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金尊享】丹佛+落基山国家公园+恶地国家公园+总统山

&疯马巨石+黄石国家公园+大提顿国家公园+盐湖城 8日游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R0001326 团号 DENSLC8Y

出发城市 丹佛 Denver

目的地城市 盐湖城 Salt Lake City 途经地点

落基山国家公园 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

恶地国家公园 Badlands 

National Park、总统山 

Mount Rushmore National 

Memorial、疯马巨石 

Crazy Horse Monument、

黄石国家公园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大提顿国家公园 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

行程天数 8 天 7 晚 交通工具 汽车

接/送机 接机 送机

 

出发班期

2022周六出发日期如下： 

6月：06/04、06/18 

7月：07/02、07/16、07/30 

8月：08/13、08/27 

9月：09/10

 

产品特色

【暖心服务】全程中文导游带队，舒适用车，开启舒心之旅。

 

【安全出行】全程车辆定时消毒，酒店防疫措施到位，游玩更放心。

 

    



【质量酒店】三大酒店集团（希尔顿、洲际、万豪） 旗下品牌，特别安排入住一晚西黄石酒店。

 

【尊享旅途】八天横跨美西六州—科罗拉多州、犹他州、蒙大拿州、怀俄明州、爱达荷州、南达科他州，领略

多样美景。

 

【国家公园】畅游四大国家公园—落基山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大提顿国家公园、恶地国家公园，感受自

然的神奇与壮美。

 

【深度黄石】深度畅游黄石国家公园，猛犸温泉、大棱镜温泉、老忠实间歇泉等地标一个不落。

 

参/离团地点

参团地点

丹佛国际机场 (DEN)；

 

离团地点

盐湖城国际机场 (SLC)；

 

行程介绍

Day 1 丹佛接机

全天  

今天搭乘飞机，抵达美国科罗拉多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丹佛。我们热情的导游会在机场等候您的到来，并安

排搭乘班车前往酒店。

 

接机须知：

1. 免费接机时间点为：14:00 17:00 21:00，此时间为客人在乘坐的航司取行李处拿到行李后与我司工作人员

汇合时间，逾时不候。如错过班车，请等候下一班；错过21:00的班车，请自行前往酒店。

2. 接机日当天请自理三餐。

 

晚上  

入住城市：丹佛 Denver

酒店：Hampton Inn Denver Airport/Gateway Park 或 同级

 

 

Day 2 丹佛市区游览  - 汽车 - 落基山国家公园

    



全天  

今天我们将参观科罗拉多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丹佛，打卡丹佛地标建筑。随后驱车跨越落基山国家公园，抵

达西边的格兰德湖（Grand Lake）。沿途欣赏横贯落基山国家公园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的壮阔景观、许多游客

更是喜爱在制高点留影拍照，享受国家公园的如画风景。

 

行程安排：

酒店 → 科罗拉多州议会大厦（外观，30分钟）→ 大蓝熊（15分钟）→ 丹佛十六街商圈（30分钟）→ 落基山

国家公园（120分钟）→ 红石公园和露天剧场（30分钟）→ 酒店

 

全天  

科罗拉多州议会大厦 Colorado State Capitol Building

科罗拉多州议会大厦坐落在丹佛市中心东考发科斯大道，是科罗拉多州会员大会的所在地，同时也是科罗拉多

州州长和科罗拉多州副州长的办公地。这栋建筑的设计者是以利亚·E.梅尔斯，建于19世纪90年代，材料是科

罗拉多白花岗岩，于1894年11月正式投入使用。科罗拉多州议会大厦所在地理位置要比丹佛市中心其他建筑

都要稍高一些。议会大厦的圆顶塔高180英尺，上面还印有16位丹佛成立者的首写大字母。

大蓝熊 Big Blue Bear

大蓝熊又被叫做偷窥熊，它位于丹佛会议中心外。高约40英尺，它用爪子轻轻的趴着丹佛会议中心的玻璃，向

里望去，仿佛在好奇里面的情况。大蓝熊的表面大约由4000多个三角形组成，表面采用的是非常罕见的青金

石，所以整体呈现出迷人的蓝色。

丹佛十六街商圈 The 16th St Mall, Denver

丹佛十六街商圈位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中心。这条步行长廊是由著名建筑师贝聿铭（I.M. Pei）设计的，由红

