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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凯库拉观鲸
凯库拉观鲸是一家由凯库拉的Kati 

Kuri部落原住民拥有运营的旅游公司，

获得了多项国际生态旅游大奖，Kati 

Kuri部落是南岛较大的毛利人部落

Ngai Tahu的一个分支。　

凯库拉观鲸成立于1987年，当时毛利

人也深受凯库拉经济衰退的困扰。在

此困难时期，Kati Kuri部落领导Bill 

Solomon认为当地抹香鲸是毛利社区失

业问题的解决方法。他们知道自己的祖

先Paikea就是骑在鲸鱼Tohora的背上

来到新西兰，Paikea的后代相信他们

同样可以骑在鲸背上乘风破浪驶向新

生活。

而且事实也证明的确如此。　

凯库拉观鲸的Kati Kuri创始人抵押自

己的房产获得企业启动所需的贷款。在

最初的运营日子里，旅行者承载小型充

气船到海上观光。后来，充气船为备具

有观光甲板的大型观光船所替代，现在

凯库拉观鲸有5艘专门针对观鲸设计的

现代双体船。由于凯库拉观鲸舰队的不

断扩大，公司在南海湾修建了自己的船

舶停靠区。现在所有的观鲸之旅都是从

这里出发的。　

由于凯库拉观鲸的巨大成功，凯库拉现

在是新西兰提供海洋野生动物观览的

最佳旅游胜地之一。凯库拉观鲸公司刺

激带动了对于当地新的酒店住所、餐厅

和众多咖啡店，画廊的投资，现在这里

的画廊挂满了当地艺术家的杰作。

Paikea和Tohora是凯库拉观鲸的核心

象征。他们代表了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

的精神纽带，展示了毛利人对于自然界

的尊敬之情，而非简单的开发利用。

Kia Ora（您好）欢迎莅临凯库拉观鲸。 
本信息手册用于协助您今天进行观鲸之旅。
如您有任何问题或帮助需要，请询问我们的
凯库拉观鲸员工。



保暖衣物

尽管所有观鲸之旅观光船都是完全密

闭的——但是您要到舱外观看海洋动

物，因此请携带保暖衣物。

摄影装备

请确保您携带充足的电池和照相机内

存卡，用于在旅游途中进行摄影。在观

鲸公司的零售商店可以购买到电池和

内存卡。

点心

我们在观光船上不提供食品或点心，但

是欢迎您们携带小点心或冷饮登船，小

点心或冷饮可以在Flukes Café 购买。

船上可以提供矿泉水。

我们的预订办公室位于凯库拉Whaleway

站。这里是游客的登记报到地点。　

在WhaleWay车站里还有：

鲸尾餐厅：一边欣赏无与伦比的海景一

边品尝浓浓的美味咖啡，清茶和诸多冷

饮。我们提供早餐和午餐黑板菜单以及

全天候的食品橱柜。

观鲸零售商店：零售商店销售诸多以观

鲸之旅为主题的独特旅游纪念品、手工

艺品、礼物、书籍和服装。 

电视/影音室：我们的电视/影音室会

放映关于海洋野生动物的DVD。很抱

歉，这些DVD没有字幕说明，仅提供英

语版本。

我们的办公室

观鲸之旅需要携带的物品

晕船药

如果您平时有晕动病，我们推荐您在旅行

启程之前采取必要预防措施。非常不幸，

我们不销售处方晕船药——这些可以在

药店买到。我们凯库拉观鲸零售商店可以

销售非处方晕船药，例如：

acustraps - 这种手腕带可以在手腕的

穴位上产生轻微压力，可以租借或购买。

@ ease晕船药 - 我们销售的@ease是一

种天然配方制成的晕船药，可以提供长达

12小时的抗晕船疗效。

如需更强效的晕船药，可以在离Whaleway 

站10分钟步行距离的Kaikoura 

Pharmacy（凯库拉药店）购买。



所有的观鲸之旅都取决于良好的海洋

和气候条件。每次旅游的船长将在登记

前10分钟通知本次旅行是否可以出航。

在预订台及在咖啡店里面有一个显示

板——这将显示每个航次的状态。

当您的旅行确认之后，状态板显

示‘now checking in’（现在开始登

记），我们的预订人员将开始给您发

票。

如果您的旅行由于不利海洋/气候条件

而取消，请告知我们的工作人员您是否

希望重新安排出航时间。

请注意您的旅行时间是您登记的时间，

而不是出发时间。　

请注意您的旅行时间是您登记的时间，

而不是出发时间。　

付款可以采用现金、eFTPOS、新西兰币

旅行支票以及除Diners以外所有主要

的信用卡种类。您将领到一张登船牌和

预订收据。使用登船牌用于乘坐大巴和

登船。请保存好预订收据，在旅行取消

或退款时请出示。

登记过程通常需要30分钟时间。　

在出发之前将观看安全须知简介。期间

游客需要观看配有完整英文字幕的DVD

短片。 

观鲸之旅大巴转送到港口

在您登记并完成安全须知简介之后，我

们的观鲸之旅大巴将把您转送到南海

湾港口——旅游船从这里出发。  

大巴出发点在Flukes Café 外面。

到南海湾的车程大约8-10分钟。我们的

观鲸之旅船员们将热情迎接您们，护送

您们安全登船。　

登记



购票条款总结

旅游取消

若观鲸之旅由于恶劣的海上天气情况而被

取消，您将得到全额退款。

请注意：

我们不收取任何预订修改费用。

如果您在登记时间之前没有及时通知我们

取消行程，将不予退款。

协议

购买旅游票时，您确定理解并接受上述条

款，以及您

1.  同意您的继承人、遗嘱执行人、管理者

和亲属都被这些条款所约束；

2.  您同意将不会针对旅游的风险和危险在

任何国家进行对本公司的起诉或诉讼.

