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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尽头畅享难忘的独特体验

—



www.australis.com

Australis是一家游弋于麦哲伦海峡、
比格尔海峡和合恩角等火地岛主要地标性景点的邮轮探险公司。

27年来，我们一直带领来自各大洲的游客前往智利巴塔哥尼亚和阿根廷，
探索世界上最美丽、最原始的地区之一。

现在，我们邀您共同探索巴塔哥尼亚峡湾的奇观。 

在世界的尽头畅享难忘的独特体验

—



巴塔哥尼亚拥有震撼人心的自然地理条
件。我们在海峡和峡湾航行之时以及登
陆探访期间可以观赏到宏伟壮观的冰
川、广袤无际的原始森林和独特迷人的
动植物群。我们的所有游览路线都包含
了最南端的合恩角。这是一个神话般的
地方，于1616年被发现，是几个世纪
以来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最重要的航线
之一。这里也是少数几个能让人类感到
脆弱无助，被神秘气氛所包围的地方之
一。在这处“世界的尽头”，自然的神
奇景观令人目不暇接，定将成为一次永
生难忘的体验。

前往探索……

成为探险家



Australis多年来致力于保护自然环境，与科学界建立了专有的伙伴关系，
并在积极推行环保政策的同时，为了解和保护这片土地和当地物种做贡献。
在与智利国家林业局（CONAF）和CEQUA科学基金会携手进行陆地调查
以及推行企鹅和当地野生动物保护措施期间，我们作了相关记录。

研究&保护
科学探索



莫雷诺冰川

百内国家公园



在壮美的峡湾中航行之时，您可以畅享震撼人心的自然景观，观赏宏伟
巨大的冰川、广袤无际的原始森林和独特迷人的动植物群。乘船游览的
同时，您还可选择参观百内国家公园和莫雷诺冰川等巴塔哥尼亚的主要
景点。

在世界尽头，

体验不一样的旅行



陆地观光和橡皮艇出游可让您一览火地岛、冰川和国家公园等主要景点的壮美风光。
所有探险活动均配备具有丰富地理学、冰川学和区域动植物知识的英语导游。

相遇、探索……

畅享难忘瞬间



7:00
_

触摸世界尽头

10:00
_

美好的相遇

9:00
_

迷失在无边的广袤中

16:00
_

探索自然之美



Australis提供各类国际美食，并采用
“一价全包”机制，供应主题自助午餐和单
点晚餐。
开放式酒吧提供国际化的选择以及各种精选
利口酒和葡萄酒。

此外，我们还会举办与探险有关的讲座，
并将补充每个游览地点的特色动物群、
地理学、冰川学、民族和地区历史的信息。

船上生活 
体验



船上生活 



彭塔阿雷纳斯 
//乌斯怀亚
4晚
Stella Australis号内燃机船
Ventus Australis号内燃机船 

第1天：彭塔阿雷纳斯
办理登船手续时间：13:00-17:00，地点：彭塔阿雷纳斯
登船时间：18:00

第2天：安斯沃思湾 - 塔克小岛
我们将进入阿尔米兰塔斯戈湾航行，以便更接近安斯沃思湾
的玛李呢里冰川。在了解冰融化后生命如何重新出现之后，
我们将继续向塔克小岛航行。在橡皮艇上，我们将观察到麦
哲伦企鹅和鸬鹚。每年四月和九月，这段短途游览将由布鲁
克斯湾冰川附近的徒步旅行所取代。

第3天：琵亚冰川 - 冰川大道
我们将前往观景台观赏壮美的琵亚冰川。在这段难忘之旅
后，我们将继续在雄伟的“冰川大道”的注视下前行。

第4天：合恩角 - 乌莱亚湾
我们将穿过默里海峡和拿索湾到达合恩角国家公园。
如果天气条件允许，我们将在此处下船。
下午，我们将在乌莱亚湾下船游览。这里是一处历史遗址，
是亚马纳斯船民最大的土著居民区之一。查尔斯·达尔文曾
于1833年在此登陆。

第5天：乌斯怀亚
我们将抵达火地岛最重要的阿根廷城市和世界最南端的城
市——乌斯怀亚。登陆时间：8:30。

火地岛峡湾

行程路线 

Cristian Manca
英语乘客出游和舱内讲座指南



乌斯怀亚
//彭塔阿雷纳斯
4晚
Ventus Australis号内燃机船
Stella Australis号内燃机船

第1天：乌斯怀亚
办理登船手续时间：13:00-17:00。登船时间：18:00。

第2天：合恩角 - 乌莱亚湾
我们将穿过默里海峡和拿索湾到达合恩角国家公园。
如果天气条件允许，我们将在此处下船。下午，我们
将在乌莱亚湾下船游览。这里是一处历史遗址，植被
茂密、风光秀美，是亚马纳斯船民最大的土著居民区
之一。我们将穿过麦哲伦森林到达一座观景台，这里生
长着火地岛山毛榉、智利假水青冈木、肉桂和蕨类等植
物。

第3天：琵亚冰川 - 加里波第冰川
上午，我们将穿过比格尔海峡的西北臂进入琵亚峡湾并
下船。我们将一路参观游览，直至观景台。您可以在此
观赏琵亚冰川以及从高山上一直延伸到海洋的冰舌。下
午，我们将进入加里波第峡湾，在巴塔哥尼亚寒冷的森
林中进行短途游览，爬到冰川起源处的瀑布脚下。