、白、灰三色花岗岩组成，从上面看，它的形状类似于响尾蛇的皮肤。购物中心沿线有42家户外咖啡馆，是一

个吃东西或喝饮料的绝佳场所。

落基山国家公园 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

落基山国家公园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占地265,873英亩。公园的特色在于园内有78座海拔超过3658米的山

峰，其中有20座山峰海拔超过了3962米。落基山国家公园拥有150个湖泊、450英里溪流，以及湿地、松林、

山地森林和高山苔原等各种生态系统。公园内还栖息着海狸、麋鹿和大角羊等哺乳动物，以及多种鸟类。

红石公园和露天剧场 Red Rocks Park and Amphitheatre

红石公园位于丹佛市区往西不到20公里的山地，海拔6000多英尺，占地860多公顷，以高达300英尺的巨大红

砂岩石而得名。在红石公园，最吸引眼球的还是被称为“Amphitheatre”的红石露天剧场，它是世界上唯一利用

山峰沟壑的天然山体所修建而成的大型露天剧场。也许因为山谷里天然的回音效果，从一开始就受到美国、乃

至世界音乐界的追捧，成为国际上最著名的露天剧场。

 

    



晚上  

入住城市：夏安 Cheyenne

酒店：SpringHill Suites by Marriott Cheyenne 或 同级

 

 

Day 3 夏安  - 汽车 - 总统山&疯马巨石  - 汽车 - 拉皮德城

全天  

早上从酒店出发，参观为纪念美国四位总统而建的总统山和为印第安的民族英雄而建的疯马纪念雕像。随后前

往位于怀俄明州饿谢里登访客中心，从山丘上远眺，西面是群山峻岭，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景色令人心旷

神怡。晚上入住拉皮德城酒店。

 

行程安排：

酒店 → 总统山&疯马巨石（自费，120分钟）→ 酒店

 

全天  

总统山 Mount Rushmore National Memorial

总统山位于南达科他州着名的黑森林区域 (Black Hill), 此区域以高耸的石山及采矿历史著名。总统山于1925年

完工，有美国四大总统，包括 乔治・华盛顿，汤玛士 杰克逊，西奥多 罗斯福和亚伯拉罕林肯的雕像，工程浩

大。 我们将沿着树荫林密的环山步道 以不同的角度欣赏总统山, 缅怀美国史上这四大伟大的总统。

疯马巨石 Crazy Horse Monument

疯马山是为了纪念印第安的民族英雄、苏族的一位年轻的酋长疯马(CRAZY HORSE)而名。这座向西的山以传

说中的CRAZY HORSE的样子雕刻成世界最大的雕像。绕着青山秀水的黑山而上，疯马山上，疯马英俊的头颅

向西凝望着，神情刚毅。这座纪念碑的传奇之处在于建造这个项目的雕塑家以自己举家之力去投入这份事业的

可贵精神，更在于印第安人坚持不懈维护弘扬自身文化的决心。

 

晚上  

入住城市：拉皮德 Rapid City

酒店：Home2 Suites Rapid City 或 Fairfield by Marriott Rapid City 或 同级

 

 

Day 4 恶地国家公园  - 汽车 - 壁林斯

全天  

早上从酒店出发，驱车前往世界上著名的地质奇观-恶地国家公园，走进园中可以看到许多耸立的光秃秃的小

山、深陷的丘豁、静静吃草的鹿和羊群，它们各有其型，各展其姿。随后前往传奇老药房—沃尔药店。晚上入

    



住壁林斯酒店。

 

行程安排：

酒店 → 恶地国家公园（90分钟）→ 传奇老药房“Wall Drug”（50分钟）→ Sheridan访客中心（15分钟）→ 

酒店

 

全天  

恶地国家公园 Badlands National Park

恶地国家公园位于美国南达科他州西南部，成立于1978年，占地242756英亩，由大面积的侵蚀石灰岩、尖峰

和草原组成，其中草原的面积可达64144英亩，是一片无人涉足的荒地，为美国濒危物种哺乳动物黑足鼬的生

长地。数百万年来，公园经受大风和雨水的侵蚀和风化形成了这片迷宫般的孤山、峡谷和沟壑地貌。走进园中

可以看到许多耸立的光秃秃的小山、深陷的丘豁、静静吃草的鹿和羊群，它们各有其型，各展其姿。公园还是

多种野生动物的家园，包括大角羊、野牛、草原狐和频临灭绝的黒脚雪貂等，它们在这里安逸、和谐的生活着

。

传奇老药房 Wall Drug Store

虽然它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景点，但却是到南达科他州必访之地。这里保留了自1931年就存在的老房子，门

