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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Focus 
 

太空世界  星际航班项目

的主题内容讲述的是一次在未

来太空世界的冒险旅程，带你

体验外太空穿梭飞行…… 

 

 
勇敢者转盘  四周封闭的

坐椅以飞快的速度旋转，因离

心力而向外甩出，转臂于旋转

的同时直立近乎垂直…… 

 

 

 

 

 

水漫金山 众多国际顶尖

的高科技表现形式，真实再现

白娘子金山寺怒斗法海的紧张

场面…… 

 

时机 Timing 

在春末夏初，夏天凉爽的天气，或夏末秋初的时候是最好的游

玩时机。盛夏的时候，如果不巧赶上人多，排队时间长，天气

又炎热，是很受罪的。天冷衣服穿的多，活动不开。 

 

贴士 Tips 

① 景区里有很多水上活动，建议准备一件质量好的雨衣。 

② 建议提前准备好吃的喝的再进园，景区内的餐馆价格较高，

且游乐项目众多，可能无暇用餐。 

 

便利  convenience 

 
特价酒店 度假线路 特价机票 优惠门票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3402_1205460_FangTeHuanLeShiJieWuHu.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ravel/dest/sce/wuhufangtezhitongche/1931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flight/jp-3201/#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19310.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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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特欢乐世界 
芜湖方特欢乐世界，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第四代主题公园，

总面积约 125 万平方米，其中陆地面积约 53 万平方米，水面

面积约 72 万平方米，是一座通过多种现代高科技手段和艺术

的完美结合缔造出的充满激情和惊喜的梦幻乐园。 

 

芜湖方特欢乐世界中的主题项目、游乐项目、休闲及景观项目

共 300 多个，公园的内容涵盖现代科技、未来科技、科学幻想、

神话传说、历史文化、综合表演、儿童游乐等多个方面。形式

新颖，内容丰富，适应不同年龄层游客的需要。 

方特梦幻王国 
芜湖方特梦幻王国，占地 70 万平方米，是继方特欢乐世界之

后在芜湖兴建的又一个现代综合性主题公园，采用高科技演绎

特色主题，将动漫卡通、电影特技等国际时尚娱乐元素和中国

传统文化符号精妙融合，创造充满幻想和创意的神奇天地。 

 

方特梦幻王国公园由 10 多个项目区组成，包含主题项目、游

乐项目、休闲及景观项目 200 余项，精彩纷呈，带您畅游云霄、

体验极限欢愉。（上图由一起游网友@我不是郭靖提供） 

 

 

门票 
 

景点 票面价格  1、开放时间：平时营业时间 9:00-17:30，

节假日及周末营业时间 9:00-18:00 

2、取票地点： 游客务必在游玩当天的

8:30 之前，在芜湖火车站出口处右侧芜

湖市火车头旅行社集合，免费乘坐大巴

前往景区，逾期不候（一天一次班车）。 

方特欢乐世界 
成人票 200 元 

儿童票 150 元 

 

方特梦幻王国 
成人票 200 元 

儿童票 150 元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945237#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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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飞机 

芜湖附近没有机场，如果距离实在太远，可以乘飞机到合肥，

再到汽车站乘坐汽车到芜湖；或者乘飞机到南京，再乘坐机场

班车到芜湖两站广场。 

 

 

 
 

始发站 终点站 芜湖发车时间 南京返程时间 

芜湖两

站广场 

南京禄

口机场 

07:00 10:30 

08:00 12:00 

09:00 13:30 

10:00 14:30 

11:00 15:30 

13:00 16:30 

14:30 17:30 

16:00 19:00 

17:30 21:00 

 

火车 
芜湖境内有芜宁、芜铜、皖赣、淮南、宣杭五条铁路干线交汇

联接，向外可通达全国各地的火车站，而公路铁路两用长江大

桥的建成更是使长江南北的交通快捷方便。 

 

芜湖火车站站址在赭山路两站广场，火车站对面即为芜湖汽车

站。火车站现有 3 个站台。 
 

汽车 
芜湖的公路交通网比较完善，205 国道(河北秦皇岛—广东广

州)、318 国道(上海—西藏樟木)穿境而过，芜湖至宣城、芜湖

至合肥、芜湖至马鞍山、芜湖至南京等都有高速公路相连。 

自驾车 
1.马鞍山，南京，上海，苏锡常等城市出发，经沪宁/宁马芜高

速至芜湖东收费站下高速沿指示牌行驶抵达； 
 
2.合肥，巢湖等皖北城市出发，可转至芜湖东收费站下高速沿

指示牌行驶抵达； 
 
3.宣城，杭州等城市出发，经芜宣杭高速，抵芜湖收费站出口

下高速沿指示牌行驶抵达； 
 
4.江西，铜陵，黄山等城市，由铜陵中转经芜大高速至芜湖出

口下高速沿指示牌行驶抵达 

 

