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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海坨山

2015 年 7 月 13 日起，海坨山禁止入内了。当日河
北省大海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已发出“禁止
登临海坨山”的公告。

详细内容如下：

大海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禁止个人及组织登临海陀山公告

河北大海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属森林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类型自然保

护区，是诸多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重点栖息地。海坨山主峰是大海

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最高峰，又处在保护区的核心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环保部等有关部委相关文件要求，从自即

日起，禁止登临海坨山活动，禁止任何人进入保护区核心区，如因特殊

原因需要进入的，应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对违反规定的组织或个人，

一经发现，将按有关规定严厉处罚。

河北大海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2015 年 7 月 13 日

http://www.mafengwo.cn/i/31802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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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坨山（亦写作海陀山）位于延庆与河北赤城交界，海拔 2100 多米，是北京的第二高山，

主要由大海坨和小海坨两座山峰组成。两峰南北相对，在两峰之间是延绵数里，宽数百米的

高原平缓草甸，人称“鞍部”。“鞍部”可扎数百顶帐篷，是避暑纳凉数星星的绝佳地点，

一直为北方驴友所津津乐道。每年的 5-8 月，是来海坨山观景的最佳时节。蔚蓝的天空下，

草甸上绿草如茵，山花烂漫；赶上雨过天晴，草甸上云雾缭绕，大小海坨若隐若现；若是晴

朗的夜空，不仅能看到浩瀚的银河，还能看到山下县城的万家灯火；而落日的晚霞和黎明的

日出更是令整天与噪音和雾霾相伴的人们向往和期待。

2015 年 7 月 13 日起，河北大海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发布了禁止登山的公告，个人

或组织已无法再探索海坨山的美。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海坨，本攻略会一直保存。

 西米张 海坨山云海

海坨山速览 Introducing Haituoshan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HAITUOSHAN海坨山

更新时间：2015.07

最佳旅游时间   海坨山山顶常年平均气温比北京城区低 13 摄氏度左右，因此适合 5-10 

月份前往，尤其是七八月份，山顶的高山草甸正是最茂盛的时候，但需注意的是，登山途中海

拔变化大，几乎每一条徒步线路的海拔落差都在 1000M 以上，从海坨山下到山顶气温变化在

6~10℃，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并且根据具体线路强度选择合适的行进速度。另外，夏季应

格外注意防范雷雨天气，如遇到应中止或取消活动，切记不可在山顶逗留。

穿衣指南   夏季雨水多，此时前往建议携带速干衣

物，如遇到雨水天气，速干衣物比冲锋衣透气性好，

也更容易晾干；夏季如果在山上扎营，还是要携带冲

锋衣等保暖衣物，夜晚山间气温很低，保暖措施必不

可少；秋季前往建议冲锋衣、内胆都要齐全，长裤、

保暖裤也是必需品，需携带能应对零下十度的羽绒睡

袋。

消费水平   海坨山的住宿、餐饮条件比较简陋，消

费相对便宜，每晚住宿农家院，每人 20 元左右；路

费公交钱 6 元 / 人（在德胜门乘坐 919 公交车到京

张路口北下车）；从延庆包车至大海坨村，往返大约

140~150 元（7 座面包车，人均 20 元）；若从北

京北站乘坐 S2 列车，可抵达延庆站，参考票价 6 元

/ 人，再从延庆包车前往海坨山，车程约 1 小时，单

程包车费用70元/车；若自驾需交30元的停车费（车

停在大海坨村的停车场）。周末来海坨山登山，除去

个人装备，人均消费在 100~150 元左右。

1、小海坨山是纯天然未开发的自然山峰，

目前没有门票。

2、若要经过玉渡山、松山景区等进入海坨山，

需要支付这些景区的门票；松山景区门票：

50 元；玉渡山门票：60 元。

3、大海坨国家级自然保护收取进山费 25 元

持卡人收取少量的额外手续费。

http://www.mafengwo.cn/i/31816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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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s亮点

