

教练：

多乐美地滑雪学校目前教练人数超过30人，全部由有英语口语基础的资深国家级滑雪教练但当执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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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娱乐项目

多乐美地滑雪场建设有单板公园、树林公园和儿童乐园等多种滑雪娱雪区。

玩在多乐

踏雪漫步、 雪地飞碟、 滑翔伞、 大脚滑雪。

儿童乐园

欧式儿童教学理念中国首家专业儿童滑雪学校，采用欧洲进口bigfoot skiboards 和Snow board器材

由专业教练带领小朋友们进行互动游戏，在游戏中小朋友学会平地滑雪、雪地追逐、穿越障碍等

本领。另外还设有雪地城堡和温暖的魔幻屋，设有巧克力和冰激凌工厂等游乐项目。

   

6、餐饮服务

多乐美地雪场共有四个风格各异的餐厅和酒吧，提供意餐、西餐、韩餐和中式火锅。

雪绒花餐厅

提供中西美食，特别是纯正的意大利批萨配意式奶酪和熏肉、红酒、音乐、皑皑的雪山，使您沉

浸在曼妙的阿尔卑斯时光里。

雪涮吧火锅店

一个让你从心底热起来的地方、雪地火锅满足你的自助欲望。

意时光快餐厅

羊肉串、关东煮、石锅饭、中式、韩式、意式快餐想多快就有多快。

勃朗屋山顶餐吧

雪山之巅的驿站，品尝咖啡俯视雪山谈天论地的好去处。

   

7、住宿指南

                                               17 / 55



�������

崇礼滑雪圈

多乐美地酒店式公寓是全国首家位于滑雪场内的旅游地产项目，四星级酒店式公寓依山而建，距

雪场缆车站仅50米，距雪具大厅70米，126间客房，每套房间的卧室、厨房、浴室设备齐全，提供

送餐、洗衣、Internet服务，24小时热水供应，还有会议室和多功能厅设置。

预定电话：4000-801-810

参考价格： 

此外，距离多乐美地滑雪场1.5KM的塞北滑雪场提供住宿的，但是条件都不太好，建议返回崇礼

县住。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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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沿途温泉

赤城温泉也称“汤泉”，史称“关外第一泉”。赤城温泉泉水具有医疗作用，分总泉、胃泉、眼

泉、气管炎泉，不同的泉水可治疗不同的疾病，该温泉水温最高可达68℃，属高温弱碱，水中并

含有钠、钾、钙、镁等29种对人身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赤城温泉的人均消费只有200元左右，

性价比极高。在崇礼的客运站有班车直达赤城。

   

9、旅人提示

1）如京张高速路况不好，可走崇礼－赤城－北京线，全程最多4小时。

2）一名单板教练最多只限于教学员4人。

3）卫生间比较少，人多了需要排队。

4）餐厅比较小，吃得比较少，食物单调。

5）雪道有一些偏坡，初学者要控制好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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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云顶乐园滑雪场

   

1、雪场简介

云顶乐园滑雪场

密苑�云顶乐园位于素有京西后花园之称的张家口市崇礼县境内，地处太行山和燕山交会的大马

群山之中，是目前是我国华北地区投资规模最大、规划区域最广、设计理念最新、服务理念最人

性化的旅游胜地。云顶乐园属高山寒区，年平均积雪厚度70厘米，雪厚达1-2米，深处可达3-4米

，积雪时间从十月下旬至次年三月份。风力小，少风沙，无污染，雪质、雪量和雪期都达到最佳

状态。为了确保雪质雪量的稳定，雪场投入巨资购进了意大利天冰M18、T40以及美国北极豹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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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一线品牌造雪机，让滑雪道每天都以最好的状态迎接雪友们的到来。

地址：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县三道沟、四道沟内

服务热线：400-168-1234

电话：0313-7688888转8000

网站：www.secretgardenresorts.com

市场部E-MAIL：mar.d@secretgardenresorts.com

门票：  

云顶乐园滑雪场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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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卡价格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2、交通

自驾

自驾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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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路线：北京-京藏高速公路—张承高速公路—张家口—崇礼南口（出口）—云顶乐园滑雪场

详细自驾线路

公交

公交信息可参考多乐美地滑雪场交通信息。

   

3、雪道

雪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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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顶乐园滑雪场示意图

