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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倾斜颠簸，让人在 360 度的高
速中尽情品尝天翻地覆的感觉。

鸣谢

提前早知道
适合人群： 家庭

小朋友

情侣

年轻人

适合天数： 1 天
花费预算： 400 元
最佳旅游时间：寒暑假等各种好天气

本地人忠告
①游玩的项目有我个人觉得很不错的！比如穿越侏罗纪，疯狂火龙
钻，穿越侏罗纪玩的比较舒服，疯狂火龙钻胆子小的人玩过会腿软！

本攻略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果版权拥有者或
者作者发现自己作品被使用，请及时向欣欣旅游网提
出通知，欣欣旅游网将及时移除相关内容或者添加作
者的版权信息。
在此，本攻略特别鸣谢网友：

中华恐龙园官

方网站

还有探秘巨石阵玩过以后头有点晕的！炫彩风车也很刺激！雷龙过
山车也比较刺激！
②里面现在表演的项目有大象表演，海狮表演，小鸟表演，大象表
演比较不错！还有一个大型表演忘记名字了！还有现在夜公园有星
光花车巡游，很漂亮！非常值得推荐！记得不要忘记带上相机！

欣欣百宝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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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玩项目
1、疯狂火龙钻
疯狂火龙钻是鲁布拉人钻探火龙石的钻探机，是迄今为止亚洲
最高的顶级摇摆游乐项目，最大摆幅达 120 度，摆动最大高度达

里比拼平衡力，大圆形机器的内核带动圆盘顺时针和逆时针交
换旋转。如果你想成为库克苏克翼龙骑士的一员，这一关必不可少
哦，赶快来感受一下暴风眼带给你天旋地转的刺激体验！

44.5 米。半空中短暂的停滞，不仅能体会到滞留高空的奇妙，更
有俯视大地的豪迈。

6、雷龙过山车
雷龙过山车是鲁布拉人用来运送火龙石矿石的特殊工具，沿着

2、热舞恐龙车
热舞恐龙车是一种全新设计的滑行车类项目，其主要特点是每
个独立运行的车体可旋转部分在沿轨道运行时因离心力作用产生

世界上最长的“W”型的轨道，庞大的圆盘飞速地旋转，时而跃向
高空，时而起伏不定，时而倾斜颠簸，让人在 360 度的高速中尽
情品尝天翻地覆的感觉。

各异的旋转动作使滑行车在滑行过程中的动作更加丰富，乘坐感觉
与众不同且充满乐趣。

7、通天塔
环坐在“通天塔”塔身四周，几秒钟内便可将您抬升至 80 米

3、桑巴气球
会桑巴气球，热气球和茶杯？毫不相干的两个东西就这样被组

的高处，然后突然加速自由下落，同样在几秒后落回原处，使您在
一台设备上瞬间体验超重与失重的双重感受。

合在一起。仅仅设备运行没有参与感？没有关系每个座位都有手动
旋转转盘，向左转、向右转？都随你的心情！想象一下，带着孩子
乘坐，他们笑脸会延伸到那里？

8、翼飞冲天
俯趴在翼飞冲天的设备上，随着机器的转动，在 9 米高的半空
中，左右摇摆，一会俯冲向下，一会又被垂直拉升，记住，一定要

4、迷幻魔窟

睁大你的眼睛，不要被呼啸的风声吓坏了胆子。

这是绝对的挑战，是一次对胆量和勇气最大的考验。在这里一
切都是未知，一切都不可预测，“变异恶龙”
、“木乃伊复活”、“恶
灵蝙蝠”、
“生化危机”、
“夺命墙”……每个场景都在挑战你的心跳，
更是对国内“鬼屋”项目的一次全新的挑战。

9、水火动力
想拥有和翼龙骑士一样强大的力量吗？那就快来接受“水火动
力”的考验吧。在 10 米的高空中像波浪一样翻滚，四周悬崖峭壁
间时不时喷出一股股激流，伴随着火焰特效，仿佛正在接受水与火

