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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横亘于亚洲中部的天山山脉高大雄伟，势于天齐，把辽阔的新疆大地一分为二，在制造了独特的地理风光的同时，也为喜爱户外运动

的我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

　　在古牧道和古驿道竟相生辉的翻越天山的线路中，博格达穿越线路吸引着众多驴友的目光。

　　2013年6月21日，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新疆天山正式被批准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中的自然

遗产目录，填补了新疆没有世界自然遗产的空白。博格达峰在新疆阜康县境内，是天山东段的最高峰，海拔5445米。在蒙古语中，博格达

峰意为“神之居所”。

　　传统的博格达穿越线路曾入选中国十大徒步线路之一，位居新疆十大徒步线路之首。而今，在传统博格达穿越线路基础上升华而成的博格

达五峰连穿线路，又横空出世，以其大气磅礴的气势，受到驴友的关注。

　　博格达峰五峰连穿线路，全程65公里左右，强度更大，风景更美，近距离感受博格达峰的险峻和冰川的魅力，徒步途中一日可经四季。

山谷中鲜花盛开，雪线上雪莲花迎风傲雪。沿途历经的荒漠草原、高山草原、高山荒漠带、沼泽湿地、高原草甸、冰湖、冰川等地貌丰

富。

　　博格达五峰连穿，除了能欣赏感受到独特的自然风光外，唐玄奘、成吉思汗、丘处机等都为博格达增添了浓郁的人文气息。一代武侠小说

宗师金庸的《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等名著，又使这座山脉多了几份传奇色彩。心中有豪气，户外亦江湖。

　最佳出行季节

　如何到达

　　6月--9月。其中7月和8月，可以偶遇天山雪莲的盛开。

　　1、从乌鲁木齐市中桥客运站（黄河南路）乘坐开往达坂城的班车，历时两小时到达距乌鲁木齐市中心90公里的达坂城区，之后包车经柴

窝堡到达三个村徒步起点。

　　2、从乌鲁木齐市直接包车到三个村徒步起点，大约用时4个小时。

　　17座依维柯大约花费1400元左右。

　　从徒步终点接回到乌鲁木齐市区，包车费用亦为1400元左右。

　　包车的话，可以上午采购相关装备和食品，下午出发开始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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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号羊圈--4号羊圈--三个岔瀑布--1号冰湖--碎石达坂--2号冰湖--登山大本营