3.  您同意在参加我们的活动期间在发生

受伤、意外或疾病的情况下接受医院治

疗，并保证观鲸公司不对您的治疗负任

何责任；

4.  同意在旅游期间的活动或人员所拍摄

的照片、影像、声音、视频或其他记录

资料，将未经我们同意不得用于任何推

广或广告目的；但是我们可以自行决定

使用上述影像或录音资料，无需任何事

前批准。 

在您购买观鲸海洋旅游票之前，请务必阅

读以下内容：

气候/取消

我们保留为了乘客安全利益而取消或更改

旅程或者替换游艇船只的权利。天气和海

洋条件可能迅速发生变化，这可能随时更

改您的旅程状态。不利的海洋条件意味着

游艇船长可能提高儿童年龄限制或者限制

有健康隐患/有移动障碍的乘客或怀孕的乘

客登船。

健康/安全

如果您有健康隐患/有移动障碍或者怀孕，

并认为自己可能受到不良海洋和天气条件

的影响，您必须在旅游当日在登记时通知

我们。

说明指示

为了最大程度的确保您与其他乘客的安全

和享受观鲸旅程，您必须在上船之前、在船

上期间以及下船之后遵守我们员工的所有

合理指示，请确保您所照看的儿童也将同

样遵守上述指示。您对自己的个人物品安全

保护具有全部责任。

保证

我们无法保证您在观鲸之旅中一定看到

鲸，但是游客看到鲸的机会是非常高的。在

您的旅行没有看到鲸鱼的情况下，我们保证

将款项的80%退还给您。

观鲸之旅订票条款

请尽情享受您的激情
之旅，如果您需要上
述条款的更多信息或
解释，请联系我们的

相关员工。



观鲸旅游船专门针对观鲸而设计，我们

现代的双体船配备了先进的引擎，可以

将水底噪音降低到最低水平，而且马桶

也不会污染海洋。主乘客舱是密封的，

大型外部甲板提供绝佳的视野和摄影

机会。宽敞的内部空间具有空调，乘客

可以坐在舒适的座椅上观看大屏幕等

离子电视，滚动播出我们荣获大奖的海

洋野生动物动画模拟片。每次旅行的乘

客人数严格控制在我们旅游船的承载

能力之下，从而确保您的个性化舒适的

旅游体验。

以下为我们的观鲸旅游船政策和程

序：

旅游船安全程序

•  船员都经过了所有应急程序的培训。

若出现紧急情况（可能性很小），请

遵循我们船员的指示。

•  旅游船上的所有出口都进行了明确

标记。

旅游船信息
•  请阅读在您座椅口袋里或主舱墙壁

上的安全指示卡，相关内容仅提供英

语版本。　　

•  在您座椅口袋里或者主舱墙壁上备

有救生衣穿戴说明指示。

旅游船要求

• 在旅游船运动期间，禁止站立

• 所有时间严禁吸烟

• 禁止倚靠在门上

•  随同儿童的游客需要在所有时间看

管好儿童

•  当您想要上厕所的时候，请告知船

员，这样旅游船可以降速让您舒适地

上厕所，同时船员也知道您身处何处

•  请将垃圾放入船上的垃圾桶内，请勿

将垃圾抛入大海。

晕船应对措施

•  如果您感觉晕船，建议集中注视固定

点——可以是陆地或海平面。另一个

方法是掐您的食指或者掐耳垂。

•  清洁袋位于您座位前面的口袋里面，

或者可以向船员索取，如果您有清洁

袋需要处理，请告知船员——他们始

终热忱为您服务。

•  所有旅游船上提供卫生纸，如果需

要，请告知船员。

•  根据需要，也可提供水。



旅行简介

海上旅行
时间:  
海上旅行时
间约为 

2小时
20分钟。

您的观鲸之旅海员最多由四名乘员组

成：

• 船长

• 健康安全官

• 了望员和

• 讲解员
 

我们的旅行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和观看

抹香鲸。由于抹香鲸可能在旅行时间

内潜在海底，我们平均每次航行可以

看到1到2次鲸鱼。在凯库拉，抹香鲸

潜游时间间隔为40到60分钟。在我们

海岸线上看到的大部分抹香鲸都是雄

性。抹香鲸构成松散的群落，通常彼此