5、暴风眼

的共同洗礼。

暴风眼是翼龙骑士训练的基本设备之一，好多翼龙骑士都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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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华恐龙园
这里是恐龙的快乐家园，这里是时尚刺激的主题乐园。鲁布

常州中华恐龙园是常州地区唯一的 5A 级风景区。

拉、嘻哈恐龙城、重返侏罗纪，六大主题区精彩纷呈；疯狂火龙钻、
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新区汉江路 1 号 。筹建于 1997 年，目前
一、二期占地 600 余亩，是一座以恐龙为主题的，融博物、科普、

雷龙过山车、探秘飓石阵、穿越侏罗纪、尖峰速递、热舞恐龙车、
宝贝团团转。

娱乐及表演于一体的综合性游乐园，被称为“东方侏罗纪公园”。
三十多个主题游乐项目引爆极限风暴；恐龙知识的宝库中华
中华恐龙馆是中华恐龙园的核心和灵魂，收藏展示中国系列恐

恐龙馆珍藏各类国宝级恐龙化石 50 多具；国内主题公园首台音乐

龙化石最为集中的专题博物馆。中华恐龙馆总面积 14000 平方米，

歌舞剧《鲁乐回家》营造视觉梦幻之旅！这里就是素有“东方侏罗

穹顶最高 36 米，龙首最高达 71 米，成为常州旅游的标志性建筑。

纪公园”美称的常州中华恐龙园的亲子乐园。

票种

门票价

适用对象

成人票

200元/人

成人及身高1.5米以上儿童

半价票

100元/人

身高1.2米-1.5米儿童，60-69周岁长者(凭身份证等有效证件)

儿童票

80元/人

1.2米以下免票；1.2—1.5米之间

老人票

80元/人

70周岁以上免票；60周岁—70周岁之间（凭身份证件入园）

套票：恐龙园+恐龙谷温泉

248元
身高1.2米以下儿童，70周岁及以上长者；现役军人、残疾人、

免票
大学生团队票价

中、小学生团队票价
大学生团队票价

新闻记者（凭有效证件）
。
140元/人

80元/人

140元/人

（20人成团,凭学校证明及本人学生证购票，需一个学校的）

（35人成团,凭学校证明及本人学生证购票、入园）

（20人成团,凭学校证明及本人学生证购票，需一个学校的）

家庭年卡

668元/人

限两名成人及身高1.5米以下儿童使用

双人年卡

558元/人

限两名成人使用

单人年卡

365元/人

限1名成人使用

●恐龙谷温泉

●美丽新世界大剧场（周末和法定假日开
演）

特殊人群预订标准：
特殊人群预订标准：
A.免费政策：1.2 米以下（不含 1.2 米）免票
A.免费政策：儿童身高 1.2 米以下无座位免票
B.优惠政策：1.2 米（含 1.2 米）-1.5 米（不含 1.5 米）78/
人（12 月起 98/人）
，不占箱位

B.优惠政策：儿童身高 1.2 米（包含 1.2 米）以上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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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恐龙园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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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线路
为了让游客更好地玩中华恐龙园，公园特别推荐了 4 条精品游览路线：年青朋友线路、亲子游线路、老年人线路、项目游玩线路、
演出观看线路推荐。
递、宝贝团团转

年青朋友游园推荐：
鲁布拉区→午餐（玛丽的餐馆）→鲁乐回家→特技舞台表演
→海狮表演→穿越侏罗纪→中华恐龙馆→动感电影→雨林冒险

嘻哈恐龙城：摇滚恐龙蛋、热舞恐龙车、跳跳龙、翼龙骑士、
桑巴气球、炫彩风车
恐龙馆区域：穿越侏罗纪

亲子游玩线路推荐

雨林冒险区：恐龙山探险、穿梭时空、超级秋千
小鸟表演→雨林冒险→海狮表演→中华恐龙馆（CAD 恐龙实
验中心、胶画）→午餐（月光城餐厅或兰杯休闲屋）→鲁乐回家→
特技舞台表演→鲁布拉区或嘻哈恐龙城→动感电影