乌鲁木齐市--三个山村--1号羊圈--大石头--2号羊圈

      今日徒步4公里。

      今天的行程比较宽松，中午可以在柴窝堡品尝下当地的特色柴窝

堡辣子鸡。包车的话当然也可以下午从乌鲁木齐出发。

     从乌鲁木齐市出发，经吐（吐鲁蕃）乌（乌鲁木齐）大（大黄

山）高速公路，经柴窝堡。在路边找个风景好的地方停一下，感受

下达坂城的风，看亚洲最大的风里发电站。经达坂城后，到达天山

脚下的三个山村。三个山村坐落于天山南坡，是一个哈萨克族村

落。到达三个山村前，要经过几道小桥，告诉包车司机，一直开到

不能再开车的最后一道桥那里，可以节约不少徒步路程。徒步从大

石头附近三个岔河边的最后一个水泥桥开始，这里海拔2400米。跨

过桥下的那条小河，有一条不太明显的马道，沿着马道徒步，先是

转过一个小弯，而后开始斜着开始向左侧爬坡了。

　　徒步4公里就到达今天的宿营地2号羊圈。

　　2号羊圈海拔2800米，边上几股泉水自地下涌出，可以作为理

想水源。羊圏已经成了自然的入厕之地。两侧山坡上有许多古代游

牧民族塞族留下的岩画。

　　今日徒步18公里。

　　清晨7:30起床，洗漱早餐之后9:30拔营，起点是羊圈边上的一条马道，路迹虽然仍然不明显，但记住这个徒步起点，就OK了。起步不

久，有一个小拔高，要从羊圈附近的谷底上到山脊的顶部。然后，沿着山脊的顶部迈开步子走吧。今天上午的行进，基本是沿着这条山脊走，

不要下到左侧的沟里去。当然，山脊并不平坦，看着一个缓缓的小上升，却要走很久。继续沿着高山草甸上的牧道行进。这里是天山南坡，降

水量少，土地贫瘠，牧民在这里每年只有不到2个月的放牧期间，上午就一直走在这样的路上，八公里，中午抵达四号羊圈午餐。一般来说中

途需要通过一条河流，位置就在午餐点旁边，小心点跳石头就可以过去。

　　要小心失足哦，我们队里就有一位美女，过河时双脚颤悠悠地努力站在一个三角形的尖石上，于是，我很荣幸地全程看到了她失足的全过

程。据说也有例外，因土壤贫瘠，存水量就小，偶有持续的下雨就会引发山洪，那时满山都就变成小河沟了。

户外徒步，路况复杂，建议穿着Columbia哥伦比亚

Omni-Tech奥米 • 防水徒步鞋，轻质低帮徒步鞋，鞋帮采

用Omni-Tech奥米 • 防水技术，合成革与网布鞋面。

Columbia哥伦比亚  Omni-Tech奥米 ·  防水徒步鞋

男式Omni-Tech奥米 • 防水徒步鞋

中底的Techlite轻盈缓震技术给予你舒适的体验和缓震

保护，外底更是采用了Omni-Grip户外抓地技术，抓地耐磨

，适合多种地面。它可以满足你在不同路面环境行走，行走

在路上，享受徒步的乐趣！

女式Omni-Tech奥米 • 防水徒步鞋

Day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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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上午行进时山脊左侧的那条山沟吗？午饭后，从4号羊圈