雪道数量

2012－2013年雪季，“云顶滑雪中心”将会开放初、中、高级雪道35条，滑雪面积达80余万平方

米，并配置2条4人高速缆车、1条箱椅混合高速缆车以及1条初级魔毯。

初级道有“山丹丹花道”、“翠菊花道”和“雪绒花道”；中级道有“蒲公英道”、“芍药花道

”、“薰衣草道”和“紫丁香道”；高级道有“金莲花道”、“银莲花道”、“野玫瑰道”和“

狼毒花道”，其中“金莲花”和“野玫瑰”两条高级道更是已获得国际雪联赛道认证资格。各种

级别的雪道可以满足不同层次滑雪爱好者的需求：初级道开启初学者的滑雪之旅；中级道进一步

夯实滑雪技能；高级道充分体验滑雪的刺激和快感。

   

4、设施与装备

云顶滑雪中心的雪具大厅为滑雪爱好者准备了1400多套所罗门、沃克品牌高级雪具，另有艾斯匹

克滑雪服、头盔等装备可供租用。云顶乐园滑雪中心将提供3条脱挂缆车、两条魔毯和一个拖迁等

设备。

1号缆车是吊箱和吊椅混合式的，全长1815.19m，上下站垂直落差394.7m，每秒0-5米，每小时可以

运载2400人。

5号缆车是4人电加热防风吊椅式缆车，全长562.38m，上下站垂直落差70.2m，每秒0-5米，每小时

可以运载2025人。

6号缆车是4人电加热防风吊椅式缆车，全长1156m，上下站垂直落差281.7m，每秒0-5米，每小时

可以运载2220人。

两条魔毯，其中一条全长242.8m，每秒0.6-1.2米，

每小时运载1500人。另条全长150米，每秒0.6-1.2米，每小时运载14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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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和半封闭缆车的提供，不仅能让您在温暖和舒适的环境下欣赏大自然的风光和滑雪者的英姿

，更能将您乘坐固定抱索器缆车每秒1.7米的速度的效率了两倍以上。当然，魔毯是国际和国内初

级滑雪者最理想的提升设备了。

   

5、娱乐项目

云顶乐园为少年儿童们量身打造了国内首屈一指的滑雪教学和娱雪公园。教学区内设计了以滑雪

游戏为主的各种小主题目标（过交通路障、丁丁历险等等），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让孩子们在

愉快、安全的“探险”中，慢慢的掌握滑雪的技能，喜欢上滑雪。

丰富的娱雪项目：设计有几种难易度线路的小雪山，孩子们可以攀爬上去，滑梯下来；还有雪雕

创造区——孩子在家长或教练们的带领下，在一个宽阔区域内来创造雪的雕塑产品，共同创造雪

雕公园；较为刺激的娱乐就是雪地滑圈了，设计了大约5000平米的滑圈场地，并配置了魔毯进行

运输，孩子们将在宽阔的雪地上自由的放飞激情。

为了孩子们能快乐的喜欢上滑雪，学校还单独成立了儿童滑雪俱乐部，配备了资深的管理人员和

专业的儿童滑雪教学教练。他们除了设计了初级的儿童娱雪区外，还将设计中级和高级的娱雪场

地，目的就是让他们一直在玩的环境下享受大自然的魅力。

在室内，也为滑雪的儿童们设计了单独的休息区域，设有儿童专用卫生间、休息桌椅、电视、热

饮、存放衣架和鞋架等，以及一些儿童娱乐的玩具等。在酒店内，还有更大和更迷人的儿童游戏

和娱乐场所！

此外，雪橇车和雪上飞碟更是为雪上娱乐项目平添了无限光彩。

   

