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摩衍那水上乐园 

 
罗摩衍那水上乐园已经成为泰国境内点顶级国际景点。新的国家级地标就是占地面积

超过 100 莱（18 公顷）的罗摩衍那水上乐园，为来宾提供值得收藏一生的美好一天。

这里有天然湖泊和岛屿，公园内外青山环绕，不仅如此，罗摩衍那还有 21 个精心设计

的水上滑道，其中大部分滑道都是绝无仅有的。游客将会体验到两个儿童专属乐园，

一个打破纪录的双倍造浪池，拥有波浪、洞穴和水上项目的慵懒之河，以及占拥公园

宽广面积的活动池和放松池。该乐园的游乐设施拥有多种级别的体验适合各种口味，

尤其是拥有融合了从轻柔的快乐到极致的刺激的水上滑道，为大家带来多种欢乐。 

罗摩衍那水上乐园依据最严格的国际标准设计并建设，以最高级的国际质量标准进行

管理。为大家提供一整天的精彩体验，美丽的大自然，清新的空气，卫生清澈的泳池

和河流都在等着来宾探索并享受。 

罗摩衍那重建了一个被遗忘久远的古城，来宾可以探索这些古老的遗迹、城墙、雕像

以及神奇的洞穴。探访水上市场，给真正的大象喂食或者沿着河岸散步，感受充满异

国风情并愉悦身心的真正的泰国，本着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吸引家庭游客以及成

人游客。来宾可以在餐厅享用世界各地的美食，在私人茅屋里休息放松，以及在专业

的按摩师的帮助下来一次愉悦身心的泰式按摩服务。总之，这里有超过 50 个独立而又

吸引人的游乐项目，在一个惊险刺激而又非常安全的环境下让您放心玩乐一整天。 



 

 

乐园资料 

地址： 9 Moo 7, Sub District of Na Jomtien, Sattahip, Chonburi 20250 

电话： +66 (0) 3300 5929 

传真： +66 (0) 3300 5939 

网址： www.RamayanaWaterPark.com 

脸书：Ramayana Water Park Thailand 

开业时间：2016 年 5 月 5 日 

物业管理：罗摩衍那水上乐园有限公司 

管理人：董事长 Mr. Stanislav Badekha 

 

定位与方向 

我们在距芭堤雅南部约 20 分钟车程的地方，坐落在美丽的七珍佛山附近，临近银

湖葡萄园。没有公共交通抵达我们的乐园。我们将有面包车从您的住处接您到我们

的乐园，每位只需 120 泰铢。你可以在面包车服务页面预定该服务。

http://www.ramayanawaterpark.com/


 

 

水上滑道 

罗摩衍那水上乐园提供 21 个最大，最好，最刺激的水上设施，其中包括四个在亚洲其

他地区都找不到的项目。所有这些设施都是根据最严格的国际安全核验标准修建，并

在 350 位训练有素的运营人员和 80 位救生员的全程监管下安装完成。我们的高质量

水上滑道都是由世界领先制造商加拿大白水西部公司生产，而园内的游乐用水都来自

于我们自己的水井，这些水纯净透彻甚至可以饮用!  

 环形滑道 

            就像一级方程式赛车手，当游客做 360 度环形旋转时将体验引力的巨大拉力。

 自由落体 

           地板消失后，游客将如宇航员一般感受到自由落体的刺激，当安全到达终

点时，会溅起巨大的水花。 

  



 

 

 过山滑道的决斗 

独特的两个环形过山滑道！游客将在双管道中上下翻滚近 400 米，被巨大的水

流高高推起。他们可以和朋友在各自的管道中比赛… … 世界上最长的滑道将给您带

来独一无二的非凡体验！

 巨蟒和水蟒之家 

最多可四人同乘的皮筏将被传送至起点。摇摆并弹起至空中 6 米之高，肾上腺

素直线飙升！这款项目绝对无与伦比，全球只此一家！



 

 

 冲天回旋滑道 

双人泳圈将冲向几乎与地面垂直的滑道，直到地心引力将游客安全拽回着陆区！

绝对保证让你尖叫到停不下来！ 

 皮垫滑道 

游客挑选一个皮垫，在 4 个滑道中选择一个，和朋友一起来一场头冲下的惊险

比赛！



 