春天海坨观绿

4、5 月份的海坨才慢慢由下自上迎来她的春天。这段时间来海坨你能看

到的是明亮的蓝天，层次感极强的山峦，从下往上由深到浅的绿色变化，

以及遥远处张山营镇的杏花。

 諵譁 绿色海坨

 天马行公开 攀登海坨山

盛夏海坨赏云海、观银河

6-8 月份，海坨山进入夏季，时常能看到云海盛景，如临仙境一般。强烈

建议夜晚在鞍部扎营，璀璨的星空一定会震撼你的感官。

 土人 海坨观星

冬季海坨飞雪

雪压海坨，是海坨山著名的景观之一。这里山高宽广，覆盖的冬雪直至

次年春天才能化尽。山峰被大雪覆盖，触目所及全是一片素净的白，天

地间，时光仿佛静止一般，凝固的还有被美景震撼到的心跳。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北京的驴友前往海坨山，可以选择公交车、S2 京郊铁路，或者自驾等多

种方式。海坨山没有直达的铁路或汽车，需要乘坐以上交通工具前往延庆，

再包车前往。北京以南的城市，建议以北京作为中转站，再按上述方式

前往海坨山。

包车贴士

从延庆包车前往海坨山，大约 40 公里，车程在 1 小时左右，包

车参考费用为往返 160 元 / 车（7 人面包车，可以讲价）；如果

是穿越路线，进山口和出山口不同，则建议包车前往，并和包车

师傅讲好接送时间及地点，比较方便。

 建行远 大海坨村小停车场，位于海拔约 1500 米处

公交

以从北京出发为例，先在德胜门乘 919 快车（德胜门往返京张路口北；

首车 5:45，末车 21:00，全程票价 12 元）到达延庆，在终点站“京

张路口北”下车；再包车前往西大庄科或海坨村（包车参考费用为往返

140 元 /7 人面包车，可以讲价）。

因为途中经过多处山路，为安全起见，包车千万不要超载。

火车

从北京出发的游客，可以乘坐京郊铁路 S2 线。S2 从北京北站始发，终

点延庆火车站，首班 6:12，末班 21:28，可刷北京公交一卡通，票价 6

元。在延庆站下车后，转 920 路，途径下板泉村（如果选择从啤酒溪上山，

此处可下车），到达松山路口下车，包车前往西大庄科或海坨村（140~160

元 / 车，七座面包，可以讲价）。

http://www.mafengwo.cn/i/509429.html
http://www.mafengwo.cn/i/2830449.html
http://www.mafengwo.cn/i/945125.html
http://www.mafengwo.cn/i/13400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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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2 线全程不对号入座，可一卡通刷卡或购买车票、北京北到

延庆票价 6 元。

2、持一卡通旅客可直接刷卡进站乘车；无一卡通旅客可到车站

售票窗口购买车票乘车。

自驾

推荐线路：北京——八达岭高速（G6）——延庆出口——往怀来方向——

石京龙滑雪场左侧公路——过张山营 5 公里右行进松山牌楼——盘山路

见岔路左行（右侧路至松山国家森林公园）——西大庄科村——盘山非

铺装路——大海坨村（车程：2 小时左右）

1、沿八达岭高速公路行驶约 1 小时，在延庆 19 号出口下高速路，

即可进入延庆县城。

2、全程高速公路及宽阔的柏油路，路况良好。进入延庆后，走

110 国道沿张家口方向到达张山营人民政府，那里有通向松山的

路标，顺着路标的方向走即可到达。这一路要路过啤酒溪路口、

西大庄科、阎家坪路口等海坨进山口。

3、停车：可以把车停在大海坨村的村口停车场，过夜 30 元 / 车。

4、加油站：八达岭高速路沿途设有加油站，延庆县城内也有大

型加油站。 

5、安全提示：八达岭高速进京方向的 56-51 公里处连续转弯、

下坡，驾车请小心。

6、如果进山口和出山口选择同一个村庄，可以考虑自驾，否则

强烈建议包车前往。因为如果进山口和出山口不同，还需要包车

再去取车，不方便。几个进出点之间的距离都不近，步行无法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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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ven 各标志地 GPS 坐标参考