6、餐饮服务

Impressions

Impression 带给您高雅而时髦的现代印象，在经过洗练的气氛中和情人好友一同用餐，感受宾至

如归的温暖氛围。

以21世纪印象派为主题，让您在散发新世界魅力的现代化餐厅品尝精致美食。才华横溢的大厨运

用他不拘一格的创作灵感，把来自世界各地的食材发挥得淋漓尽致。

                                               27 / 55



�������

崇礼滑雪圈
恰到好处的伊比利亚腌肉火腿，顶级鱼子酱，边桌设计为您的夜晚增添丰富多彩的气氛。另外也

提供足够容纳12位宾客的私人用餐空间。

Impressions Lounge

Impressions Lounge是特别为行政套房的客人与贵宾设立的休息室，您能随时到此享用精心准备的

饮料与晚间点心。

享用最高级的雪茄烟乐趣，走进步入式酒窖，自由选择从世界各地进口的美酒，在品鉴会上与不

同的葡萄酒生产商和业内专家相互交流品酒心得，在举杯共饮中度过愉快的夜晚。

Sports Bar

Sports Bar在宾客座位附近提供了8台电视，不停播放中日韩热门的运动竞赛与现场体育赛事，想看

什么比赛全都不会错过！更为您提供空中曲棍球，足球与其他游戏，想必热爱运动的您一定不会

错过这样一场盛会。

酒吧内有供应当地啤酒与来自纽约，伦敦，韩国与日本最新流行的特调鸡尾酒，让您走在时代最

尖端！美食方面更有新鲜生蚝和牡蛎壳，搭配得意的美食美酒让您尽情享受！

Sports Bar更把空间一分为二，宾客能坐在安静舒适的大厅里，喝杯热饮料，享用可口的下午茶，

现场弹奏的钢琴乐曲将带您脱离尘嚣，亲身放松属于您安然自得的惬意时光。

走进迷人的夜晚时分，气氛瞬间转换！DJ现场在舞台上播放最流行的曲目，人潮涌动，热闹非凡

。在鲜艳明亮的灯光辉映下，欢迎您尽情展现热情奔放的party时光，感受五光十色的魔力。

All Bar

All Bar充足的光线与通风环境为您设立良好的用餐空间，吧台更提供本地及国际啤酒与来自球各

地的酿酒桶与吧台小吃。

在冬季期间，露天阳台上更会建立一个被飞雪冰块包围的伏特加酒吧。呼吸高山清新空气的同时

，在斜坡上与三五好友玩耍，尽情享受与好友疯狂玩乐的乐趣。

自助早餐是您开始美好一天的理想场所，提供您中西式的食物选择。食物柜台上供应您全餐、咖

啡、糕点甜点等。现场更有厨师为您现场烹制早餐，不管是煎蛋、午餐时间的汉堡包和每日特餐

等等，丰富的选择让您大饱口福。

在日光通透，气氛温馨的All Bar里，于我们特设的长桌享受美味早餐的同时，也许还有机会结识

新朋友呢。与家人慵懒地坐在休闲椅上，吃着早餐喝杯咖啡，亲身感受阳光的亲吻。美好的一天

，莫过于于此。

                                               28 / 55



�������

崇礼滑雪圈
准备开始今天的旅程？外带一份咖啡或冰淇淋在旅途上宠宠自己吧，或品尝新鲜的牛角面包、丹

麦和法式点心，也别忘了自制的诱人巧克力。午餐和晚餐时间，更提供您许多优质美食，包括当

地佳肴与深受大家喜爱的东南亚创意菜品。再加上无法被遗忘的美味三文治与蔬菜沙拉、馅饼和

每日特餐。对于那些寻找可口美食和活跃气氛的宾客，绝对少不了All Bar。

Beach Café

踏入这家50年代复古餐厅，就能感受浓浓的怀旧魅力。您可在干净舒适的环境下采取自助式服务

，并快速体验美味餐点与独具一格的良好服务。

餐厅为您准备了精选的美食口味，包括汤面，各式套餐，地方菜肴，预先准备包装好的沙拉和三

文治，美味甜点等等。Beach

Cafe除了开放让宾客享用团体早餐，午餐与下午茶之外，也作为云顶酒店员工的职员餐厅。

The BBQ

The BBQ位于Beach Cafe的其中一部分。它的特别之处就是能够随着流动式窗帘的改变，创造出各

种大小不同的空间，让您在创意十足的用餐环境下享用美食！

The BBQ拥有秀色可餐的西餐，各式各样的亚洲烧烤美食，意大利面儿童餐与自助式的沙拉与各

种汤类选择。The BBQ提供您各种酒类饮品。美食将热腾腾地送上桌子，供您在夜间享用吃到心

满意足。赶快召集好朋友來尽享美味，尽情享受The BBQ的气氛！

Old Beijing

老北京非常荣幸能成为密苑.云顶酒店众多美食中的一份子。老北京是间家庭式餐厅，提供您个人

迷你火锅与美味面食。菜单上的选择应有尽有，如：各种肉片、新鲜鱼、海鲜与本地蔬菜等等。

您也可以在露台阳台上大快朵颐享用热腾腾的火锅，在愉快的氛围中用餐的同时，还可欣赏到无

与伦比的风景，保证您食欲大开。老北京的装潢设计更体现出打造绝佳环境的诚意，横梁与拱形

天花板、壁炉，再配合当代中国艺术品，可说是下足心思。划分成若干私人用餐室，想要个人迷

你火锅或全家共享一锅式火锅，老北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提供国际与本地啤酒、中国白酒、精选中国茶等，各种饮料与美食带给您无尽享受。