 

 蛇形滑道和螺旋滑道 

蛇形滑道也是开始罗摩衍那滑道冒险的一个不错选择，该滑道一半是露天的，

一半是封闭的，游客可以挑选更窄更快的滑道，这样在抵达泳池前就可以溅起

更多的水花。螺旋滑道无论是单人垫圈还是双人垫圈都是作为游戏开始的最好

选择。多数滑道都是封闭式的，有些还会发光，在温柔的抵达着陆池前可以有

一段特别的旅程。 

 入河滑道  

入河滑道是罗摩衍那另一个独一无二的项目，世界仅此一处，游客在抵达慵懒

之河前会转一到两个弯，接着又会是另一段 30 分钟左右的与浪花、喷泉、瀑

布、水泡相伴的旅程。 



 

 

儿童乐园 

罗摩衍那水上乐园为孩子们提供了精彩奇妙的一天。他们不仅可以体验冲浪

池，放松和运动池，慵懒之河，探索岛上神秘洞穴，他们还可以选择另外两个

精彩而又特别的儿童专区。这些有趣的项目都在专业救生员的看管和高安全系

数下为孩子们带来精彩纷呈的一天！ 

 儿童滑道组合区  

儿童滑道组合区拥有好几个专为 3-14 岁儿童设计的滑道， 同时还有其他充满欢

乐的项目。我们的专业救生员和工作人员在这里为孩子们的快乐提供安全障。 

 儿童溅水区  

儿童溅水区是一个专门为更小的孩子设计的喷水池。这里有罗摩衍那水上乐园

的精心设计，变化的水柱，非常柔软舒适的地面，为各年龄段的孩子提供不一

样的快乐。 



 

 

特色项目 

我们拥有近 350 位训练有素的员工，包括超过 100 位的救生员，，他们都非常友好并

且专业，为您的游乐安全保驾护航。 

 双倍造浪池 

冲刷着近 150 米的海岸，我们的双倍造浪池应该是最大的一片区域。水池一半

有着暴风般的巨浪汹涌的将你拍到池底，另一边的浪花又轻轻的摇摆着在救生圈中

的你。在这两股水浪之中你会看到我们那令人惊叹的舞台！

 慵懒之河 

坐在单人或者双人的垫圈上，在我们 600 米长的慵懒之河，感受水浪的摇摆，

水泡区、瀑布区还有喷泉都会将你彻底淋湿。沿着一路，感受和探索这古老城市的

遗址，被古老而又神秘的却被人遗忘多年的古塔洞穴的雕像深深吸引。



 

 

 放松池 

在放松池中惬意的放松或慢悠悠的游泳，感受令人身心愉悦的泡沫。坐在我们

经典的水池酒吧里享用新鲜饮品。

 运动池 

我们的运动池比奥运会标准的泳池还要大，在这里，您可以玩一天的水上排

球，可以上游泳课或者水上健美操，甚至更多活动。又或者，就是坐在那里轻松惬

意的享受我们的水流泡沫按摩。



 

 

 河边漫步 

河边漫步绝对不容错过！沿着河流，感受着自然风光，倾听热带雨林的自然之声，揭

开亚洲最美丽的面纱。沿着这一路，在岸边的水上市场感受泰国的传统文化。享受来

自泰国长尾船上的新鲜水果、饮料以及经典的泰国小吃。 

 水上市场 

在河边领略泰国传统的水上市场。享受来自泰国长尾船上的新鲜水果、饮料以及经典

的泰国小吃。 



 

 

 湖心岛 

探访自然的湖心岛，领略罗摩衍那水上乐园的独特雕像。散步穿过小岛，就可以看到

泰国异国风情的果树，本土药草还有更多神秘的植物。 

 绿植迷宫 

绿植迷宫的中间有我们的“R”标志。 



 

 