演出观看线路推荐：
鲁布拉剧场：《鲁乐回家》

老年人游玩推荐线路：

特技舞台：《冒险恐龙岛》

小鸟表演→中华恐龙馆→午餐（兰杯休闲屋或蘑菇餐厅）→鲁
乐回家→海狮表演→园博园

动物表演馆：海狮表演
雨林冒险区：小鸟表演

项目游玩线路推荐：

动感电影：《史前历险》

鲁布拉区域：雷龙过山车、探秘飓石阵、疯狂火龙钻、尖峰速

影视特效表演：《横空出世》

欣欣线路推荐

[纯玩跟团] 合肥去常 州中华恐龙园团
购、恐龙谷温泉 2 日游【2 次进园】

宁波去到常州中华恐龙园巅峰水世界（二
次进园）团购旅游景点攻略

宁波到中华恐龙园、天目湖二日游

门市价：250 元

门市价：380 元

门市价：490 元

欣欣价：228 元

立即预订

欣欣价：348 元

立即预订

>>更多线路推荐

欣欣价：420 元

立即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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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攻略
一、公交线路：

>>更多公交信息查询

常州市内：

乍嘉苏高速－（苏州转）沪宁高速
2、
、南京、上海方向
沪宁高速：第 15 号出口（常州江阴出口）下——中华恐龙园（3KM）

市区县直街（新世纪商城北门）乘 302 路或 29 路公交车直达中华

沿江高速：第 12 号出口（沪宁高速出口）转沪宁高速至第 15 号

恐龙园

出口（常州江阴出口）下——中华恐龙园（3KM）

飞机场：
32 路公交车到“红豆山庄”站转 302 路可至中华恐龙园
火车站、长途汽车站：
在火车站（新丰东桥）乘坐 29 路到中华恐龙园站下车；
乘坐 208 路至飞龙东路北环新村后步行至马路对面（约五
分钟）转乘 29 路公交车直达中华恐龙园；或乘坐 B22 至
瞿秋白纪念馆后转乘 B12 直达中华恐龙园。

二、特殊路线：
北京： T109 北京-常州 07：37 到常州 历时 11 小时 54 分
钟
长沙： K135 长沙-上海 11：03 到上海 历时 17 小时 55 分
钟 K234 上海-常州 13：45 到常州

三、自驾游
1、杭州方向
（1）南庄兜（高架北到底）－杭宁高速－（江苏宜兴转）锡
宜高速－漕桥下高速，向路牌“常州、武进”方向行驶，下高
速后约 20 公里抵达常州市区；（可以往北走公路到沿江高速，
上沿江高速，行驶 4 公里，常州下；也可以一直走公路，不再
上沿江高速）
（2）南庄兜（高架北到底）－杭宁高速－（江苏宜兴转）锡宜高
速－（无锡转）沪宁高速－常州下高速，或走沪杭高速－（嘉兴转）

注意事项：
请注意各个演艺项目的时间，游玩前规划好设备项目路线以及
合理安排观看特色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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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介绍
环球恐龙城依托既有的中华恐龙园、香树湾高尔夫酒店、恐龙
谷温泉养生度假中心、三河三园亲水之旅、新北中心公园以及迪诺

NO.2 雨林冒险
主要景点

生命之树

水城、飞龙运动休闲公园等旅游设施，逐渐实现旅游造城，打造出
“休闲、动感、时尚”的国内外知名特色旅游品牌。

热带雨林最显著的标志是一棵苍劲、古朴的巨树，似乎已干枯
的树杆代表着时间的沧桑，这棵就是“生命之树”。

其中共分为中华恐龙园又分为库克苏克大峡谷、鲁布拉、嘻哈
恐龙城、重返侏罗纪……六大主题区精彩纷呈。

这个区域由 26 棵仿真大树组成一片微型森林，这些大树基本
是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植物，有巨杉、古银杏、榕树等，游客