向左前方行进，就进入这条沟，不过这条沟在六月时节是一条冰河

了。在河上沿着冰河边玩边拍边走。途中经过小冰湖后到达碎石达

坂脚下。

　　碎石达坂，顾名思义就知道全部都是碎石，超级难走。不过，

当你走上碎石达坂，眼前的景色会美得让你跳起来。当然，那是你

的体力超级强悍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在到达碎石达坂顶部后，会

在那个瀑布旁留恋。而后，眼前的冰湖，让你终于明白“阳光总在

风雨后”的寓意。

　　此时你肯定会在这个冰湖这边玩耍休息拍照很久，不过也别耽

搁太多的时间，因为后面这样的风景，多得很！

　　刚才的冰河，只是一个引子。从这个冰湖开始，美景就开始

啦！沿着冰湖走，大约十多分钟后，湖边出现一个小岔路，右拐离

开湖边，从几块巨石中间穿过去。爬两个小山坡，哇，博格达主峰

和主峰前的冰湖赫然出现在你的眼前。那种震撼的视觉效果，谁去

谁知道！有一块碎石滩延伸进冰湖，那是一个拍照的绝佳地点。尽

情地拍照吧，跳吧，蹦吧，博格达神山也值得你好好地膜拜。

　　玩尽兴了，要去扎营了。从伸向冰湖里的碎石滩返回，沿着冰

湖岸边行走十几分钟，左拐上山坡，在山坡的另一面，你会看到一

块相对平坦碎石滩地。

　　这就是传说中的博格达登山大本营。

　　大本营扎营条件非常成熟，前辈们已经为你安排好了一个个方

块形状的地，相中哪个地方就在哪个地方扎营吧。营地的另一侧，

是一条宽宽的河流，是个理想的水源。

　　今日徒步18公里。

　　登山大本营和博格达主峰之间，隔着一道山坡和一个冰湖。拔

营后，要回到那个博格达主峰前的山坡。

　　面对主峰，向左拐下山坡，沿着冰湖旁的碎石前进。

　　这地方没什么路，全是石头，沿着湖边，相中了哪块石头就踩

着哪块石头过吧。

　　走过冰湖，拐向右前方。

　　这地方更没有什么路的，你只能看着右前方的远远的简单达

坂，在冰川上行走。

　　今天的道路非常危险。

　　一道道或宽或窄的部裂缝就像张开的一个个大口，给安全带来

了很大的隐患。

　　想当年，来自日本的白水小姐，就是在这段路上掉进了冰裂

缝，永远留在了那里。

　　昨晚的登山大本营营地上，白水小姐的衣冠冢，默默地提醒着

这条道路的风险情况。当然，不远处还有三位纪念同样留在那里的

香港的户外爱好者的石碑。前队带上安全带，结组打上路绳，边走

边开路，遇到冰裂缝，就用冰镐除去冰裂缝上的冰，让冰裂缝完全

暴露在视野里，以便队友安全通过。

登山大本营--简单达坂--3号冰湖

　　偷偷地告诉你，尽量选择在营地的博格达这一侧扎营。一是你

在拍日照金山时可以把自己的帐篷纳入镜头，另一方面那条河唱歌

的声音也太高了一些。  

　　我们到达营地的时间是18：30，而大本营在21：30时天还很

亮，所以，今天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大本营，都有足够的玩耍拍

照时间。

　　因为博格达山区的天气复杂多变，早早地扎营后再在周边玩耍

拍照，才是王道。营地的另一侧，不过还是建议尽量早点到达大是

大东沟和将军沟，是博格达穿越的另两个出山口，但风景指数，和

难度级别均与本条线路就无法相提并论了。

　　今天的行程，从午饭后开始，本条线路的风景便如画般开始展

开，走着走着，你可能会突然就发现那一朵朵的雪莲花。走过这条

线路，那种心灵的震憾，相信为让你刻骨铭心。

Day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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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徒步25公里。

　　昨天在冰川上走了一天，今天要漫步花海了。早晨拔营，面对3

号冰湖，依然要沿着左侧的湖边行走，依然是碎石滩。

　　气势巍峨的博格达依然在你的右侧陪伴。

　　走到冰湖的对面，左拐翻上山坡，高山草甸花海漫步开始了！

从这里开始，基本是在一个山地平台上行进，右侧就是深深的白杨

河西沟。

　　道路当然还是曲折的，但这个徒步的平台非常宽阔，有明显的

马道。

　　黄的、粉的、红的、蓝的花了铺了一地。昨天的风景用壮阔来

形容的话，今天的风景可以用绚丽来概括。

　　到中午，在花海中随便一坐，美美地享用下午餐，心情真是好

到极点。

　　中午到达简单达坂下面的一条冰川上河流，大家在这里

休息午餐。

　　简单达坂是一个非常考验人的地方，坡陡部滑，必须小

心翼翼地耐着性子慢慢向上爬。有时候，雪没过膝。既非常

危险，也非常消耗体力。默默地数着数，一步一步地向上爬

吧，要注意队友间保持适当的间距。

　　登上简单达坂，大约需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各人体力

的不同在这里会有不同的体现。我走在中队，用了80分钟的

时间。

　　登上达坂后，左侧的碎石旁是个避风的休息地。在这里

等待后面的队友。之后下达坂。上达坂不容易，下达坂更辛

苦，同样因为坡陡冰滑。最后，还是干脆坐在冰上，滑下去

吧。有的队友坚持走下去，结果走着走着一屁股坐在地上，

哧溜溜地还是滑下去了。达坂下面的雪既厚又松软，所以，

只要保持适当的间距，滑雪下达坂成了我们一大乐趣。

　　从简单达坂下到下面的河沟，继续在冰川上行进。沿着

一条弯弯曲曲的冰河向下游走。

　　今天的风景可以用大气磅礴来形容，一路在博格达的一侧脚下

行进，几个主峰顺次开展，风景壮观。

　　今天的营地，在一个冰湖边的碎石滩上。从简单达坂到营地8

公里，用时大概4个小时。

Columbia哥伦比亚 
Omni-Tech 奥米 · 防水夹克

户外露营，昼夜温差大建议使用Columbia哥伦比亚韩

版防水夹克立体修身剪裁，采用奥米•防水技术，具有良好

的防水性能。采用拉链和三点连接式三合一系统，可以根据

气温状况，随意添加各种内胆。

弹性舒适面料穿着更加舒适，肘部立体剪裁，穿上更加

有型。同时有可拆卸风帽，刮风下雨时刻收紧风帽。晴天也

可以卸掉风帽。非常方便。更适合春天多变的天气。

男式Omni-Tech奥米 • 防水夹克

女式Omni-Tech奥米 · 防水夹克

Day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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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包、帐篷、睡袋（舒适温标-5°左右）、防潮垫、速干衣裤、冲锋衣裤、抓绒衣、防水徒步鞋、双手杖、护膝、手套、头巾、遮阳