出租车 
各类出租车起步价白天 6 元，夜间 7 元，每 1.5 公里 1 元，可

免费等候 5 分钟，超过 5 分钟后按 0.42 元/分钟计价，超过 10

公里后，每公里加收 50%的空驶费，即 2.3 元/公里。 

 

到达景区 
芜湖方特欢乐世界公交线路 

1. 乘 5w、13w、23w、30w、32w、103w（夜班）等多线路

公交车至银湖北路站下，可直达芜湖方特欢乐世界； 

2. 乘 8w、19w、25w、26w、34w 等多线路公交车可抵达芜

湖方特欢乐世界主题公园； 

3. 从火车站、汽车站乘 19w、32w 路公交车可抵达芜湖方特

欢乐世界主题公园。 

 

芜湖方特梦幻王国 

1.乘 5w、13w、23w、30w、32w、103w（夜班）等多线路

公交车至银湖北路站下，再转乘 40 路公交车可直达芜湖方特

梦幻王国主题公园；  

2.从火车站、汽车站乘 7 路/42 路公交车抵达政务文化中心，

再转乘 40 路公交车可抵达芜湖方特梦幻王国主题公园。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预订南京特价机票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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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示意图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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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特欢乐世界 
 

公园由阳光广场、渔人码头、方特欢乐大道、太空世界、神秘河谷、维苏威火山、精灵山谷、悟空归来、西部传奇、恐龙半岛、海

螺湾、嘟噜嘟吡农庄、儿童王国、水世界、天地之间、火流星等 16 个主题项目区组成。其中，阳光广场、方特欢乐大道、渔人码头

是全开放式区域，游客可以自由出入。 

恐龙危机 

一个当今国际顶级的大型 4D Ride 项目。该项目充分利用了现

场实景、立体电影、现场特技、动感平台等技术，综合了巨幕、

环幕 4D 电影、多自由度动感游览车、现场特技等多项高科技游

乐技术，将由立体数码电影产生的立体影像与由特种装饰和现场

特技装置所形成的真实场景结合得浑然一体，是一个既惊险刺激

又受游客欢迎的项目。  

恐龙危机项目的建筑总长约 74 米，总宽约 60.5 米 ，最高处约 

21 米 ，建筑总面积约 4500 平方米 ， 项目的空间结构主要由

预演厅、排队区和游览区三部分组成。共有 10 辆动感小车， 12 

段影片，以及 21 个特技点。  

“恐龙危机”讲述的是一个科幻故事。在地球已经进入高度发达

的年代，地球上某城市博物馆中保存的恐龙蛋经过放射物质照射

以后，已经变成化石的恐龙复活，破壳而出，逃离博物馆。经过

放射物质照射后的恐龙以惊人的速度成长、繁殖，并大批的出现

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游客乘坐游览车在一个恐龙横行、一片混乱的城市中穿行，经历

一场恐龙破坏毁灭城市的浩劫，体验惊险刺激的生死之旅。 

温馨提示：身高 1.1 米以上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18756sihzol 提供） 

神秘河谷 

神秘河谷项目以古玛雅文明传说为背景。传说中，一个法师

为寻求更伟大的法力，进入了一座神秘的金字塔，准备接受

大自然伟大法力的洗礼。但是在神秘衰败的金字塔中，他受

到恶魔的诅咒变得邪恶，并控制许多怪兽和阴灵，恐吓游览

探险者，以获取更高的法力。 

置身于浓密的雨林之中，到处都有废弃的古代玛雅建筑。古

老的建筑被丛林包裹，石块碎裂，石柱坍塌。在这里，游客

可以乘船穿越巨大而神秘的金字塔，进入一个危机四伏的考

古现场，体验最有特色的项目——迷失世界。 

该项目建筑面积约为 10450 平方米，轨道总长约为 859 米，

共有 6 艘船，每艘船可同时容纳 20 名游客左右，游览全程约

13 分钟。项目以古玛雅文明传说为背景，结合了各种特技灯

光、漂流和高空滑坠等技术。游客乘船漂流，经历各种险情，

感受种种刺激，体验 26 米高空滑坠的刺激感觉。 

温馨提示：身高 1.4 米以上；建议准备一件质量好的雨衣。 

 