Genting Palace

Genting Palace气派非凡的室内装潢为中国风添加了一丝摩登气息。您可尽情享用特色的广东菜肴

与中国菜色，如：鲜鱼、鱼翅、鲍鱼、烤肉烤鸭等等，保证大大满足味蕾。经验丰富的专业大厨

以健康养生的烹制方式把最鲜美的食材变成一道道美味佳肴，竭尽所能为您提供无与伦比的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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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

有了丰富美味的佳肴，怎么能少了美酒呢？专业的服务人员为您献上精选美酒，中国极品白酒与

品质上等的中国茶，将真正的广东式中餐呈献给您。

Genting Palace被划分为公共餐厅与休闲高雅的酒吧，让您在餐前餐后都能享受醇香的美酒，增添

用餐体验的愉快。更提供15间私人用餐室，能够容纳4至24人，您能够在不被打扰的情况下享受美

酒佳肴。Genting Palace崭新的餐厅氛围等待您的大驾光临。

   

7、住宿指南

在美丽无比的云顶乐园里，拥有五星级标准的密苑�云顶酒店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您能够在蔚

蓝的天空下享受冬季滑雪运动的快乐，还能在环境幽人的高山上呼吸清新空气。

预订电话：0313-4777777

房型及价格 

冬季套餐

标准套餐

2天1晚 套餐价格：1158/人

3天2晚 套餐价格：2358/人

4天3晚 套餐价格：355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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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套餐

2天1晚 套餐价格：1458/人

3天2晚 套餐价格：2958/人

4天3晚 套餐价格：4558/人

预订电话：0313-4768929 [09:00 - 17:00]

备注：

1）2天1晚套餐包含：房间+早餐+滑雪票+欢迎派对

3天2晚套餐包含：房间+早餐+滑雪票+欢迎派对+欢送派对+欢迎饮料

4天3晚套餐包含：房间+早餐+滑雪票+欢迎派对+欢送派对+欢迎饮料

2）每个房间为4人合住

3）如若您需要双程接送，我们以成本价为您提供舒适安全的交通工具供您乘坐（15人以上）

4）另为您准备了滑雪训练、主题派对、烧烤晚会等多种娱乐项目，可供您自由选择

5）标准套餐为 每周日12:00至每周五12:00，周末套餐为 每周五12:00至每周日12:00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8、旅人提示

1）联通的手机在这里信号非常差，请提前周知。

2）云顶的缆车非常棒，不要错过。

3）点餐系统比较先进，点玩餐后会给你一个电子提示器，当提示器灯亮后表示饭菜已好，可以去

取。

4）休息区提供免费的热水和杯子。

5）因为是新开的滑雪场，配套设施正在逐步完善。

6）护网不是很结实，新手利用护网制动时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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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万龙滑雪场

   

1、雪场简介

万龙滑雪场多(图片由网友 @小桥流水人家 提供)

万龙滑雪场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县红花梁区域内，为国内首家开放式滑雪场，占地面积30平

方公里，最高处海拔2110.3米，垂直落差550米。距北京市249公里，距张家口市6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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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县红花梁

联系电话：400-6822-999

咨询电话：0313-4785111

网站：www.wlski.com

传真：0313-4619999

营业时间：

8：00-17：00

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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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具单项租赁价格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2、交通

直达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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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车线路：

万龙滑雪场←→北京工人体育场北门

万龙滑雪场←→北京首都机场/南苑机场

万龙滑雪场←→张家口火车站/南站、汽车站

发车时间及地点

北京发车时间及地点：

周一至周四以及周日 07：30 发车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北门

周五、周六 07：30 19：00 发车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北门

接机及包车的发车时间及地点，根据预定者需求确定

张家口发车时间及地点：

周一至周日 07：00 发车地点：张家口火车站、南站、汽车站

包车的发车地点及时间，根据预定者需求确定。

返程班车发车时间及地点：

周一至周日 17：00 发车地点：双龙酒店门口或雪场2号停车场

到达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北门

包车及送机的发车时间及地点，根据预定者需求确定

班车价格

北京普通班车： 

3人以上统一 100元/人/单程

包金杯车 600元/单程

包金龙车 2600元/单程

接/送机班车： 

1~2人 300元/包车/单程(此价格仅限接/送机)

