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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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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沼泽地国家公园 

欢迎游览大沼泽地国家公园 （Chinese） 

大沼泽地国家公园建于 1947 年，旨在为这片独特的亚热带环境中生存的多种动植物提供保护。  这

里的著名物种包括短吻鳄、鳄鱼、海牛、佛罗里达豹、涉水鸟以及热带植物和树种。  公园为游客提

供多种游览方式，游客可以在这里观察野生生物、在向导陪伴下旅行，还可以徒步和选择独木舟道探

险。  尽管大沼泽地国家公园被视为世界宝藏，它仍然面临多种环境挑战。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及

其合作伙伴正致力于恢复该公园的自然状态。   

生态系统 

大沼泽地国家公园占地 150 万英

亩，位于大沼泽地生态系统的南

端，该生态系统起始于 

Okeechobee 湖北部的 Kissimmee 

河。  大沼泽地 (Everglades) 是

一片广袤的湿地，夏季水量充

沛，冬季干涸。   大沼泽地的河

水缓缓向南流入墨西哥湾和佛罗

里达湾。  该生态系统包含多种

动植物栖息地。  公园内的多条

游览线路将带您领略这些栖息地

（详情请参见本手册中其他部分

的线路说明）。   

游览季节 

多数游客在较为凉爽、干燥的 11 

月

至

次

年 

4 

月

间

入

园，也有些游客选择在温暖湿润

的夏季来此游览。  如果您选择

在夏季来此，可能会遇到雷暴和

大量蚊虫叮咬，请提前做好防

范。  由于夏季水位较高，野生

动物较为分散，不易看见。 

 

安全和规章 

请遵守良好的游览守则，帮助我

们保护大沼泽地生态环境，也为

其他游客提供方便。  乘独木舟

或徒步时请将垃圾放入垃圾容器

内并妥善带回。  本土植物和野

生动物以及文化资源受法律保

护。  尽管某些动物，如短吻

鳄、毒蛇和非本土缅甸蟒蛇有潜

在危险，但它们通常会避免与人

类接触。  从安全距离观察它

们，它们将不会给您带来麻烦

（如发现蟒蛇，请向公园工作人

员报告）。  打扰或喂饲公园内

的野生动物是违法行为。  严禁

狩猎。  公园内存在一些有毒植

物。  不要触摸陌生植物。  驱

车时，请遵守布告的限速标志。

观察野生动物时请将车完全驶离

路面，停靠在宽敞的路肩上。  

请向公园巡查员报告火灾、事

故、违规行为或不寻常的事件。 

方位 

进入公园时，请确保携带大沼泽

地国家公园手册以获得详细地图



（也发布在公园网站上）。  公

园有多处入口，包括主公园路

（Ernest Coe 游客中心至 

Flamingo）、Shark Valley（鲨鱼

谷）、Gulf Coast（Everglades 

市）和 Chekika（十二月中旬至

次年三月开放）。 

 

游园活动：  

一般信息 

巡查员组织的活动： 这些免费

活动贯穿整个公园，包括步行、

谈话、独木舟旅行和其他活动。   

有关具体日期和时间请参见公园

网站或咨询游客中心。 

露营： Long Pine Key 和 

Flamingo 提供营地（收费）。  

营地场所以先到先得的方式提

供；在 Flamingo十二月至次年三

月间可通过拨打 800-365-CAMP 

电话预定营地。  由于炎热、暴

雨和蚊虫叮咬等条件，夏季露营

可能会给旅客带来诸多不适。 

野营： 公园的大部分野地区域

只能通过船或独木舟抵达。  隔

夜野营需要得到许可。  野营者

需本人在 Gulf Coast 和 Flamingo 

游客中心获得许可。  十一月至

次年四月间野营收费。  有关重

要详情，请访问公园网站或索取

一份野地旅行计划书。 

交通便利性： 公园内的所有主

要线路均可通过轮椅游览，上船

或上缆车时工作人员将提供协

助。 

 

主要地点 

Ernest F. Coe 游客中心 

主公园路旁，公园主入口前方。  

十二月至次年四月每日 8:00-5:00 

开放，五月至十一月每日 9:00-

5:00 开放。提供信息咨询、展览

和教育类商品。 

 

Royal Palm 

Ernest Coe 游客中心后方 4 英里

（6 公里）处。 

Royal Palm 游客中心： 每日开

放。  提供信息咨询和教育类商

品。 

Anhinga 线路： 必走线路！  这

条 0.8 英里（1.3 公里）的环

道为游客提供近距离观察野生动

物（包括短吻鳄和鸟类）的绝佳

机会。 

Gumbo Limbo 线路： 0.4 英里

（0.6 公里）环道。  该线路环

绕一片茂密的阔叶木高地。  

 

主公园路 

一段风光迷人的 38 英里（61 

公里）车道，从 Ernest Coe 游客

中心通往 Flamingo。 

 