特色服务 

为了让您在罗摩衍那水上乐园度过更好的一天，我们精心准备了各种特色服务。您可

以在私人茅屋里乘凉休息，可以将您的物品存在寄物柜，可以租用浴巾，享受我们的

高级餐厅和酒吧，在我们的零售店里方便的购物，可以享受一次非常专业的泰式按

摩，或者使用我们遍布全园的无线网和您的朋友畅快聊天。 

 私人茅屋 

静谧享受时光－读读书，聊聊天，将美好的瞬间发到脸书或朋友圈！在售票处租一个

私人茅屋，尽情享受放松好时光。您可以选择私人茅屋的大小。 

价格详情 (租用一天) 

私人茅屋  2-4 人     *700 泰铢 

私人茅屋  4-8 人     *1,200 泰铢 

私人茅屋 8-12 人    *1,900 泰铢 

 寄物柜 

为了您的方便和安全，我们为您提供宽敞的寄物柜以方便您保存贵重物品。一天之内

您只需用您的腕带就可随时开关寄物柜. 

价格详情(租用一天) 

小寄物柜   *120 泰铢 

大寄物柜   *190 泰铢 

 浴巾租用 

租用一条干净清新的浴巾一天只需 99 泰铢。浴巾服务是针对没有随身带浴巾

来的游客提供的附加服务。我们会在您游玩的过程中提供干净卫生的浴巾。您

可以在寄物柜入口的浴巾柜台付 99 泰铢就可租用浴巾，更衣区域就在入口后

方。 

  



 

 

 食物和饮料 

在我们的餐厅和酒吧享用来自世界各地的丰富美食，都是顶级品质，物有所值！ 我们

将为您提供将近 100 种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您也可以享受到闻名世界的泰国本土风

味，都是顶级品质，物有所值。精致的儿童餐厅，酒吧等都是五星级配送服务，直接

送到您的身边或者您的私人茅屋。 

 商店 

可以买到任何你游玩时需要的物品，甚至其它各种纪念品。我们的物品都是直接从世

界各地供货商配送，物美价廉！泳衣，防晒霜，帽子，T 恤衫，人字拖，浴巾，背

包，玩具，零食，饮料等等，我们的商店应有尽有。而且我们都是直接从供应商订

货，因此价格也是非常划算。当您结束一天的玩乐之后，也可以在这里看到您的照片

和视频，同时可以在这里退回腕带里剩余的金额。 

 泰式按摩 

放松享受我们专业的泰式按摩。 当玩过了一圈惊险刺激的项目之后，没有比享受一次

令人身心愉悦的传统泰式按摩更棒的事儿了！我们的高级专业按摩师，将让您享受到

令您满意的按摩服务！ 

 医疗服务  

您的安全是我们最关心的事。 我们的 100 位训练有素的救生员将为您提供高效及时的

急救服务。同时，如果您依旧感觉不舒服，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两位专业合格的医

师将在装备精良的现在医疗中心为您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 

 VIP 休息室 

直接进入我们的 VIP 休息室，从此不用在柜台排队等待。迎宾饮料，私人浴室，空调

等候区。如果您租了私人小屋，您还可以升级会员。升级后就可以通过 VIP 休息室入

园，在有空调的 VIP 室等候，不用排队，门票直接送到休息室，也可以享受私人浴室

和卫生间，免费的欢迎饮品，凉爽的毛巾和花环项链。此外，您也可以免费使用寄物

柜和免费的浴巾，摆渡车接送服务，以及餐饮直送服务。VIP 私人茅屋配有装满免费

饮品的专用冷藏箱，风扇和充电插头。 

  



 

 

 无线网 

我们的无线网信号遍布公园所有角落，会员可以全天免费使用。和朋友聊天或者接收

个人信息。罗摩衍那提供遍布全园的无线网信号。非会员可以使用该服务 30 分钟，会

员可免费享受一整天。因此，即刻注册会员吧！免费成为会员享受更多会员福利！ 

 

营业时间 

我们每天营业时间为 10:00 至 18:00 

 

＊请注意，遇到不安全的天气条件时，比如强风暴雨和雷电天气等，我们将关闭游乐设施。当

当前区域天气条件恢复正常，我们将重新开放恢复运营。 

 

联系我们 

 

罗摩衍那水上乐园有限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地图, 资料以及新闻

 

http://www.ramayanawaterpark.com/
http://www.facebook.com/RamaYanaWaterParkThail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