之间距离保持在数英里，这样一次旅

行可以看到1到2头抹香鲸已经是非常

幸运。几乎世界上80%的鲸鱼和海豚种

类迁徙经过我们的海岸线，因此全年

都有机会看到其他种类的海洋动物，

例如蓝鲸、长须鲸、塞鯨、座头鲸、小

须鲸、巨头鲸、逆戟鲸/虎鲸、南露脊

鲸、海豚、宽吻海豚、南露脊海豚、象

海豹和豹海豹。　　

根据在观看到抹香鲸之后剩余的时间，

船长可以决定沿着海岸线航行，寻找可

以观赏到的其它种类的海洋生物。这可

能包括暗色斑纹海豚、贺氏海豚以及新

西兰毛皮海豹。凯库拉还是世界上75%

的远洋 鸟类的栖息地，包括漂泊信天

翁、皇家信天翁、Mollymawk信天翁、海

燕、水薙鸟、锯鹱、管鼻鹱、塘鹅、燕鸥

和鹭科。



抹香鲸

抹香鲸有多大？

•   抹香鲸是世界上最大的有齿鲸

类，也是所有鲸类中体型第四大

的。

•  雄性抹香鲸可以身长达15-20米，

重量可以达到40到60吨。　

•  雌性抹香鲸比雄性小约30-40%，

可以长到大约12米。　

抹香鲸寿命

•  雄性抹香鲸最初8-12年与家族群

落生活在热带水域。

•  群落中的雌性鲸照看幼崽2年左

右，直到幼崽可以独立游行。

•  当雄性抹香鲸达到青春期，通常

在10岁左右，它们将离开家族群落

构成单身群落，迁徙到如凯库拉

海域这样的觅食地。

•  雄性抹香鲸长到完全成熟后才会

交配，因此在交配之前，这些雄性

抹香鲸很少离开觅食地。

•  抹香鲸的寿命可达到70岁。

浮力

由于抹香鲸体内含有大量油脂，可以

自然浮在水中。人们认为抹香鲸可以

调节大脑中鲸油的温度，来调节它们

的浮力。当鲸接触到海面上的冷空

气的时候，油脂冷却形成固体蜡。固

体蜡比水密度大，可以帮助鲸鱼下沉

到海面以下。

通过把血液泵入鲸脑周围的毛细血

管，蜡溶解为具有浮力的油脂，帮助

鲸鱼上浮到海面。

牙齿

•  抹香鲸下颚有20-30对圆锥形锋利

的牙齿。上颚上有牙槽，这样当它

们嘴巴闭合时下颚牙齿可以嵌入

牙槽内。

•  抹香鲸的牙齿并不用来咀嚼，它们

的牙齿功能与鳄鱼相似，抹香鲸的

上下颚咬合把食物整个吞进去。

•  抹香鲸的每颗牙齿重量可达1公

斤，长度可达20厘米。



抹香鲸

在哪里可以看到抹香鲸？

•  抹香鲸在世界上所有大洋都可以

看到，通常在 深度达400米以上的 

海底峡谷游弋。

•  在凯库拉海岸线全年都可以观看

到抹香鲸。　

•  凯库拉峡谷是雄性抹香鲸的觅食

地。

•  雄性抹香鲸的关键器官都有

30–40厘米的鲸脂（脂肪）包住。

鲸脂就像一件潜水服，把抹香鲸与

冷水隔离开来。这里的水温对于雌

性抹香鲸来说太冷了，因为它们的

鲸脂层没有那么厚。

•  雌性抹香鲸通常居住在靠近热带

的更加温暖的水域。

抹香鲸吃什么？

•  抹香鲸吃各种浮游鱼类，例如石

鲈鱼、鳕鱼、金枪鱼、黑鲨鱼、无

鳔石首鱼，但是抹香鲸喜欢吃乌

贼。

•  抹香鲸吃各种乌贼，包括巨型乌

贼鱼。

•  尽管众多科学家在凯库拉进行过

多次尝试，仅仅在日本海岸才观察

到自然栖息的巨型乌贼鱼。

•  巨型乌贼鱼平均可以长度12米，但

是已知的长度可以超过18米。

回声定位

当声波通过鲸油的时候，声音得到加

强和放大。抹香鲸被认为是世界上发

出声响最大的动物。记录到抹香鲸

最高音量为230分贝。人们认为抹香

鲸不仅用声纳来确定猎物的位置，

还可用来吓晕或杀死它的猎物。  

深海潜水

•  凯库拉海域的抹香鲸潜水时间

为40–60分钟，深度可以超过

1000米。

•  抹香鲸是世界上潜水深度最深的

动物，潜游时间可以超过2小时

深度超过3000米。

在抹香鲸的头里 

•  抹香鲸拥有世界上现有动物中最

大的大脑。它们的大脑约有篮球大

小，大约为人类大脑的7倍大