失落帝国 
所罗门封印诉说着这样一个传奇的故事：一次意外的事故导

致被封几千年的邪恶之神混沌女神重临人间，考古队员四处

躲避巨人武士的攻击，终于发现摆脱困境的秘密，找到象征

正义的沙克罗斯神力的烈焰水晶，进入波澜壮阔的古战场。

大型室内水幕电影、气势恢宏的魔法大战、神奇的传说、奇

异的雕塑、古老的神殿……带您进入炫目的神话世界。 

这里有国内最先进技术水品的室内超大型垂幕式水幕，６块

水幕中最大的长 16 米、高 8 米。整个项目由预演厅和 3 个表

演厅组成，3 个表演厅一起可容纳 600 名观众，整场演出时

长为 20 分钟。巨大而震撼的画面、轰鸣的水声、此起彼伏的

冲天水柱和火焰为观众上演一场惊天动地的魔法大战，让您

感受神话王国的魅力。 

温馨提示：小朋友最好在家长的陪同下游玩。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blog/11789566#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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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世界 

◎飞越极限 

飞越极限项目是一个大型悬挂式球幕剧场，将球幕电影机播放

画面、悬挂式座椅系统和各种特效结合在一起，节目开始后巨

大的半球形银幕将你包围，雄伟的悬挂式座椅凌空飞起，配合

场面宏大的电影画面，让你在飞翔天际的同时，或坠落深渊峡

谷，或穿越汹涌滔天的巨浪，或盘旋在金字塔的尖顶，或呼啸

在珠穆朗玛峰顶，或穿越布鲁克林大桥的钢索俯瞰……使你在观

看球幕影片的过程中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凌空飞行的真实感受。 

 

◎星际航班 
星际航班项目的主题内容讲述的是一次在未来太空世界的冒险

旅程, 是一个旨在带你体验外太空穿梭飞行的项目。整个建筑的

造型为一个巨大的宇宙飞船发射架，游客走入其中犹如进入太

空飞船发射平台。 

在游客的前方是直径达 20 米，倾角为 55°的球型银幕以及 160°

大型电影。在体验过程中，游客所坐的太空飞船会根据剧情发

生相应的倾斜、升降和震动，再应用镜头和环境声光特效，来

模拟真实的太空飞行。 

星际航班集先进的计算机控制技术、高度仿真动作的动感平台

和大型球幕电影情节于一体，让您体验一次遥远太空世界中的

高速飞行，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星球大战。 

 

◎太空山 
这是一个有关航天航空知识的室内展览馆，集计算机动态仿真、

多屏影视同步、虚拟现实、数字影视等多种高科技手段于一身，

打造出集教育性、娱乐性、知识性于一体的大型主题太空科技

展馆。包括八大行星、宇宙探索、发射指挥中心、时空隧道、

人在太空、星空走廊和九屏同步七个展区。 

你不但可以从各个展厅中了解丰富的太空知识，观看先进的航

天科技模型，还可以漫步星空走廊置身于浩渺的太空，穿越神

秘的时空隧道，破解太空的奥秘，体会宇宙的壮美。发射指挥

中心将让你见证神州飞船发射时惊心动魄的一幕。 

温馨提示：身高 1.1 米以上 

维苏威火山 

这是一个轨道矿山车项目，营造活火山的奇特地质奇观，体验

高速蜿蜒运行的惊险刺激。火山喷发这一自然界的奇观将出现

在景区中央，巨大的山体仿佛是地底的岩浆冷却而成。夜晚中，

火山口的光芒照耀星空，隆隆的火山声响彻天际。 

该项目建筑总面积约为 500 平方米。排队区由候车室、天桥、

上下站台组成，候车室约每 3 分钟放进 26 位游客，每小时可

接待游客约 500 人。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我不是郭靖提供） 

 

火山喷发特技单独由特技控制机控制，每隔半小时自动执行。

轨道车每次运行时间为 140 秒。轨道车高速穿梭在蜿蜒盘旋的

火山上，轨道上烟雾弥漫、险象环生。巨大的轰鸣声在山体中

回荡，游客的欢笑和尖叫此起彼伏。 

除了带给您急速跌落，玩转和翻滚的完美感受，维苏威火山特

别之处在于，过山车蜿蜒在随时可能会喷发的火山之间，弥漫

的烟雾，炙热的岩浆，各种一触即发的险象将让你在体验心脏

蹦跳的同时再添一份刺激。 

一起游温馨提示：身高 1.4 米以上。该项目有一点刺激性，但

不是太厉害，晕车厉害的人请慎重考虑。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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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螺湾 