帽、雪套、雨披（冲锋衣裤要是防水级别够高这个可以不用）、墨镜（一定要带）、防晒物品、头灯、炉头、水具、套锅及个人饮食（3

早餐、3晚餐、3午餐，全程有水源），零食（巧克力、水果糖、葡萄干、杏仁、压缩饼干之类）、个人药品、相机等。

     今天的行程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关键点，一般是在午饭后的行程

中 出 现 。 从 营 地 出 发 约 6 个 小 时 以 后 ， 在 花 海 中 道 路 会 有 个 分

叉，地标是两所木头房子的残留。一条是继续向前上一个小山

坡，另一条是向右下拐向沟底。此时不要右拐，要继续沿明显的

马道上前面的那个小山坡，然后在小山坡的前面沿马道左拐，然

后你会发现这个基本处于山脊位置的马道呈一个U形的拐弯。沿

马道顺这个U形拐弯就下到了白杨河的沟底。在此处就基本告别

了高山草甸花海，一路钻树林、过几处树木搭成的小桥跨过河

流，顺沟而下，一直出山。

      联系好提前联系的包车，返回乌鲁木齐，博格达五峰连穿，

就完成了整个行程，然后用你的一辈子来回忆吧！

Columbia 哥伦比亚天山百货店 乌鲁木齐市天山百货大楼５层

乌鲁木齐友好北路589号美美百货四楼Columbia 哥伦比亚美美百货店

Columbia 哥伦比亚友好商场店 乌鲁木齐友好北路518号友好商场4楼

乌鲁木齐市北京北路147号汇嘉时代购物中心3楼Columbia 哥伦比亚友好购物中心店

　物资补给

　装备要求

Columbia哥伦比亚
背包40L

Columbia哥伦比亚
男女通用防晒帽

Columbia哥伦比亚
男女通用防晒帽

Columbia哥伦比亚
650ML防滑水壶

　特色美食 　周边线路推荐

　　拌面、烤肉、大盘鸡、馕坑肉、抓饭。 　　博格达大环线、喀纳斯徒步、乌孙古道、夏特古道、狼塔之路

……



　关键地标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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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山起点

2号羊圈第1天营地

4号羊圈第2天午餐

碎石达坂

登山大本营第2天营地

第3天午餐点

简单达坂

第3天营地

第4天午餐点

三岔子沟终点

43°40'37.95"北， 88°16'51.44"东

 43°41'53.13"北，88°16'57.42"东

43°45'46.64"北， 88°17'29.58"东

43°47'24.37"北，88°16'40.40"东

43°48'30.47"北，88°16'12.32"东

43°49'11.27"北， 88°19'19.68"东

43°49'3.21"北， 88°20'4.79"东

43°49'36.19"北， 88°23'47.56"东

43°54'32.20"北， 88°25'52.43"东

43°57'47.24"北， 88°27'7.81"东

　GPS轨迹



　本攻略作者　史瑞克个人简历

088264.com

Columbia玩转户外全天候 100条徒步路线

　本线路游记推荐

　当地客栈

　　1、新疆白桦林国际青年旅舍　　　　　地址：乌鲁木齐市南湖南路186号  电话：0991-4881428

　　2、乌鲁木齐牧马人青年旅馆　　　　　地址：乌鲁木齐市西虹东路北14巷27号  电话： 0991-4621580

　　3、新疆宝鹿国际青年旅舍　　　　　　地址：乌鲁木齐市喀什西路652号  电话：0991-3737367

　注意事项

感谢本攻略有贡献的俱乐部及驴友： 新疆乌鲁木齐1+1户外俱乐部领队，零-zero

　　1、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和多种宗教并存的地方，信教群众众多。在新疆旅行，要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2、在清真饭店里，不能饮酒。

　　3、本线路早晚温差较大，天气变化也比较快，保暖衣物应放在方便存取的地方。

　　4、本线路需要在冰川上行进，需要有冰川行走经验的领队带队，完全探查出冰川暗裂缝方可前行，以杜绝风险。

　　5、本徒步线路区域内，全程无手机信号。

　　零-zero：一场华美的雪山盛宴：“博格达大北线——五峰连穿”（图文攻略版）

　　链接：http://bbs.8264.com/thread-1643727-1-1.html

　　史瑞克：心中的那朵雪莲花--博格达五峰连穿记

　　链接：http://bbs.8264.com/thread-1782342-1-1.html

　　清雪2013：途中的相遇——端午节博格达五峰连穿

　　链接：http://bbs.8264.com/thread-1781375-1-2.html

　　史瑞克，山东人。户外运动爱好者，新闻记者，“让爱随足迹延伸”户外微公益项目创始人，户外资

料网（8264.com）攻略特约撰稿人。2004年开始户外，足迹曾涉及藏、新、川、滇、陕、冀、京、浙、

鲁等地，尤喜全负重高原长线徒步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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