NO.1

重返侏罗纪

主要景点

恐龙馆：
中华恐龙馆是中华恐龙园的核心和灵魂，是恐龙科普知识的海
洋，收藏展示中国系列恐龙化石最为集中的专题博物馆。它以古生
物的发生、演化和灭绝为线索，旨在宏扬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发展的
新自然观。
馆体外形充分运用仿生建筑手法，远远望去仿佛三条恐龙高昂

进入此区域将看到被深色藤蔓缠绕着的巨树，通过增设的灯光音响
设施、喷雾效果、林中怪兽、机器恐龙、游戏等趣味项目营造巨树
区内神秘的气氛，树丛中烟雾缭绕，隐约可闻阵阵恐龙的吼叫声，
充满神秘气息。

小鸟表演
是恐龙园天然赏鸟胜地，它位于恐龙园的雨林冒险区域。远离
尘嚣，走进天堂，拥抱自然，亲近小鸟，净化心灵，充实生命，请
到小鸟天堂来。它是鸟的天堂，也是你的乐园！

NO.3 4D 过山车

着龙头在窃窃私语，一条丰盈巨硕的恐龙躯体呈现出大写意的造
型，由此勾勒出恐龙馆的博览、娱乐及科普空间，全馆总面积 20000
平方米以上，龙首最高处达 71 米，馆体穹顶最高处达 36 米，已
成为常州旅游乃至沪宁沿线上旅游业的标志性建筑。

本次环球恐龙城休闲旅游区引进的过山车项目集合了悬挂
式、座位式等多种过山车的特点于一体，采用两翼外延式的座位仓，
游客坐在轨道两侧的座位仓中完全悬 空，座位仓采用非固定 的形
式，在过山车上下翻转的轨道运行中同时可以进行 360 度自由摆

馆内运用多项现代技术，并通过生态模拟的环境设计，展示
恐龙这一古生物产生、发展、演化直至灭绝的过程，旨在弘扬人类

转，瞬间提速 126km/h、最高点 79 米、连续 14 个 360 度自转、
90 度垂直大俯冲，将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刺激挑战。

与自然界和谐发展的新自然观，是寓教育于旅游体验中的殿堂。

穿越侏罗纪
刺激指数：★★★★★
可玩指数：★★★★★
恐龙园内延续六年的经典，在流动的木筏的引领下，流淌在恐
龙出没的史前沼泽，穿梭了时空的隧道，在白垩纪史前火山喷发中，
毅然从 18 米的高空呼啸而下，在结束旅程之际感受从天而降的酣
畅淋漓。
图片来源：中华恐龙园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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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4

嘻哈恐龙城

“嘻哈恐龙城”是恐龙园隆重推出的亲子游乐天地，区域内有

炫彩风车
刺激指数：★★★★★

多套亲子游乐设备，分别是“热舞恐龙车”
、
“摇滚恐龙蛋”和“跳
跳龙”等设备刺激度低、安全性能极高又极具可玩性，非常适合家
庭集体游玩或小朋友们单独游玩。

主要景点：

温馨指数：★★★★
也许你见过风车，那是荷兰乡村的一道美丽风景。但是你坐过
风车吗？这绝不是异想天开，“急速风车”就能让你在风车扇叶上
感受旋转的奇妙感觉。

疯狂火龙钻
刺激指数：★★★★★

桑巴气球

可玩指数：★★★★★
刺激指数：★★★★
疯狂火龙钻是鲁布拉人钻探火龙石的钻探机，是迄今为止亚洲
最高的顶级摇摆游乐项目，最大摆幅达 120 度，摆动最大高度达
44.5 米。投身其中，感受天地之间瞬间变幻时近乎窒息的快感；
半空中短暂的停滞，不仅能体会到滞留高空的奇妙，更有俯视大地
的豪迈。

温馨指数：★★★★★
你想乘坐热气球，像环绕地球一般环绕整个恐龙王国，完成一
次奇妙而又惊险的冒险之旅吗？
那就快点进入桑巴气球之中吧，坐进茶杯型的坐框，仿佛置身
一场童话般的午茶会，随着轻柔的音乐慢慢旋转，享受冒险旅程中
恬静与刺激相交融的奇特时光。要是觉得不够刺激，那就开启座位