蔚蓝色的海洋世界里，鱼儿们快乐的生活，它们之间发生着十分

有趣的故事。身临一片唯美的海底世界，穿行在美丽的珊瑚礁群

间，欣赏亦真亦幻的大海乐章……你将戴上立体眼镜，透过极富

现场感的特技，在一个 4D 剧场中感受可爱的海洋生物们的喜乐

生活。 

亦真亦幻的实物景观和大型机械动作模型，多种表演手段的运

用，结合活动机模、烟雾、光电等多种特效，展现出一个发生在

海螺湾的故事，让你在欢乐美丽的海底世界观赏到海底居民的盛

大表演。 

该项目建筑面积约 2700 平方米，由预演厅和主演厅两大部分组

成。整个项目预计可同时容纳 600 人。每场表演的时间在 15 分

钟左右，每小时预计可达到 900 人的人流量。 

温馨提示：身高 1.1 米以上，小朋友最好在家长陪同下入场 

 

火流星 

火流星是大型悬挂式过山车，项目最高点 37.8 米 ，轨道总跨度

为 126.4 米 。 游客乘坐小车倒挂在轨道上，两脚悬空，两侧无

挡，上下翻滚、螺旋穿梭，极速俯冲……时而感到高速下落、时

而感到空中飞翔，给坐者失重、离心状态下的惊险之乐。 

想体验急速流星的速度吗？想体验畅快淋漓的尖叫吗？想感受

世界顶级的悬挂过山车吗？匪夷所思的“流行轨迹”，神秘玄奇

的“流星世界”……够胆就加入火流星之旅吧，一起来体验时速 

80 公里的自由飞翔的感觉！ 

温馨提示：身高 1.4 米以上。欢乐世界的王牌项目，如果你身高

1.4 米以上，且身体素质良好，想体验刺激，强力推荐玩一下！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我不是郭靖提供） 

 

西部传奇 

◎西部追忆 

走进印第安部落 叩开魔幻之门 

西部追忆是一个以印第安风格为题材，充满魔幻色彩的大型项

目。利用各种最先进的舞台幻像技术，呈现出各种亦幻亦真的

神奇景象，结合火堆、动物飞走、模拟星空、实物倒地、人物

消失等一系列的特技，将您带入古老的印第安世界，讲述一个

印第安纳西部淘金的故事。 

游客首先进入排队区排队进入预演厅，排队区可容纳 510 人

左右，预演厅可容人数约 280 人；游客由预演厅进入表演厅

观看表演， 时间约 15 分钟，表演厅可容人数约为 280 人。

排队区内有排队栏杆、电视机及墙壁上装饰展板，电视机播放

介绍印第安的资料片。预演厅内有装饰图腾柱、月亮投影系统、

印第安物品道具、喷绘墙，让您感受印第安文化的神奇魅力。 

 

◎奇幻摄影棚 

奇幻摄影棚是一个以展示电影特技为主的大型现场参与性项

目。 

在这里，您将看到神奇的数字电影技术，奇特的布景机关；幸

运的话您还可能被现场邀请参加特技电影的拍摄，亲身感受超

人翱翔天空的风驰电掣，回到神秘的玛雅历险，加入惊险刺激

的美国西部丛林枪战。 

温馨提示：身高 1.1 米以上。小朋友最好在家长陪同下游玩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这是一项非常适合亲子的项目，小朋友

最好在家长的陪同下入场。如果要体验

戏水之乐，又不想变成落汤鸡，那就提

前买一件质量好的雨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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嘟噜嘟比农庄 

农庄由两个部分组成。农庄风光——展示了饶有趣味的农庄生

活。嘟噜嘟比脱口秀剧场——一台高科技打造的交互电影，小

朋友们可以在这里和嘟噜嘟比一起聊天、玩耍和历险。 

温馨提示：身高 1.1 米以上；小朋友最好在家长陪同下游玩。 

 