步道 

从主公园路旁停车场延伸出去的

可供轮椅行进的几条短径，让您

体验变化万千的大沼泽地动植物

栖息地。 

Pinelands 步道： 0.4 英里（0.6 

公里）的环道环绕一片由林火维

护的亚热带针叶林。  这是南佛

罗里达植被最丰富的地区。 

Pa-hay-okee 瞭望台： 0.2 英里

（0.3 公里）的木板道通往一个



观景台，在那里您可以观赏广袤

的大沼泽地淡水泥灰质草原。   

Mahogany Hammock 步道： 0.4 

英里（0.6 公里）的木板道蜿蜒

穿过一片茂密的热带阔叶木高

地。 

西部湖区： 0.4 英里（0.6 公

里）的木板道通往红树林，这是

一种能在海水中生存的奇异树

种。 

 

Flamingo 

Ernest Coe 游客中心后方 38 英里

（61 公里）。 

Flamingo 游客中心：  提供展

览、信息咨询和野营许可。  十

二月至次年三月每日办公；其余

月份间歇办公。  

特许服务：  Flamingo Marina 有

一家小店，提供汽油、乘船游

览、船屋、独木舟、划子和自行

车租赁服务。  要了解详细信息

或进行预定，请访问： 
www.evergladesnationalparkboatt
oursflamingo.com 

野生动物观赏： 退潮时，鸟类

聚集在佛罗里达湾的泥滩上，可

从游客中心观赏。 在 Flamingo 

Marina 还可看到美洲鳄（与短吻

鳄不同）和海牛。  当地池塘可

能成为鸟类和其他野生动物的栖

息地。 

独木舟/划子/徒步： 有关当地

独木舟和徒步线路的信息和地图

可从 Flamingo 游客中心获得。  

Nine Mile Pond Trail（5.5 英

里/8.8 公里环道）和其他通往

佛罗里达湾的水路是推荐的划行

线路。  有关天气情况，请与巡

查员确认。 

特许乘船游览： 从 Flamingo 

Marina 出发乘船到达佛罗里达湾

和红树林河口，途中有导游讲

解。  行程安排依年内不同时间

变化。 

 

Shark Valley（鲨鱼谷） 

位于佛罗里达收费高速公路以西 

30 英里（48 公里）的 41 号高速

公路（Tamiami 路）旁。  Shark 

Valley 游客中心： 每日开放，开

放时间依每年不同时节而变化。 

提供信息咨询和教育类商品。 

步行和自行车线路： Bobcat 

Boardwalk 和 Otter Cave 是两条

短途易行的线路，均始自游客中

心附近。  您还可以徒步或骑自

行车沿 15 英里（24 公里）游

览车道旅行，这是观赏鸟类、短

吻鳄和其他野生动物的绝佳路

线。  游客中心附近提供自行车

出租。 

游览车线路： 乘游览车旅行时

游客将听到有关大沼泽地淡水区

的介绍，同时还可观赏到鸟类、

短吻鳄和其他野生动物。  可通

过致电 305-221-8455 进行预定。 

 

Gulf Coast  

位于 41 号高速公路（Tamiami 

路）以南 3 英里（5 公里）的 29 

号高速公路旁，Everglades 市

内。 

Gulf Coast 游客中心：  

每日开放，开放时间依每年不同

时节而变化。  提供信息咨询、

展览、野营许可、教育类商品。 

乘船游览： 每日乘船游览，通

往红树林河口，万岛群岛具有独



特的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景观。  

有关行程和详细信息，请致电 239-

695-2591 或访问 
www.evergladesnationalparkboattour

sgulfcoast.com。 

独木舟/划子： 从游客中心划船至

万岛群岛，观赏鸟类、海豚、海牛

和其他野生动物。  游客中心楼下

提供独木舟和划子出租。   有关天

气情况，请与巡查员确认。 

 

Chekika 

位于 41 号高速公路以南 15 英里

（24 公里）的 997 号州道（Krome 

大道）旁。十二月中旬至次年三月

间开放，且仅在日间开放。  提供

徒步线路和野餐。  无饮用水供

应。  

 

问题和恢复 

大沼泽地国家公园是世界宝藏，被

联合国列为国际生物圈保护区、世

界遗产和国际重要湿地。  但不幸

的是，公园建立之初就面临着多种

自然威胁。  许多动植物物种已十

分稀有和濒危。  包括巴西胡椒、

尾斑丽体鱼、缅甸蟒蛇在内的非本

土物种已侵入公园并与本土物种竞

争。  公园外部的运河、防洪堤和

蓄水区工程导致河流改向，这为公

园内的自然生态过程带来不利影

响。 公园及其合作伙伴正持续致力

于恢复生态系统。  近年来某些濒

危物种（例如鳄鱼）的数量已有所

增加，大片非本土植物也已被清

除。  公园北部和东部边界流入公

园的自然河流正在恢复。  尽管如

此，为将大沼泽地恢复为更为自然

原始的状态，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开

展。 

 

网站 

有关大沼泽地国家公园的详细信

息，包括地图，请访问 
www.nps.gov/ev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