口还有一排排拴马的铁桩。极具西部和印第安特色的餐厅和特色手工艺商店，浓厚的西部风情让人久久不愿离

去。

 

晚上  

入住城市：壁林斯 Billings

酒店：Hampton Inn Billings-Southgate 或 同级

 

 

Day 5 黄石国家公园

全天  

今天我们将前往黄石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在1978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最大的

国家公园，主要位于怀俄明州，部分位于蒙大拿州和爱达荷州。黄石国家公园被美国人自豪地称为“地球上最

独一无二的神奇乐园”。

 

行程安排：

酒店 → 黄石国家公园 → 猛犸象温泉（45分钟）→ 大棱镜温泉（45分钟）→ 老忠实间歇泉（45分钟）→ 西

拇指间歇泉（30分钟）→ 酒店 

 

    



全天  

黄石国家公园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地处号称"美洲脊梁"的洛矶山脉，位于美国西部北洛矶山和中洛矶山之间的熔岩高原上。地热奇观是他的标志

，一片由水与火锤炼而成的大地原始景观，园内自然景观分为五大区，即猛犸区、罗斯福区、峡谷区、间歇泉

区和湖泊区，五个景区各具特色。超出了人类艺术所能表现的极限，是地球表面上最精彩、最壮观的美景。

黄石猛犸温泉 Yellowstone Mammoth Hot Springs

原来是好几个热泉从山坡上一节一节地流下来，山坡被泉水里的微生物染得五彩绚烂，形成一个五颜六色的大

台阶。可是由于2002年的一次地壳变动，这里的大部分热泉都不再活动了，微生物死后变成灰白色的粉末

，残留在干枯了的大台阶上，反射着耀眼的阳光，将这里变成一片肃刹的不毛之地。随着地壳变动，原来很活

跃的地方有可能突然安静下来；原来籍籍无名的地方也可能会一鸣惊人的。

黄石大棱镜温泉 The Grand Prismatic Hot Spring

又称七彩池，是美国第一、世界第三大温泉，宽度75-91米，深达49米，每分钟会涌出大约2000升71度的热

水。大棱镜温泉的令人惊叹之处在于湖面的颜色会随季节而改变。春天的时候湖面从翠绿色变为金灿灿的橙红

色，这是由于富含矿物质的水体中生活着的藻类和含色素的细菌等微生物。盛夏时节，叶绿素含量相对较低

，因此湖水呈现出绚烂的橙色、红色或黄色。但到了数九寒冬，由于缺乏光照，这些微生物就会产生更多的叶

绿素来抑制类胡萝卜素的颜色，于是就看到水体呈现深邃的墨绿色。

老忠实间歇泉 Old Faithful Geyser

老忠实间歇泉因其始终如一的有规律地喷发而得名。目前大约每隔60至110分钟喷发一次，每次喷发持续四至

五分钟，水柱高达40多米，蔚为壮观，而且从不间断。老忠实游客中心会提前摆出喷发时间表，可以先看好喷

发时间，再放心去游览。

西拇指间歇泉盆地 West Thumb Geyser Basin

西拇指间歇泉盆地，位于黄石湖边上，十五万年前因地壳陷落而形成，在热喷泉与湖水结合下，出现了一种烟

雾弥漫的奇妙景观：烟雾缭绕处是热泉的蒸气，绿波盈盈处是黄石的湖水，与背景中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形成

与黄石其他温泉区不同的景观。此处相当于黄石湖的湖湾，许多间歇泉聚集此处，喷水口的颜色多种多样，有

的呈透明绿色，有的呈好似水泥色般的暗暗的黑色。许许多多的喷水口呈现一种美丽的幻想。

 

晚上  

酒店：Holiday Inn West Yellowstone 或 同级

 

 

Day 6 黄石国家公园  - 汽车 - 大提顿国家公园  - 汽车 - 杰克逊

全天  

    



今天，我们将继续深度体验黄石公园，沿途无边的草原丘陵，徜徉不息的河流，令人心旷神怡。随后前往位于

美国怀俄明州西北部的大提顿国家公园，大提顿峰标高4199公尺，是提顿山脉的最高峰，有存留至今的冰川

。晚上入住爱达荷福尔斯酒店。

 