水世界 

这是以广阔水面为背景的大型亲水项目，采用先进的计算机控

制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高科技手段，形成各种水特技效果，

使您既能感受到设计的新奇，又能在参与中感受戏水的快乐。 

在卡通风格的项目区内，分布着各种水特技设备。各种生动有

趣并带有互动性的游玩项目，让游客置身于奇幻的水世界中，

体验前所未有的清凉与刺激。与水共舞激情无限！ 

温馨提示：一个非常适合亲子的项目，小朋友最好在家长的陪

同下入场。如果要体验亲水之乐，又不想变成落汤鸡，那就提

前买一件质量好的雨衣吧。 

儿童王国 

这里是儿童的天地，快乐的王国，这是一个卡通和动感的世界，

这里有众多受儿童和青少年喜爱的游乐项目，UFO、果虫滑车、

飓风飞椅、旋转小蜜蜂、转转杯、双层转马、波浪翻滚、空中

飞舞、欢乐天地、童梦天地等，构成了青少年和孩子们的欢乐

海洋。带小朋友到这里享受天真的童趣吧。 

温馨提示：儿童最好在家长陪同下游玩。 

 

渔人码头 

这里是西班牙大型景观区，建筑风格上充满了安达卢西亚风味，

更可让游客感受到西班牙多种的文化，天主教文化、回教文化、

摩尔人文化的综合；在这里不但可以自由徜徉在海滩之上，感

受与西班牙一样的绝美的自然景观，更可抵达 CAPEROCA，

欧洲大陆的最西端的“罗德角”，号称“大地尽头、海洋开端”。 

温馨提示：小朋友最好在家长的陪同下游玩。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晴空飞鸽提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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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特梦幻王国 
公园由 10 多个项目区组成，包含主题项目、游乐项目、休闲及景观项目 200 余项。其中有超大型室内游历探险项目——秦陵历险，

跟踪式立体魔幻表演项目——魔法城堡，国内首创动感射击游戏项目——嘟比历险。国际顶尖的高科技水灾难体验项目——水漫金

山，奇迹般地再现了那洪水滔滔的宏大场景；大型原创舞台剧——《猴王》魔幻般地创造了一种新颖奇特的娱乐视野；现代大型主

题环境剧场——盘丝洞亦真亦幻，讲述既熟悉却不一样的西游故事；生命之光和古文明之光分别带您寻找生命进化和文明发展的神

秘代码；未来警察以同名电影为故事背景，让您身临其境地感受未来世界里惊险刺激的高科技战争场面；大摆锤、波浪翻滚、海盗

船、转转杯、探空飞梭、极速飞车……精彩纷呈，带您畅游云霄、体验极限欢愉。 

卡通城堡 
大家可以看到方特电视演播室，亲身感受电视拍摄的氛围和过

程，还能在卡通工作室近距离接触动画师，了解现代卡通制作

的奥妙，更可走入卡通工作室，动画专家向你揭开卡通的奥秘。 

温馨提示：身高 1.1 米以上，儿童须有成人陪同 

 

未来警察 
高科技灾难体验项目——未来警察，以同名电影为故事背景，

采用超大多屏立体电影、真人现场表演、巨型机械模型和大型

游览车等表现技术，烘托出宏大震撼、亦真亦幻的激战场面，

让您身临其境地体验一场未来世界里高智能机器人和人类之间

进行的战争。 

温馨提示：身高 1.1 米以上，儿童须有成人陪同 

 

水漫金山 
一个以传统神话《白蛇传》为背景，将水上漂流和大型水火特

技表演相结合的项目。传说中法海和白娘子在金山寺斗法的场

面在游客周围完美重现，让游客亲身感受千年传奇的惊心动魄。 

乘船缓缓行进，一如回到烟雨如梦的西湖之畔。水漫金山，融

汇灾难模拟、水幕电影、天幕表演等众多国际顶尖的高科技表

现形式，真实再现白娘子金山寺怒斗法海的紧张场面，演绎中

国传统民间故事《白蛇传》里那段流传千年的壮美传奇。 

真人表演结合 3D 电影、水幕电影，以白蛇传故事为背景，高

潮是演出最后潮水冲出，让多数游人大惊失色。 

温馨提示：身高 1.1 米以上 

秦陵历险 
现场实景、立体电影、现场特技等高科技游乐技术营造的千年

秦陵古墓幽深黑暗，多自由度游览车行驶在蜿蜒曲折的轨道上

凶险异常，您将感受到的是获取宝藏的欣喜，还是无休无止的

恐惧？欢迎来到大型室内游历项目——古墓惊魂，体验疯狂探

险之旅！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13329jwlugp 提供） 

 

极速飞车 

集合战斗机特技动作，模拟飞行员身心体验，极速飞车归属于"

游艺之王"——过山车家族；上下翻滚、螺旋穿梭，极速俯冲……

似鹰击长空，若剑指苍穹，令观者欢欣惊叹，给坐者失重、离

心状态下的惊险之乐。 

温馨提示：身高在 1.4 米-1.9 米之间，儿童须有成人陪同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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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明之光 