三个山头和一个鞍部

大海坨（海拔 2242 米）

大海坨位于小海坨正北方 2 公里左右，事实上已属于河北地界，海拔比

小海坨高出几十米，远望过去，山景极其俊秀。大海坨山顶面积较小，

不易聚集，且从登顶大海坨之前，会遇到军用铁丝网和碎石路，故登顶

的驴友相对较少。

因为大海坨为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较为严格，所以通常意义上

我们所说的去海坨去的是以小海坨山为主峰的各条沟和山脊。

小海坨（海拔 2198 米）

小海坨位于海坨山的正中心，是所有穿越线路的交汇点。山顶面积较大，

可驻留，有松山主峰的石碑，是驴友必到之所。

 西米张 小海坨山顶

无名山（海拔 2000 多米）

位于小海坨顶南部不到一公里处，之所以被特别指出，是因为这是海坨

山最经典的穿越路线的必经之处，而且也是相对较陡较险的一处碎石路

段。

鞍部（平均海拔 2000 多米）

海坨山分为两部分，大、小海坨，两山连接处犹如马鞍，此地被称为“鞍

部”，也是驴友选择最多的扎营地，还是赏银河，观看云海翻腾的绝佳地点。

在鞍部扎营需做好以下两个准备：扎实可靠的帐篷（鞍部夜晚风较大）

和清晨早起（日出后帐篷温度升高无法安睡）。

Sights景点

周边景区
延庆是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旅游资源众多。在海坨山周边，就有松山国

家森林公园、玉渡山自然风景区、龙庆峡和古崖居四个知名景区（部分

景区与海坨山接壤，有穿越路线），而延庆当地的豆腐宴、烧烤也小有

名气，如果你不是那么行色匆匆的话，倒也不妨花上些时间去放松一下

心情。

 西米张 海坨日落

你不能不知道的海坨山地标

网上的海坨路线比较多，而在新闻报道中，关于驴友在海坨迷路的事件

也不少，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海坨山很神秘。其实，海坨山虽然走起来

很累，基本上没有岔路，是很成熟的户外路线。作为登山爱好者，你大

体只需记住“三座山头，四个村庄，一个鞍部”的位置，以及所谓“销

魂坡”和“啤酒溪”两个特殊地段，就可以放肆地规划登山活动了。

海坨山地标位置分布图

http://www.mafengwo.cn/i/933804.html
http://www.mafengwo.cn/i/3181650.html
http://www.mafengwo.cn/i/31816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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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行远 鞍部，晒太阳和数星星的宝地