3人以上统一 100元/人/单程

张家口普通班车：

1~2人 100元/包车/单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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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人 30元/人/单程

20元/人/单程

包金杯车 300元/包车/单程

包金龙车 600元/包车/单程

北京班车预订电话：010-65536830/31（提前两天）

张家口班车预订电话：0313-4618888转前台（提前一天）

返程班车预定电话：0313-4618888转前台（提前一天）

自驾：

除乘坐万龙滑雪场班车外，从北京前往万龙雪场的另一个方式便是自驾，北京至万龙滑雪场高速

全程约250公里。

自驾线路：北京-八达岭高速-京张高速-张家口-崇礼南口（出口）-万龙滑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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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至万龙滑雪场高速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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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京绕行线路图

公交

公交信息详见多乐美地滑雪场交通信息。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3、雪道

雪道示意图

                                               41 / 55



�������

崇礼滑雪圈

万龙雪场雪道示意图

雪道数量

万龙滑雪场目前已开发建成初、中、高级滑雪道共计22条，总面积90余万平方米，而且每条雪道

都配备了完善的造雪系统。

雪道信息

初级道2条：游龙道、卧龙道；

中级道4条：玉龙道、小龙道、娇龙道、酷龙道；

高级道16条：金龙道、银龙道、炫龙道、飞龙道、威龙道、中华龙道、腾龙道、猛龙道、恐龙道

、秘龙道、云龙道、海龙道、风龙道、霜龙道、雪龙道、逸龙道。

                                               42 / 55



�������

崇礼滑雪圈

万龙雪场雪道信息

   

4、设施与装备

雪具

万龙滑雪场雪具大厅内存储了1400多套全新所罗门（SALOMON）品牌高级雪具，适合各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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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滑雪者使用，另有部分全新单板和头盔，以及滑雪服、衣柜和雪上飞碟等装备设施可供租用，

满足了不同顾客的需求。

索道

万龙滑雪场共有4条索道和1条魔毯。4条索道的具体情况：

1号索道：双人吊椅式索道，位于玉龙道下段，长750米，运速为2米/秒，单位时间运力800人/小时

；承载的雪道有：玉龙道下半段、酷龙道。

2号索道：双人吊椅式索道，位于金龙道上段，长950米，运速为2米/秒，单位时间运力700人/小时

；承载的雪道有：金龙道、银龙道、玉龙道、小龙道、腾龙道、猛龙道、威龙道、飞龙道、游龙

道、中华龙道、炫龙道、恐龙道、秘龙道、风龙道、霜龙道、云龙道、雪龙道和海龙道。

3号索道：四人吊椅式索道，位于威龙道左侧，长760米，运速为2.25米/秒，单位时间运力1600人/

小时；承载雪道有威龙道、小龙道、猛龙道、炫龙道和腾龙道

4号索道：本雪季新增索道，为四人吊椅式索道，其位于金龙道上段，长960米，与2号索道并排，

运速为2.25米/秒，单位时间运力 1500人/小时；承载雪道有：金龙道、银龙道、玉龙道、小龙道、

腾龙道、猛龙道、威龙道、飞龙道、游龙道、中华龙道、炫龙道、恐龙道、秘龙道、风龙道、霜

龙道、云龙道、雪龙道和海龙道。。

5号索道（今年新增索道）：四人吊椅式索道，位于三索下部，云龙道右侧，长950米，运速为2.25

米/秒，单位时间运力1500人/小时；承载雪道为海龙道和逸龙道。

魔毯：位于卧龙道右侧，长280米，运速为0.61米/秒，单位时间运力1000人/小时，承载的雪道有

：卧龙道。

教练

万龙滑雪场滑雪学校分VIP教学部和大众教学部两个部分。万龙滑雪场的教练员主要来自于三大

区域，东北、吉林及崇礼县本地。他们都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及娴熟的滑雪技能。

VIP教学部现拥有四位VIP导师，服务于万龙滑雪场的VIP客户及大众雪友的公开课教学。

大众教学部现拥有教练员80余名，万龙滑雪场每年根据教练员的技术水平及教学经验对教练员进

行考核定级。 

   