热舞恐龙车
刺激指数：★★★★

内的操作装置，加速旋转，像狂欢节上的人们一样跳起激情四射的
桑巴舞吧。

可玩指数：★★★★★
蜿蜒曲折的轨道，奇特可爱的恐龙车，没有刻骨铭心的精彩刺
激，却有意想不到的欢乐。坐在恐龙车上，置身于波浪般起伏的轨
道运转中，突然夹杂着 360 度的突然旋转，在意外中体会惊奇。

跳跳龙
刺激指数：★★☆
可玩指数：★★★★
这是孩子的专利，凭借恐龙强劲的弹跳力，带着孩子们冲向蓝

图片来源：中华恐龙园官网

摇滚恐龙蛋

天，在天与地之间架起弹簧般的联系，在上下之间给孩子们最大的
快乐。

摇滚恐龙蛋是一种旋转类热门游戏，造型各异的恐龙蛋是乘客
的座舱，可供近 40 人同时游戏，游客坐在蛋中，可以尽情体验多
重复合转动所带来的乐趣。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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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 鲁布拉
主要景点：

水世界：
今夏，鲁布拉巅峰水世界加上全园动漫狂欢，将这片清凉的乐
土打造地更有声有色，一定不会令你失望。胆战心惊的水上极限项
目，漂流河、巨型水寨，亲子项目同样让你过足水上狂欢瘾 。除

刺激指数：★★★★★
可玩指数：★★★★★
聪明的鲁布拉人做起了火龙石的生意，开起了快递公司，利用
速龙这奔跑速度最快的龙往世界各地发送火龙石。
在尖峰速递，你不仅能体会到鲁布拉全盛时在世界各地的足
迹，更能亲身感受感受到风在耳后呼吸，人在空中翱翔的美妙感觉。

此之外，还有激情四射的歌舞秀在鲁布拉水上舞台火爆开演，将现
场的原来火热气氛推向最高潮。

疯狂火龙钻
刺激指数：★★★★★
可玩指数：★★★★★
疯狂火龙钻是鲁布拉人钻探火龙石的钻探机，是迄今为止亚洲
最高的顶级摇摆游乐项目，最大摆幅达 120 度，摆动最大高度达
44.5 米。投身其中，感受天地之间瞬间变幻时近乎窒息的快感；
半空中短暂的停滞，不仅能体会到滞留高空的奇妙，更有俯视大地
的豪迈。
整台设备的标高为 27 米，摆动的最高点离地面有 44.5 米，最
高摆幅可达 120 度，足以称之为“亚洲第一大摆锤”。

探秘飓石阵
刺激指数：★★★★★
可玩指数：★★★★★
探秘飓石阵是每个鲁布拉人成年后获得火龙石庇护必须经历

雷龙过山车
刺激指数：★★★★★
可玩指数：★★★★★

的考验。
雷龙过山车是鲁布拉人用来运送火龙石矿石的特殊工具，沿着
坐在探秘飓石阵之中如同置身于八爪鱼庞大的触手之中，360
度的自转伴随着 360 度公转，更要经受猛烈的风、炽热的火、严
寒的冰这三重考验，而真正的鲁布拉勇士也正在此时诞生。

世界上最长的“W”型的轨道，庞大的圆盘飞速地旋转，时而跃向
高空，时而起伏不定，时而倾斜颠簸，让人在 360 度的高速中尽
情品尝天翻地覆的感觉。
90 多米曲折的轨道形成一个倒置的“M”。启动后不到一秒钟
的时间机车迅速速度提升至 40 公里小时，15 米最高点处更是倾斜

尖峰速递

倒转，该项目全世界只有 3 套，恐龙园是中国唯一的一套。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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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 库克苏克大峡谷