古文明之光拥有两个立体展厅和一个 4D 影院。知识展厅以时

间为线索，为您分别介绍世界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发展轨迹；环

幕电影气势恢宏，带您感受人类智慧的伟大和挑战自然的勇气。

展厅有不同文明的展物，包括古埃及、古中国等等。4D 电影主

要讲述的是中国文明，中国文明的汉字起源。 

温馨提示：儿童须有成人陪同 

 

盘丝洞 

装置了众多高科技设施的盘丝洞，整蛊搞怪的众小妖纷纷现身，

花样繁多的妖术魔法直逼眼前，激烈震撼的斗法场景恍若似

真……定会让您眼花缭乱、爆笑不已。快来与孙大圣一起体验

紧张刺激的打怪历险，欣赏熟悉却不一样的西游故事吧。 

温馨提示：儿童须有成人陪同 

 

魔法城堡 

飞舞的塔罗牌、闪光的魔法阵、变成青蛙的冒失盗贼……血腥

惨象迎面扑来，双头龙频频发起袭击……这里新奇古怪又危机

四伏。大型 DARK RIDE 表演项目——魔法城堡，运用跟踪式

立体电影、虚实结合技术、魔术魔幻表演等多种表现手段，将

一个不可思议的魔法世界呈现在您面前。 

温馨提示：身高 1.1 米以上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13329jwlugp 提供） 

猴王剧场 
大型原创舞台剧《猴王》是一个将真人歌舞、杂技表演和现代

舞台特效完美结合的大型音乐剧表演，通过一个年轻公猴充满

坎坷的经历，生动而深刻地阐释了成长的主题。 

全剧融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节奏明快，色彩绚丽，魔幻般地

创造了一种新颖奇特的娱乐视野。在高科技手段的引入下，整

个表演舞台效果恢弘神奇，歌舞编排精彩华丽，观众将感受到

一个全新的音乐剧表现形式。  

《猴王》演员阵容强大，技艺精湛。猴王剧场，是专门为本剧

量身打造的固定表演场所，拥有科技含量很高的多层次、多块

状升降舞台和空间立体升降系统，以及先进的舞台灯光、音响

设备和原生态的舞美置景。 

温馨提示：儿童须有成人陪同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13329jwlugp 提供） 

 

生命之光 

立体巨幕剧场——生命之光，融知识性和观赏性为一体，生动

讲述了地球生命不断演化的宏大历程。从地球诞生到陨石撞击，

从有机生物出现到人类进化，场面逼真、直观，完美展现了大

自然的壮美与神奇。 

温馨提示：儿童须有成人陪同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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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推荐 
 

方特欢乐世界 

欢乐之旅 

欢乐指数：★★★★★  温馨指数：★★★★ 

惊险指数：★★★  浪漫指数：★★★ 

嘟比农庄→海螺湾→青蛙跳→儿童爬山车→旋转小蜜蜂→双层

转马→欢乐宫→太空飞车→奇幻摄影棚→恐龙危机→悟空归来

→矿山小火车→水世界→嘟比历险→飞越极限 

 

惊险之旅 

欢乐指数：★★★★★  温馨指数：★★★★★ 

惊险指数：★★★★  浪漫指数：★★★ 

飞越极限→星际航班→神秘河谷→维苏威火山→恐龙危机→悬

挂滑车→空中飞舞→UFO→火流星 

 

温馨之旅 

欢乐指数：★★★★★  温馨指数：★★★★ 

惊险指数：★★★★  浪漫指数：★★★ 

嘟比农庄→海螺湾→双层转马→苹果飞椅→欢乐宫→西部追忆

→奇幻摄影棚→恐龙危机→精灵山谷→飞越极限  

 

浪漫之旅 

欢乐指数：★★★★★  温馨指数：★★★★ 

惊险指数：★★★★  浪漫指数：★★★ 

飞越极限→嘟比历险→维苏威火山→精灵山谷→水世界→西班

牙水岸→恐龙危机→西部追忆→阿戴尔小镇→双层转马→海螺

湾 

 

方特梦幻王国 

奇幻之旅 

欢乐指数：★★★★ 温馨指数：★★★★ 

惊险指数：★★★★★ 浪漫指数：★★★ 奇幻指数：★★★ 

魔法城堡→生命之光→未来警察→古文明之光→猴王→盘丝洞

→秦陵历险→水漫金山 

 

欢乐之旅 

欢乐指数：★★★ 温馨指数：★★★ 惊险指数：★★★ 

浪漫指数：★★★ 奇幻指数：★★★ 

方特乐园→卡通城堡→水世界→转转杯→果虫滑车→音乐快车

→自控飞机→嘟比历险→豪华转马→猴王 

 