5、餐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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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龙有个1400平方米的观赏型快餐厅，有丰富的食物选择，连烤全羊和烤羊腿都有提供，山顶红

花梁处有一座芬兰雪地木屋，可以品美味、赏雪景、喝咖啡。

另外，万龙滑雪场内的双龙酒店双龙美食轩中餐厅，既有豪华高雅的大厅，又有风格各异的包房

，可容纳200多人同时用餐。健康、自然的绿色菜肴是餐厅的主推菜，同时兼有厨艺高超的四川厨

师的拿手川菜以及各种传统小吃，南北美食汇聚一堂，定让您食指大动，一饱口福。

双龙酒店白桦林西餐厅以白桦林为背景，精美的西式餐点为主推，身在其中，让您倍感温馨浪漫

。中、西餐厅秉着高品位的用餐环境、大众的消费水平为旨，是您赏美景、享佳肴、论人生的绝

佳之地。

浪漫休闲的咖啡厅、风情高雅的西餐厅和极具东方魅力的中餐厅，端坐在剔透的落地窗前，俯瞰

红花梁全景和窗外烧包们超炫的滑雪动作，口中品尝着佳肴美味，置身于银色的世界，贵族般的

享受，让您其乐融融。

   

6、住宿指南

滑雪场内：双龙酒店（4星） 

双龙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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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场内设有一座准四星级的双龙酒店，内设101间风格迥异的客房，可容纳300多人同时入住，

每套客房内都提供电脑，可免费上网，另还设有中、西餐厅、火锅厅、咖啡厅、多功能会议室、

卡拉ok厅、免费停车场等各种配套设施，是集餐饮、客房、会议、商务、娱乐等服务一体的休闲

酒店。

房型及价格

双龙酒店预定电话：0313-4618888

滑雪场外：黄土咀农家小院、新华大厦(3星级)、交通宾馆、张家口宾馆等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7、娱乐项目

万龙对娱乐休闲项目的开发还不太够，雪地摩托对追求刺激的人是很好的选择。

   

8、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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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龙采用单独计费的方式，雪票和雪具分开收费，所以建议自带雪板。

2）除了一条高速缆车，其余五条缆车的速度非常慢，不抗寒的人需要注意。

3）万龙可以说是国内最好的滑雪场，但是价格也十分昂贵。

4）雪道灌木丛偏多，新手需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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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长城岭滑雪场

   

1、雪场简介

长城岭滑雪场

河北省体育局高原训练基地长城岭滑雪场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县省级和平森林公园内，占地

面积15平方公里，是河北省第一个现代高原竞技体育训练基地和功能齐全的大型滑雪运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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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有初、中、高级滑雪道多条，总面积16万平方米，最高海拔2100米，垂直落差为380米高级道

全 长1600米，平均宽度50米，平均坡度20度，雪场最大日接待量可达到5000余人。

长城岭滑雪场具有雪期长、雪质好的特点，积雪期长达4个月以上，是华北地区滑雪最佳地之一，

这里风光秀美，交通便利，明长城遗址距滑雪场仅两公里。河北省体育局崇礼高原训练基地是集

冬季滑雪、夏季训练、户外运动、休闲避暑为一体的全民健身活动最佳场所。

雪场地址：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县省级和平森林公园内

营业时间：平日9:00—18:00 周末8:00—17:00

2012年价格：

办理租赁手续时需每人交纳300元雪具押金。

2012雪季长城岭滑雪场节假日全天(含板)滑雪票 票 价： 280元

2012雪季长城岭滑雪场节假日全天(自带板)滑雪票 票 价： 240元

2012雪季长城岭滑雪场平日1.5天(自带板)滑雪票 票 价： 180元

2012雪季长城岭滑雪场平日全天(含板)滑雪票 票 价： 160元

2012雪季长城岭滑雪场平日全天(自带板)滑雪票 票 价： 120元

2012雪季长城岭滑雪场周末1.5天(自带板)滑雪票 票 价： 220元

2012雪季长城岭滑雪场周末全天(含板)滑雪票 票 价： 180元

2012雪季长城岭滑雪场周末全天(自带板)滑雪票 票 价：150元

   

2、交通

自驾

长城岭滑雪场自驾车行车路线

北京—八达岭高速—京张高速—张家口—崇礼—长城岭滑雪场

公交

长城岭滑雪场公交车乘车路线

六里桥长途汽车站乘坐“京张专线”大巴到张家口长途汽车站，转乘中巴车到崇礼县汽车站之后

换乘出租车到滑雪场。马甸桥长途汽车站乘大客车赴崇礼县汽车站，换乘出租车到雪场。

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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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岭滑雪场火车乘车路线