四维特效影院

十多个全新的游乐项目揭开了神秘的面纱，给游客带来全新的

准备好和我们一起畅游这神秘的地下世界了吗？那就赶快带上

欢乐和刺激。其中特别让人期待的有：体验失重与超重瞬间变换的

特制眼镜，坐上特效座椅，在这全新四维特效影像技术打造的地下

“通天塔”、4D 特效影院——“地心之旅”，还有德国版金刚——

世界里，一起感受光怪陆离的色泽，体验近在咫尺的风吹雨打、地

感受在“金刚”嘴边命悬一线的刺激体验。

动山摇，探究纷繁错杂的地下构造……

主要景点：

通天塔：

童子军训练营

这里是翼龙骑士们接受翼龙神赐福和力量加持的地方，环坐在

除了对成人的训练外，库克苏克大峡谷还特意为小勇士们准备

“通天塔”塔身四周，几秒钟内便可将您抬升至 80 米的高处，然

了特别的训练项目——童子军训练营。这可不仅仅是简单的攀爬，

后突然加速自由下落，同样在几秒后落回原处，使您在一台设备 上

更是对小勇士们耐力和毅力最大的考验。小勇士们快鼓起勇气，用

瞬间体验超重与失重的双重感受。

你坚强的意志克服重重困难吧。

暴风眼
暴风眼是翼龙骑士训练的基本设备之一，好多翼龙骑士都在这
里比拼平衡力，大圆形机器的内核带动圆盘顺时针和逆时针交换旋
转。如果你想成为库克苏克翼龙骑士的一员，这一关必不可少哦，
赶快来感受一下暴风眼带给你天旋地转的刺激体验！

龙神古塔
想饱览库克苏克大峡谷的美丽风光？那怎么能错过龙神古塔。
操作着拉绳使座椅快速上升或者降落，更可以停留在半空中，伴随
着塔身缓慢的旋转，大峡谷壮丽的风景尽收眼底。

金刚：
迷幻魔窟
这是绝对的挑战，是一次对胆量和勇气最大的考验。在这里一
切都是未知，一切都不可预测，“变异恶龙”、“木乃伊复活”、“恶
灵蝙蝠”、
“生化危机”、
“夺命墙”……每个场景都在挑战你的心跳，
更是对国内“鬼屋”项目的一次全新的挑战。

图片来源：中华恐龙园官网

金刚超级逼真！！

水火动力：
在 10 米的高空中像波浪一样翻滚，四周悬崖峭壁间时不时喷
出一股股激流，伴随着火焰特效，仿佛正在接受水与火的共同洗礼。

大峡谷的湿谷深处，金刚正将游客置身的巡逻车高高的举起，
贪婪的眼神注视着车内的游客，狰狞的脸孔清晰可见……伴随着刺
耳的吼声，庞大的鼻孔中喷出阵阵白雾，巡逻车在数十米的高空 剧
烈的晃动、翻滚，这是对胆量和勇气最大的考验。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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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7 恐龙谷温泉

海狮表演

恐龙谷温泉秉承“生态、健康、时尚、浪漫”经营原则，以国

观赏指数：★★★★★

际视野遴选日本、加拿大、德国及中国台湾等国际一流专业机构联

异国他乡的海狮，飘洋过海而来。跳圈、顶球、跳舞、学人走

手策划打造，不懈追求正本清源的 “温泉秘汤”极致泉境，包括
温泉 主题公园、VIP 别院、汤屋中心、会议中心、顶级餐饮会所、
温泉定食餐厅、SPA 芳疗美体康娱、WII 电玩空间等项目；泉石亭