四个村庄

海坨山的这四个村庄是徒步穿越的重要地标，也是各条徒步线路的起点

或终点。村庄里都有农家乐，可以提供餐饮和住宿。

大海坨村（海拔 1200 米）

大海坨村，位于河北赤城县，是登山驴友们最常选择的起点，也是人气

最旺的住宿地；大部分登山者都会选择先抵达大海坨村，住宿或者直接

以此为起点开始登山，登顶后再原路返回这里。它的具体位置是从松山

森林防火区沿山路往里一直开，途经西大庄科和阎家坪。

西大庄科（海拔 900 米）

西大科庄位于小海坨的西南，是登顶海坨山的几个起点之一，从松山森

林防火区沿山路往里一直走。

阎家坪村（海拔 1000 米）

阎家坪村是登顶海坨山的几个入口之一，游客需从松山森林防火区沿山

路往里一直走，过西大庄科，海拔在 1000 米以上。

 諵譁 在闫家坪的垭口停下来，回望对面的山坡，农田和光影交织一
起，斑驳陆离

上板泉村（海拔 600 米）

这里是登顶海坨山的几个起点之一，也是“啤酒溪路线”的起点，位于

松山森林防火区外。现在上板泉的进山口装了铁门，要做好翻越铁栅栏

（2~3 米）的准备。

销魂坡

所谓销魂坡，故名思意，就是爬升强度很大，让人爬到欲仙欲死的山坡。

海坨山的正牌销魂坡，位于西大庄科进山 4 公里（救援标志 008）到距

小海坨约 1 公里的山梁之间，基本上就是顺着山谷往上攀爬，全程约两

公里，爬升 550 米（海拔 1250~1800 米），坡度在 40~50 度，部分

坡度 70 度，需时 1 小时。

海坨山还有一个隐形销魂坡，位于小海坨（2198 米）到啤酒溪

垭口（1140 米）之间，全长 5~6 公里。这一段路有海拔 1000

米的上升或下降，沿途基本上是碎石小路，虽然总体坡度比正牌

销魂坡小些（部分地段的坡度也挺吓人的），但对体力的挑战却

更大。正常情况下，完成这一段路程的上升或下降，需要3~4小时。

啤酒溪（海拔 750 米）

啤酒溪是一片很清澈的山泉汇聚而成溪水，可直接饮用。从隐形销魂坡

一路下来后，弹尽水绝，嗓子眼儿冒烟，忽然眼前出现一片溪水，那还

不赶紧当作啤酒牛饮？从啤酒溪到上板泉村，大约 2 公里多，中间还有

个小水库，沿途路况相对较好。

登山线路
海坨山相较于同是京郊登山圣地的小五台，难度要小一些，适合初级的

登山者。如果想要一天的登山行程，最常见的路线是大海坨村路线，从

登山开始到原路返回大海坨村，正常天气只需 5~6 小时。除了常规的线

路，驴友们还会选择不同的穿越路线，比如最常见的从西大庄科入口出发，

登海坨顶，然后从啤酒溪一线下。不同的入口和下山线路，会对应不同

的路况、难度和耗费的时间，登山的朋友可以结合自身情况进行选择。

 西米张 海坨山日落美景

最腐败的路线——大海坨村路线

大海坨村路线

大海坨村——小海坨——鞍部（——大海坨）——大海坨村

http://www.mafengwo.cn/i/1340056.html
http://www.mafengwo.cn/i/509429.html
http://www.mafengwo.cn/i/3181650.html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8中国系列

路线所费时间

一天可完成往返。

路线特色

最轻松、路程最短：这是登海坨山最近的线路，路好走，距离短，爬升不高，

被驴友戏称为“最腐败的路线”，很适合登山新手。

1、由河北赤城的大海坨乡大海坨村往东入沟上山，经常参加户

外活动的人轻装正常 3.5 小时即可到达鞍部营地，重装 5 小时怎

么也完成了，所以这也是大多数想领略海坨美景但又不想太过辛

苦的朋友选择的线路。

2、鞍部营地海拔 2000 米左右，到达营地后可以轻装冲锋登顶

小海坨顶或大海坨顶；小海坨往返 1 小时足矣，大海坨需要大约

2 小时，而且目前有铁丝围起来，如果时间不允许，可以放弃大

海坨。

3、在这条线上，上升过程中约 2/3 的路程有山溪水，清凉而甘甜，

可以在这里补水；剩下的 1/3 的距离却有将近 2/3 的上升强度，

稍休息后向营地可发起冲击。

 一只耳 大海坨村登顶海坨路线图

最经典穿越路线——大海坨村上、啤酒溪下

路线安排

大海坨村——黑松林——小海坨——鞍部——大海坨——啤酒溪出

路线距离

共 25 公里；总上升距离 1437 米；总下降距离 1956 米；最高海拔（大

海坨）：2240 米。

路线所费时间

一天可完成往返；总计登山时间（上下山）大约 7.5 小时。

路线特色

此线路道路明显，岔路较少，危险度低，强度较强，技术要求低，总体

来说适合初中级登山者。

1、大海坨村、啤酒溪有水源，中途无水源，注意携带足够饮用水。

2、此线路无需扎营，尽量少带东西，轻装前进。

艰苦卓绝的穿越路线——西大庄科上、啤酒溪下

路线安排

西大庄科出发——销魂坡——小海坨——松海平台——啤酒溪

路线所费时间

一天时间可以完成往返。

路线特色

此线路从延庆县的西大庄科出发，要经过让驴友们谈之色变的“销魂坡”，

坡度极陡；而下撤啤酒溪的过程，也有陡峭路段，所以适合体力好的驴友，

初级新手不建议尝试。

1、此线路行程比较紧凑，建议早出发，否则有可能回到北京已

是凌晨时分。

2、如果是计划一日行程，到达小海坨后不建议再强攻大海坨，

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

3、从松海平台开始下降过程中，有两个平台，分别是平台 1 和

2；从松海平台—平台 2 的途中（约 1.5km），多处坡度较大，

十分危险，下来时一定要注意安全，最好能抓着周边的植被下降。

4、也有驴友将此线路改为二日线路，这样时间安排上相对轻松：

D1 西大庄科出发——销魂坡——鞍部扎营休息

D2 鞍部撤营——小海坨登顶——松海平台——啤酒溪——返京

 一只耳 大海坨村登顶海坨路线图

穿越松山景区路线——啤酒溪上、松山景区出

路线安排

D1 啤酒溪入口——鞍部——小海坨顶——鞍部露营

D2 鞍部——大海坨——松山风景区

http://www.mafengwo.cn/i/118532.html
http://www.mafengwo.cn/i/1185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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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所费时间