行程安排：

酒店 → 黄石国家公园 → 诺里斯间歇泉（30分钟）→ 艺术家点参观黄石大峡谷&下瀑布（20分钟）→ 海登山

谷 → 泥火山 → 大提顿国家公园（90分钟）→ 杰克逊 → 鹿角公园（30分钟）→ 酒店 

 

上午  

黄石国家公园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地处号称"美洲脊梁"的洛矶山脉，位于美国西部北洛矶山和中洛矶山之间的熔岩高原上。地热奇观是他的标志

，一片由水与火锤炼而成的大地原始景观，园内自然景观分为五大区，即猛犸区、罗斯福区、峡谷区、间歇泉

区和湖泊区，五个景区各具特色。超出了人类艺术所能表现的极限，是地球表面上最精彩、最壮观的美景。

诺里斯间歇泉盆地 Yellowstone Norris Geyser Basin

诺里斯间歇泉盆地是黄石公园里最热、最不稳定的一系列间歇泉。它长期蛰伏，很久才喷发一次（上次喷发为

2008年），曾创造了喷发高度380英尺的记录。此区的间歇泉颜色也颇为丰富，有清澈见底的蓝绿色，也有柔

和的像牛奶一样的蓝白色。

艺术家点 Artist Point

这里的景色特别壮观。峡谷深达三百多尺。峡谷的山壁以黄色为主，参杂着黑色，红色和粉红色，和一丛丛绿

色的松树。这些颜色参而不溷， 看起来如开屏的孔雀尾巴，也像浪漫派画家在同一处地方点上了好几层色的

点画法一样。

黄石峡谷Grand Canyon of the Yellowstone

据说97公里长的黄石河是“美国境内唯一没有水坝的河流”。在这里，河水陡然变急，冲开四溅的水花，形成两

道壮丽的瀑布，轰鸣着泄入大峡谷，直奔太平洋。这两个瀑布：一个是上瀑布，有130米高；另一个下瀑布有

100米高。看上去仿佛用艳丽的油彩绘成，即使毫无顾忌地暴露在风吹日晒之中，颜色也是那样绚烂，这些“顽

固”的色彩既不会被冲刷而去，也不会因风吹日晒而褪去，到过此处的人们都感叹大自然神奇的力量。

黄石下瀑布 Lower Yellowstone River Falls

虽名曰“下瀑布”，却一点也不“下”，它的高度是尼加拉瓜大瀑布的两倍。要观赏下瀑布的豪迈气魄，观望台(

Lookout Point)是最佳观测点，写生台(Artist Point)是峡谷和下瀑布的另一个经典观赏点。往写生台旁的步道向

下走，就能到达峡谷底部。

泥火山 Mud Volcano Area

位于黄石公园东部黄石湖北部不远。这里的喷泉喷出的大都不是水，而是泥浆，每次喷发时地动山摇。在泥火

    



山旁，长满色彩艳丽的草，这些草看上去柔嫩至极、绚丽非凡。

大提顿国家公园 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

大提顿国家公园于1929年2月26日成立。大提顿国家公园内拥有长度达300公里的步道。园内并有以杰克森湖

与珍妮湖为首的众多湖泊。大提顿国家公园的大部分区域均位于洛矶山脉内，自然景观十分壮美。此外，大提

顿国家公园还拥有极为丰富的生物相，包括了美洲野牛、灰熊、黑熊、驼鹿等等。

鹿角公园 Elk Antler Arches Park

公园不大，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有用鹿角搭建成的巨型拱门。鹿角全是坚货，不作鹿茸补品感歎有些可惜。这

些鹿角可不是捕杀所得，是每年冬天大批的麋鹿从山裡来到杰克逊的“国家麋鹿保护区”过冬，春天鹿角自然脱

落再更新，麋鹿走后，遍地留下无数的珍品。

 

晚上  

入住城市：愛達荷福爾斯 Idaho Falls

酒店：Hampton Inn Idaho Falls/Airport 或 同级

 

 

Day 7 爱达荷福尔斯  - 汽车 - 盐湖城市区游

全天  

今天我们将前往参观黄石熊世界。随后前往盐湖城。盐湖城是美国犹他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是1847年由杨

百翰（Brigham Young）率领一批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摩门教）的信徒在此拓荒所建成的一座城市，以紧