从北京西站乘火车到张家口火车站，换乘市内公交车到大境门，坐中巴车到崇礼汽车站，转乘出

租车到滑雪场长城岭滑雪场。

   

3、雪道

雪场一期建成有初、中、高级滑雪道4条，总面积16万平方米，最高海拔为2100米，垂直落地差为

380米，其中1号雪道300米，平均坡度6度；2号雪道1000米，平均坡度14度；3号雪道750米，平均

坡度13度；4号雪道1600米，平均坡度20度。 

雪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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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施与装备

配备进口雪具1200套，其中世界名牌沃克滑雪板500套，双人吊椅索道2条，大拖牵索道1条，加拿

大进口造雪机3台，雪地摩托5辆及雪上飞碟100个，德国进口压雪车一辆，1000平方米的雪具出租

大厅配置先进的电子收费管理系统。

雪具租赁价格：

高级雪具租金加收50元/副，雪服租金30元/套，雪镜租金20元/副，衣柜租金10元/

教练费用：

长城岭滑雪场聘请教练的费用按时间和人数不同划定。你可以选择滑雪私人教练，对你进行单独

的指导，会是你提高的更快，当然价格也会稍微高些。你也可以和朋友合请一个教练，请教练对

你们进行集体的指导。对于初学者，建议请教练，掌握好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动作，这样才能

安全轻松地享受滑雪乐趣。

   

5、娱乐设施

长城岭滑雪场还为广大游客准备了各种娱乐项目，来满足大家的各类需求。娱乐项目包括：雪上

飞碟，雪地摩托，观光缆车，棋牌，台球，豪华KTV，桑拿浴，咖啡厅，音乐酒吧等。这些项目

能够在您滑雪疲累的时候为您带去舒适。

   

6、雪场风景

长城岭滑雪场是华北地区最好的自然滑雪场，周边风景优美、交通便利，这里距离明长城遗址仅

两公里。如果时间充裕您可以去一览明长城遗址的风采，感受那历史沧桑的古迹。明长城遗址西

起嘉峪关市嘉峪关，经酒泉，高台，临泽，张掖，山丹，永昌，民勤，武威，古浪，景泰等县，

从五佛寺过黄河，在靖远县内沿黄河南岸延伸，高低起伏，一直东至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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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餐饮服务

长城岭滑雪场拥有800平方米的快餐厅，可同时容纳500人就餐。客人可以一边用餐一边观赏天然

雪山和滑雪场景。餐厅主要是为游客提供自助餐，同时还设有四个包房，可以点菜，也可以根据

旅游团队的需求提供包桌饭菜，特意从石家庄聘请来三名特级厨师和一级厨师，可以随时为游客

提供丰盛可口的美味佳肴。

   

8、住宿指南

长城岭滑雪场内拥有50间标准客房可为您提供住宿服务。分为豪华套房、标准间、三人间、公寓

套房、公寓标准间，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房型入住。

   

9、旅人提示

1）滑雪前要做适当的热身运动，让身体充分活动舒展。

2）如果不租雪服，请尽量多带耐寒衣物。在仔细检查雪服、雪鞋、雪杖、雪板是否完好，发现问

题可向服务人员提出更换。

3）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及医生告知不适宜剧烈运动的疾病患者，不宜滑雪，禁止酒后滑雪。

4）务必阅读滑雪安全须知、滑雪安全细则。初学者可团队在雪场自费聘请教练，以便掌握正确的

滑雪技巧。

5）使用雪场索道一定要注意安全，雪场的索道一般分为封闭型和开放型两种。

6）用前要先拿好雪仗，特别是使用拖牵设施前应将全套滑雪器材穿带好并依次排队，排到时站在

索道下面，两只雪板平行摆放，间距与肩宽持平，然后双手紧握牵引器，身体微微后仰，即可随

索道向上运行，到达下车站时，身体直立，松开牵引器，双手用力撑动雪杖滑离索道。

7）退还雪具时一定要让工作人员在押金条和租赁条上盖章，最后持押金条和租赁

8）到原办理窗口退押金。办理各种手续时请按顺序排队等候，不要拥挤。

9）请遵守雪场各项规定，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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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崇礼长城岭滑雪场气温较低，请您注意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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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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