路，什么具有高难度，它们就表演什么，向无数人展现它们的才华，
更引来无数人对他们表演的认可和喜爱。

榭、花树果草，将私密性围合温泉区与敞开式情景区相融组团，

白天运营时间

“金玉环壁 、
“龙池生烟”
、
“灵雀暖巢”、
“三叠漱玉”
、
“苔壁水
镜”、
“雀林清音”、“洞天日归”、“幽潭积雾”，温泉八景步换景

主题

形式

地点

移，是国内一流的温泉旅游和养生度假胜地。

精彩表演
恐龙园一直有很多精彩的主题表演，从 05 年的《海洋宝贝》
到 06 年的《鲁布拉神话》
，得到了广泛的好评，现在正在上演的

晚上运营时间
周一-周
五

欢乐迎宾

开园仪式

冒险恐龙岛 特技表演

9:00

门禁处

特技舞台

周六-周日

周一至周日

19:00

11:00 11:00 14:30 ----

是国内首台大型主题音乐剧《鲁乐回家》，总投入近千万，是继
《鲁布拉神话》后同时具备大导演、大明星、大投入的经典演出。 快乐假日

《鲁乐回家》
观赏指数：★★★★★

12:30 10:30 12:30

海狮表演

动物表演馆

横空出世

魔幻剧

恐龙馆中厅 14:30 10:45 14:30 ----

鲁乐回家

音乐剧

鲁布拉剧场 11:30 11:30 13:30 ----

清凉风暴

水花大巡游 库克苏克区

15:30 15:30

20:00

可玩指数：★★★★★
《鲁乐回家》是国内首台大型主题音乐剧，讲述的是小海龟
鲁乐在鲁布拉人的帮助下，返回大海寻找家的故事，在大海中，
小鲁乐遇到了很多海洋朋友，在遭到邪恶的大鲨鱼沙克的袭击

13:45

----

时，他凭借着智慧与勇气最终战胜了邪恶，成为了受大家喜爱的
20:45( 周 日 至

海洋明星。整台音乐剧除拥有全国一流的创作班底，更有华丽的
服饰，绚目的灯光，并且真实再现了海底世界的美丽，定会让你
享受到一场丰盛的精神大餐。

疯狂牛仔

炫彩星光巡
游狂欢表演

巡游大道

周四)

----

21:00( 周 五 至
周六)

特技舞台
10:00

观赏指数：★★★★★
可玩指数：★★★★★

精彩鸟世界 小鸟表演

热带雨林区 14:30
16:00

电影场景，真人演出，真实的爆破场景，劲爆的武打动作，

10:00 11:30
14:30 16:00

----

演绎着正义与邪恶之间经久不衰的斗争。你不仅可以看到人与恐
龙的徒手搏斗，还有水塔倒塌、飞机爆炸等精彩场景，甚至还可

巅峰水世界 歌舞表演

水公园舞台

----

19:00 20:00

以亲临其境，体会一番正义或邪恶的真实。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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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常州中华恐龙园景区内有个恐龙谷温泉养生度假中心，可以去住宿一晚，又或者去附近的酒店、宾馆住宿，在河海一条街（燕山路）
那边小旅馆有好几个的，吃饭的地方也很多。如果你连着住十天还能跟人家砍砍价的。好多都是五十块钱左右的，比海阳便宜多了。