靠大盐湖而得名。上午我们将在导游的带领下打卡盐湖城经典景点，探索盐湖城的独特魅力。

 

行程安排：

酒店 → 黄石熊世界（自费，70分钟）→ 犹他州政府议会大厦（30分钟）→ 圣殿广场（30分钟，摩门教历史

深度导览）→ 图书馆广场（外观，25分钟）→ 酒店

 

全天  

黄石熊世界 Yellowstone Bear World

黄石公园熊世界位于爱达荷州雷克斯堡镇，建于1998年，是大黄石唯一的驱车穿越的野生动物保护地。公园

供游客观赏的稀有动物有灰熊、黑熊、灰狼等北美珍贵动物。据说，有接近100只灰熊。这里还有商店、导游

和喂熊等小动物等表演。

犹他州议会大厦 Utah State Capitol

犹他州政府议会大厦坐落于盐湖城，整个建筑的规模和形制可与华盛顿的国会山庄相媲美。州政府大楼顶部是

    



拜占庭式的圆顶，在太阳光的照耀下光彩夺目绚丽辉煌。大厦内部更加富丽堂皇，精雕细琢。墙壁是光洁的大

理石，天花板绘有精美的壁画，无数雕工精细的人物塑像伫立其中，栩栩如生。另外由于犹他州别名“蜂房州

”，大厦门前的显眼处便摆了一座蜂房的雕塑，是来到此处的游客不可不合影的景点之一。

圣殿广场 Temple Square

犹他州盐湖城是全球摩门教的大本营，是犹他州盐湖城市中心一组属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摩门教）总部

的建筑群，包括盐湖城圣殿、盐湖城大礼拜堂、盐湖城聚会堂、海鸥纪念碑和两个游客中心，占地10英亩。

图书馆广场 Library Square

图书馆广场是一个旨在为社区节日和庆祝活动等创造机会的公共广场。它毗邻盐湖城公共图书馆。这里是一个

结识朋友、看书放松、观看音乐会、参加辩论或参加庆祝活动的好地方。

 

晚上  

入住城市：鹽湖城 Salt Lake City

酒店：Hilton Garden Inn Salt Lake City Airport 或 同级

 

 

Day 8 大盐湖  - 汽车 - 盐湖城机场

全天  

今天上午我们将前往犹他州西部、北美洲最大的内陆盐湖的大盐湖。随后送往盐湖城机场，结束愉快的旅程。

 

行程安排：

酒店 → 大盐湖（60分钟）→ 盐湖城机场（SLC）

 

上午  

大盐湖 Great Salt Lake

大盐湖是世界第二大咸水湖，也是北美洲最大的内陆盐湖，它位于美国犹他州西部，东边是落基山脉，西边是

沙漠，由10座岛屿组成。同时它也是野生动物保护区，每年吸引了数百万的候鸟。这里湖水的含盐量高达

25%，仅次于死海，湖中只有一些可耐高度盐性的藻类可以生存。

 

上午  

送机须知：

1. 客人可根据自己需求预定合适的航班离开。12:00之前起飞的航班，该天无任何行程，客人需自行乘坐酒店

班车前往机场。如需参加行程请预定12:00以后的航班，我司工作人员将于10:00-10:30左右送客人抵达盐湖城

机场。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 行程中交通费用（使用车辆类型根据当日具体参团人数决定，7座商务，14人座高顶/中巴，或55-61座巴士

）；

 

2. 行程中住宿（住宿晚数等于行程天数减一）；

 

3. 中英文服务人员和司机导游服务费；

 

4. 行程中涉及到的主要景点（自费项目列表中项目除外）；

 

5. 一日三餐（接机日不含餐，送机日只包早餐）。

 

费用不含

1. 出发地至参团地的往返机票；

 

2. 自费项目列表中项目；

 

3. 酒店房间内私人费用（洗衣费，电话费等）；

 

4. 一切除费用包含外的私人性质费用。

 

自费项目

项目名称 包含天数 价格说明 描述

总统山&疯马巨石 Mt. Rushmore & 

Crazy Horse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成人：$50.00；

老人

（65+）：$50.00；

儿童（3-12岁

）：$40.00；

成人：$27.00；

老人
黄石熊世界 Yellowstone Bear World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项目名称 包含天数 价格说明 描述

（65+）：$26.00；

儿童（3-12岁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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