第4天：塞诺安格斯蒂尼 - 阿古里亚冰川 - 山鹰冰川
早上，我们将通过科尔伯恩海峡前往塞诺安格斯蒂尼，
此处可以观赏从达尔文山脉中心延伸而下的冰川，其中
一些冰川最终将汇入大海。上午，我们将下船在阿古里
亚冰川融化形成的泻湖周围进行轻松的徒步旅行，最后
到达冰川对面。下午，我们将乘坐橡皮艇前往山鹰冰
川，了解冰川的形成及其对火地岛各海峡险峻地貌产生
的影响。

第5天：马格达莱纳岛 – 彭塔阿雷纳斯
清晨，我们将登上马格达莱纳岛，观赏成群结队的麦哲
伦企鹅。每年四月和九月，这段行程将由在玛塔岛观赏
南美海狮所取代。我们将于11:30在彭塔阿雷纳斯下船。

巴塔哥尼亚的探索者

行程路线 

Germán Briceño
英语乘客出游和舱内讲座指南



2020年：发现麦哲伦海峡500周年庆
位于智利峡湾中部火地岛上的这座海峡，由于是葡萄牙探险家费迪南德·麦
哲伦（Ferdinand de Magellan）最先发现这条长达564公里（350英里）
的狭长通道，故而得名。该通道将美洲南端和火地岛相分隔。
尽管欧洲测绘师从16世纪初就意识到麦哲伦海峡的存在，但直到1520年11
月1日，麦哲伦的舰队才得以在该地区中众多不计其数的运河、岛屿和海峡
中成功找到这一通道。  这条绕道合恩角的海上新航线将大西洋与太平洋相
连。
如今，游客们可以在塔克岛、玛格达琳娜岛或伊努蒂尔海湾的麦哲伦海峡
沿岸发现多个被称作“麦哲伦”的企鹅群。  伊努蒂尔海湾的“帝王企鹅”
（Pingüino Rey）公园中，可以观赏到美洲唯一的王企鹅群。

欢迎来到世界的尽头...

500 发现麦哲伦海峡
500周年



Nori  Jemil是英国人，她在智利圣地亚哥生活了好几年，曾多次游览巴塔哥
尼亚，酷爱在独特的极限之地摄影。Nori  Jemil会借船上摄影工作坊的机
会，为在最困难的条件下拍出最好的照片提供建议。
在巴塔哥尼亚壮丽的风景中，拍摄最狂野的自然景观，学会如何充分利用相
机：如何补偿曝光、如何使用手动模式、如何完成最佳构图。旅行结束时，
您可与Nori  Jemil回看所有照片，获得最佳建议，与Australis摄影组的其
他成员共庆所获的进步。
赶快参加吧！2020年是发现麦哲伦海峡500周年！

登上VENTUS AUSTRALIS号开启主题活动之旅 

500 发现麦哲伦海峡
500周年

摄影工作坊 



在船上我们的船
从发现，

VENTUS AUSTRALIS号

STELLA AUSTRALIS号

STELLA
AUSTRALIS号

VENTUS
AUSTRALIS号

客舱平面图
标准 / 16.5 m²
高级 / 20.5 m²

客舱总计

B舱

AA舱

AA高级舱

总客运量

A舱

AAA舱

AAA高级舱



VENTUS
AUSTRALIS号邮轮

STELLA
AUSTRALIS

达尔文

高级舱

高级舱

高级舱

高级舱

达尔文

合恩角

合恩角

火地岛

火地岛

麦哲伦

麦哲伦

巴塔哥尼亚

巴塔哥尼亚

达尔文酒廊

达尔文酒廊

天空酒廊

天空酒廊

厨房

厨房

前台

前台

餐厅 
巴塔哥尼亚

餐厅 
巴塔哥尼亚

桥

桥

酒
廊

亚
马
纳

酒
廊

亚
马
纳

Stella Australis号专为巴塔哥尼亚峡湾航行
设计。船上拥有宽敞的休息室和外舱、轻松
慵懒的氛围以及无处不在的壮观景色。清新
精致的装饰以及精巧私密的吨位（100间客
舱）造就了独一无二的Stella Australis号。
STELLA Australis号建造年份：2010年。
邮轮总容量：100间客舱，210名乘客。

Ventus Australis号邮轮专为南美洲峡湾
航行设计，其吨位、长度、发动机功率和
210名乘客的载客量等特点使其能够在巴
塔哥尼亚地区狭窄的海峡和峡湾中自如航
行，进入到其他公司的邮轮无法进入的区
域。 

VENTUS Australis号邮轮建造年份：
2017年。

邮轮总容量：100间客舱，210名乘客。





AUSTRALIS
关于我们

AUSTRALIS是一家智利公司，拥有自1990年以来便在火地岛峡湾航行
的国际标准邮轮。我们的欧洲销售处自2003年以来一直位于巴塞罗那。
如有任何疑问，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可以用英语为您提供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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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办事处联系方式 //
+34 934 970 484

europe@australis.com
www.australi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