经济型酒店
周边最受欢迎的酒店：

简介：地处新北区最繁华商业区，周边娱乐、 顾客点评：酒店周围环境很好 交通也方便
购物场所一应俱全，交通方便快捷。从火车

力推酒店楼后往南一百米有一快餐店 价格

站及长途汽车站乘 11 路可直达酒店门口，新

公道物有所值 前面街上消费有点高。

北区长途汽车站近在咫尺，距常州机场出租
车。

格林豪泰（常州环球恐龙园时代广场
商务酒店）

顾客点评：因出差预定该酒店，位置方便，
有免费宽带是王道…更多

欣欣价：189 元起

>>立即预定

简介：位于通江中路与太湖中路交汇处西侧， 顾客点评：酒店环境，隔音，舒适度都还很
地理位置优越，闹中取静，环境舒适，购物

好，而且特惠房这样的价格相当实惠，比起

交通便利。酒店装修简约时尚，舒适温馨。

周边几家门店价格的房间都要好，而且含有

如家酒店（常州万达广场太湖路店）
（原通江

早餐，更值得一提的是，酒店提供免费的矿

大道店）主楼高 10 层，拥有客房 107 余间， 泉水，虽说不值几个钱，但周边的酒店都取
有特惠标准房、大床房、商务大床房等。

如家快捷酒店（万达广场太湖路店）

欣欣价：151 元起

>>立即预定

消了。
顾客点评：酒店地理位置好。就在万达对面，
非常方便。去恐龙谷温泉也方便，打车起步
价。房间电视还有 itv。很满意。 …更多

简介：酒店座落于常州新北区商圈中心，G42

顾客点评：每个月都要去常州玩，尤其是恐

（沪宁高速）常州出口旁，周边高星级酒店

龙园！而每次去我都住这里，靠的近，而且

林立，环境优美；毗邻常州月星家居广场，

环境好，不会吵闹。卫生干净方便，一直很

常州万达广场，距离常州环球恐龙城和京沪

喜欢。关键还是经济实惠啊！。

高铁站仅 2 公里，距离常州奥体中心、常州
大剧院、常州市政府仅 3 公里；城市高架直
通常州嬉戏谷和春秋淹城乐园，酒店配有大
型免费停车场（60 个车位），满足自驾游。

莫泰 168（常州环球恐龙城月星
广场店）
欣欣价：132 元起

餐饮与节日

顾客点评：酒店交通比较方便,靠近恐龙园(打
车起步价) 距离河海大学也就两站路 ...房间
还不错!可试一试…更多

>>立即预定

园内美食

>>更多酒店预订信息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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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内美食

炫彩灯光秀
地点：中华恐龙馆馆体

园子里有很多吃饭的地方，像烧烤，章鱼小丸子 绿豆汤... 建议
你自己带点吃的进去,因为里面的小吃普遍的 20 每份,吃不饱而且
很贵，所以呢，最好在外面吃饱再进去，到里面稍微吃点就行！
去过的游客说：
自己带吃的又或者去附近的南大街那边，好吃的要多少有多少
啊~还可以顺便购物，应有尽有的咧~好像离恐龙园也不是太远咧~

本次灯光节，恐龙园特别邀请了韩国顶尖团队根据中华恐龙馆
独特造型，量身定做了以恐龙为主题的灯光秀。一幕超逼真的侏罗
纪灭绝大片即将在恐龙馆体上演：陨石群纷纷撞击地球表面，火山
喷发出炙热的岩浆，连霸王龙这样的猛兽都发出绝望、愤怒、响彻
天际的嘶吼。触手可及的光影效果，震撼人心的音响配合，将 6500
万年前恐龙部落毁灭的场景真实再现在你面前。建筑投影这种全新
的感受形式，比去电影院看好莱坞大片更加刺激！

园内节日活动

流光溢彩

灯光节

地点：恐龙园园区

巴洛克光雕

充满时尚浪漫气息的香榭丽舍大街五光十色，树梢停歇着多彩

地点：恐龙馆前广场

的星星月亮在窃窃私语；妖娆的火树银花随着轻风慢慢起舞。充满
梦幻气息的星光漫步荧光点点，银色的瀑布在道路上尽情挥洒着热
情；和风抚触水面泛起微微涟漪荡漾开来。悠闲的恐龙们在草地奔
跑漫步、可爱的卡通们纷纷欢呼雀跃……
由四川自贡灯组成的各种灯组，让恐龙园四处弥漫着浓郁的春
节喜庆气息，热闹的中国风迎面扑来。浓郁北欧童话风格的芬兰小
镇，气势恢宏、华丽夺目的意大利巴洛克光雕集群，别具一格的韩
国灯光艺术秀，引领时尚潮流的行为艺术……一切尽在其间，等待
着我们仔细探究。

“巴洛克光雕”是把经过精雕细琢又缀有数十万彩灯的木雕作
品组装在一起，创造出一个用光和色彩构成的立体、壮丽的由广场
和长廊组成的虚拟建筑群。它起源于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后通过电
能的使用，真正实现了“光的雕塑”。
在现在它已成为一种独特的人文艺术载体，不仅能植入城市空
间：街道、广场、公园，更新原址的景致，转化为人工的幻象；同

最佳旅游时节
四季皆宜。
夏季最佳，恐龙园内许多刺激的娱乐项目是在水上进行。最好
是在炎炎夏日来，体验刺激和水的清凉。
其余时节也可参与游乐活动，并且在室内观看恐龙科普展示。

时还可以独立地做各类古典和现代的主题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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