惊险之旅 

欢乐指数：★★★★ 温馨指数：★★★ 惊险指数：★★★★★ 

浪漫指数：★★★★ 奇幻指数：★★★ 

大锤→海盗船→波浪翻滚→勇敢者转盘→魔法城堡→探空飞梭

→极速飞车→秦陵历险 

 

浪漫之旅 

欢乐指数：★★★★ 温馨指数：★★★ 惊险指数：★★★★★ 

浪漫指数：★★★★ 奇幻指数：★★★ 

方特乐园→音乐快车→转转杯→生命之光→未来警察→猴王→

古文明之光→盘丝洞→漫金山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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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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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查看芜湖方特欢乐世界附近酒店 

 

芜湖锦冠雅瑞商务酒店 
 

 

房型                   同程价 

数码大床               148 元 
数码双床               15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附近更多特价酒店 

[高寒] 总体感觉不错 位置和环境等方面均尚好。 

[13397wqhdwz] 安静，比较舒适，交通便利在 1

期对面。 

[189gefsj262] 店面很干净，服务也很好，玩方特

的可以住。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芜湖汉爵阳明大酒店 
 

 

房型                   同程价 

贵宾楼双人房         438 元 
贵宾楼单人间         438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附近更多特价酒店 

[13501irkiow] 是我住过的酒店里性价比最高的

一家，房间设施很到位，细小到棉签，指甲锉都有，

座便器还是智能的。 

[13989cejgak] 吃饭方便，地理位置不错，装修好，

性价比很高。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芜湖汉庭酒店连锁（方特二店） 
 

 

房型                   同程价 

双床房                  161 元 
家庭房                  17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附近更多特价酒店 

[13451bkfcxq] 靠近欢乐世界，临近长江大桥，位

置不错。酒店有停车场，上楼要刷门卡，方便安全。 

[lpanc23] 酒店还是不错的，从窗户就能看到欢乐

世界。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3402_1205460_FangTeHuanLeShiJieWuHu.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415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415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415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3402_1205460_FangTeHuanLeShiJieWuHu.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14156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12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12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12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3402_1205460_FangTeHuanLeShiJieWuHu.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5124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083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083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083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3402_1205460_FangTeHuanLeShiJieWuHu.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50837_1.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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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餐饮 
 

欢乐世界美味餐饮 

方特美食城 

位于芜湖方特欢乐世界南大门入口处，包揽中外美食、各类中

式套餐、精致面点、自制蜜汁鸡翅、水果拼盘、筋道面条……让

游客玩的尽兴，吃的开心，为游客的方特欢乐之旅提供充足动

力。 

 

嘟比汉堡 

位于繁华的芜湖方特欢乐世界美国街，奥尔良烤鸡腿堡、香酥

鸡汉堡、美式热狗、老北京鸡肉卷、香辣鸡翅、骨肉相连、美

味鸡米花……配上各式可口饮品，一定让您胃口大开，带上家人

和朋友一起分享，美味与欢乐尽在芜湖方特欢乐世界美国街。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我不是郭靖提供） 

全木制西部风情餐厅 

充满西部风情的精致美食，嚼劲十足的鸡腿套餐，清爽可口的

啤酒……全木质就餐环境仿佛让您身在自由奔放的西部。一杯红

茶，午后的余韵，徜徉在餐厅旁边的阿戴尔小镇，选上一份精

美小礼品，欢乐，就在此刻。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我不是郭靖提供） 

梦幻王国美味餐饮 

万国美食 

无需环游世界，就可以在芜湖方特梦幻王国尽享中西美食。梦

幻王国万国美食大型餐厅为游客准备了中式套餐、水果拼盘、

特色意粉、鲜香糕点、滑爽面食……让游客一次尝遍各地中西美

食！ 

  

梦幻餐厅 

梦幻餐厅属于大型半自助式餐厅，百种美味佳肴任君挑选。方

便快捷的服务、干净舒适的环境、美味可口的佳肴……游客一定

能在这里可以挑到最合心意的那份美味。 

 

嘟比汉堡 

正宗美式快餐厅，香辣鸡腿堡、奥尔良烤鸡腿堡、香酥鸡汉堡、

美式热狗、烤鸡翅、鸡米花……每一样都能让您十指并用、胃口

大开！带朋友和家人一起来享用吧，套餐更优惠哦。  

 