•  在抹香鲸大脑内部是鲸脑油，含有

大约2.5吨油

•  曾经被认为是鲸油，因此得名：抹

香鲸

•  抹香鲸曾经被大量捕杀，用于生

产蜡烛、化妆品、缝纫机和工业机

械的润滑。抹香鲸鲸油用于劳斯

莱斯引擎和变速箱里面，而且阿

波罗太空任务早期也用到抹香鲸

鲸油。　

•  抹香鲸用鲸油回声定位和增加浮

力。



观鲸之旅船上视频资料

在您的观鲸之旅全程中，在船上播放视

频资料，“World of the Whales”（“鲸

鱼世界”）——让乘客“虚拟”体验凯库

拉海底峡谷。这些视频资料也提供了凯

库拉海域的不同海洋生物的信息。视频

资料没有字幕，而且仅提供英语版本，

如有不便，敬请谅解。

视频资料采用animation Research 

ltd技术编制，World of the 

Whales（“鲸鱼世界”）是世界上观鲸业

的首个高科技模拟影片。

凯库拉海底峡谷 

• 最宽点5公里宽

• 超过1600米深

•  在大陆架边缘，是几乎垂直的悬崖落

差超过1000米高

•  大陆架边缘如此接近陆地的世界上为

数不多的几处地点之一

•  离Goose Bay（陆地）距离1公里的海

洋深度超过800米。

•  凯库拉峡谷入口是hikurangi 海槽

的起始点

•  凯库拉峡谷绵延1700公里到北岛，从

接近吉斯伯恩的外海玛希亚半岛开

始。

•  凯库拉峡谷是南半球上最大的深海

峡谷

•  凯库拉峡谷是鲸鱼在觅食地与繁殖

地之间迁徙的系列峡谷之一

凯库拉海洋食物源——亚热带交汇

•  热带流下来的温流与南极流上来的富

含营养物的寒流交汇

•  营养物流入峡谷混合，然后被推上海

洋表面，这被称为上涌

•  形成食物链：浮游植物为浮游动物和

磷虾提供食物，浮游动物和磷虾又

是乌贼和小型鱼类的食物，然后乌贼

和小型鱼类又是大型鱼类、鸟类、海

豹、海豚、鲨鱼和鲸的食物。

 



暗色斑纹海豚

一种小型矮壮灵活的海豚，在观鲸之旅

途中经常可以看到，凯库拉海岸经常可

以看到大量的海豚习惯性地跃出海面进

行捕猎或交配的戏剧性场面。这些海豚

群可以达到100-1000只海豚，海豚可以

长到2米长。　

赫氏海豚

赫氏海豚是世界上体型最小最珍稀的海

洋海豚，具有独一无二的圆形背鳍，只

有在新西兰海域才可看到这种海豚。在

凯库拉，常可以由4到8只海豚组成的小

海豚群在海岸边游泳嬉戏。由于渔网以

及农场排泄的磷化物导致的海洋污染，

赫氏海豚被列为有灭绝危险的动物。赫

氏海豚寿命为20年可以长到1.5米长。

新西兰毛皮海豹

新西兰毛皮海豹在凯库拉海岸沿

途多个景点可以看到。上个世纪人

们为了海豹毛皮而捕猎毛皮海豹使

其几近灭绝，现在它们是受保护动

物。凯库拉半岛的Point Kean海豹

群居地可以看到毛皮海豹拖家带

口——从凯库拉镇可以步行或者短

途驾车前往游览



旅行结束

当您的旅行结束时，我们的观鲸旅游船

将返回南海湾港口，然后您可以乘坐观

鲸大巴返回Whaleway站观鲸总部。

退款

很遗憾，并非每次旅行都可成功看到鲸

鱼。船长确定退款理由和金额——根据

旅行的质量。船员将告知您退款理由和

金额。在此情况下，请凭借预订收据到

预订台领取退款。

www.whalewatch.co.nz 

我们代表凯库拉观鲸团队，

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观

鲸之旅。如果您想留下任何

意见的话，请填写Comment 

Card（意见卡）——这些意见

卡在Whaleway站观鲸总部有

提供。

非常感谢您的宝贵反馈。

凯库拉观鲸
新西兰凯库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