情牵一线 

专业提供各式面点，香菇滑鸡面、杂酱面、朝鲜冷面、牛肉面，

以及各式凉菜和馋嘴小吃，爽滑劲道，让游客一次吃不够。  

 

太空补给站 

"未来世界"项目出口水吧，提供各式冷饮、热饮，为刚刚体验完

项目乐趣的您送上一份清凉解渴的可口饮料，千万不要错过！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漫天舞蝶：景区内餐饮不少，价格奇高。建

议在市里买一点吃的喝的来这里吧，这样中午

就可以不出门了，也不用花高价去购物。 

 

http://www.17u.com/blog/945237#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945237#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100053.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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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购物 
 

欢乐世界 

探索装备站 
有着像谜一般古老传说的维苏威火山，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

想征服火山的朋友，可以在探索装备站尽情选购各种纪念品，

向你的朋友们展示你的飒爽英姿吧！ 

 

太空山礼品店 
小时候有过探索太空的梦想吗？飞越极限，星际航班，太空历

险，在这神奇科幻的太空世界里遨游，怎能不带回一些纪念品，

太空山礼品店，在这里重温儿时的梦想。 

 

方特欢乐世界精品购物街——美国街 
不出国门，也能漫步美式风情的购物街，时尚、潮流在这里汇

聚，你选或是不选，精品就在那里，心动不如行动，把 fashion

带回家！ 

 

嘟噜嘟比礼品店 
可能你见过嘟比嘟妮，但是你见过法老嘟比，阿拉伯嘟妮，国

王系列以及圣诞系列的吗？造型百变的嘟比和嘟妮，尽在嘟噜

嘟比礼品店，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品种最齐全的嘟比和嘟妮，总

有一个会带给你惊喜。 

 

都会百货 
体验美国大都会的精致豪华，各种炫酷玩具应有尽有，新奇面

具、嘟比嘟妮家居饰品、海洋系列首饰，奢华精品只为你量身

打造，一定会让你周围的人惊羡不已。 

 

阿戴尔综合店 
西部牛仔风情的阿戴尔综合店，印第安嘟比，所罗门砖雕，别

致的牛仔帽……感受充满西部魅力的购物氛围，体验一回神气

的西部牛仔，西部风情特色商品一应俱全，让您尽情挑选。 

 

蜡烛工厂 
在这个充满浪漫气息的商店里，你会看到各种漂亮的蜡烛、香

薰、火柴、摆件，就在这里，为挚爱精心挑选一份礼物吧！ 

 

未来驿站 
喜欢变形金刚吗？想拥有飞机模型和机器狗吗？想穿上印有"

未来世界"图案的 T 恤吗？所有喜欢太空类科幻玩具的朋友都

可以在未来驿站找到心头所好！ 

 

童话艺坊 
在这里，你可以搜罗到各式各样的益智玩具，在主题公园玩不

够，就把礼物带回家吧！ 

 

卡通糖果屋 
各种美味的巧克力和糖果，不仅能补充游玩时消耗的体力，作

为礼物送给朋友，也能带来甜蜜的惊喜哦！ 

 

太空印记 
各种 DIY 热转印杯、盘，这么酷的礼物，谁不想拥有？赶快来

抢购吧！ 

梦幻王国  

方特梦幻王国入口商业街——美国街 
这是一条极具异域风情的购物大道，漫步在经典的美式风情中，

尽情挑选精致礼品和纪念品吧！ 

 

方特欢乐生活 
品种最齐全、商品最值得收藏的综合购物商店，各种与嘟比和

嘟妮有关的商品，这里都有哦！公仔、玩具、图书音像、服装

鞋帽、家居饰品等一应俱全！ 

 

嘟噜嘟比礼品店 
可爱的嘟噜嘟比和漂亮的嘟噜嘟妮，你更喜欢谁呢？不如带他

们一起回家吧！来嘟噜嘟比礼品店，挑选你喜欢的精美礼物，

给朋友一个惊喜吧！ 

 

远古礼品店 
你想拥有远古动物标本吗？你知道数亿年前的植物长什么样子

吗？来这里买一件纪念品回家放在书桌上，一定会被朋友们羡

慕不已。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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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相关攻略 

                                       
 

 

感谢网友 
本攻略感谢一起游网友寰宇周天、闵琦、搁浅的左岸、海风小舟、猪事如意、赛螃蟹、醉湘西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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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方特旅游攻略。 

查看更多旅游攻略信息请至一起游旅游攻略。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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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我们 

     一起游微信                   同程旅游客户端                    一起游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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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关注 一起游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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