两日行程（如不去大海坨登顶，直接从小海坨顶下山，也可以变为一日

行程）。

线路特色

松山的下山线路极为陡峭，需要一定程度的体力、精力和毅力，强烈建

议登山新手不要尝试，老驴友也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1、松山风景区每年的开放时间为 5 月 1 日 -10 月中旬（具体时

间可以查询松山风景区官方网站：http://www.songshan.org.

cn/），每天早上 8 点至晚上 6 点，因此选择此线路有时间限制。

2、进入松山风景区需缴纳门票：50 元 / 人。

穿越松山景区路线参考行程

09:20 从啤酒溪入口进。

10:18 到达第一垭口，进入树林后上升。

10:24 到达第二个垭口，右面可见玉渡山下的水库和渡假山庄，有路可

直到水库旁的公路。

10:30 到达第三个垭口（绿野中经常说的第二个垭口）；一路缓慢上升，

穿过毛毛虫谷，蚂蚁谷，能见到路旁很大的蚁窝。

10:50 到达一草坪，休息 10 分钟后继续前进；在树林中穿行向上，爬

升幅度不大。

11:57 到达第一山脊上的小平台；向左急速爬升。

12:20 到达第二山脊上的平台，旁有树林，风很小，是扎营的好地方；

继续向左急速爬升。

12:32 进入高山草甸，到达无名峰下的鞍部，风很大；沿左侧山脊的小

路就是下到松山景区的路。

13:13 到达无名山与小海坨之间的鞍部，即绿野人常说可扎营的“鞍部”。

13:25 登上小海坨顶。风很大，站在山上能看见隐藏在二座小山丘后的

大海坨。

14:00 到达大海坨山脚，返回；为此行探路留下时间。如安排二日可登

大海坨，需宿营。

15:20 探路，并回到无名山下的鞍部。

15:55 到达松山下山的陡坡处；多处坡度＞ 80 度。

16:25 急速下降到达一山脊，选右面路线继续下降。多处坡度＞ 70 度。

16:42 下到松山景区大路（水泥路面）。

17:27 出松山景区验票处。

 害人精 海坨云海

线路难度分析

海坨山穿越线路较多，但经典的无外乎在四个村庄中选择其二作为进山

口和出山口，再登顶小海坨，最多再在小海坨和大海坨之间走个往返。

由于各村到小海坨顶基本上就是一路上升和一路下降，所以根据村庄的

海拔高度，以及小海坨顶峰的海拔（2198 米），就可以计算出路线大致

的爬升和下降海拔，也就是所谓的路线强度。

1、大海坨村（1200 米）到鞍部（2000 米）这条路线，是最腐败的路线。

2、由上板泉村（600 米）登顶小海坨（2198 米），强度最高（高差最

大）；其次就是由西大庄科（900 米）登顶小海坨（2198 米）。

3、上板泉村和西大庄科分别位于海坨山的东西两侧；所以，西大庄科—

销魂坡—小海坨—啤酒溪—上板泉，或上板泉—啤酒溪—小海坨—销魂

坡—西大庄科，就理所应当地成为了横穿海坨山的最经典线路。当然，

要是还不知足的话，可以再加上个大小海坨往返（这样全程从 18 公里升

至 22~23 公里），这就是最虐线路了。

海坨山能成为户外圣地，自有其道理。初级驴友，没有一定的体

能和心理准备，建议不要逞强走难度大的自虐路线，若是第一次

走，建议有经验丰富的领队带领。

登山装备

1、双层帐篷、气垫或者防潮垫；羽绒睡袋或棉睡袋（建议使用秋季携带

羽绒睡袋，另增加一抓绒袋）。

2、背包：男生建议 60L，女生建议 45L。

3、鞋和速干袜：徒步鞋或登山鞋，要舒适合脚，最好是高帮可以保护脚

踝的；速干袜必备。

4、光源：头灯。

http://www.songshan.org.cn/
http://www.songshan.org.cn/
http://www.mafengwo.cn/i/9934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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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登山杖和护膝：强烈建议携带。

6、药物：创可帖、止泻药、感冒药、止痛药、绿药膏 、三角带、护膝、

十滴水、蛇药。

7、衣物：穿越时，抓绒衣（保暖）+ 冲锋裤（防雪）搭配最佳，扎营时

须穿冲锋衣或其他保暖外套，山风凶猛，最好准备一件防雨外套。

8、食物：为减重考虑，食品尽量简单，在保障热量和营养的基础上，以

轻便食物为主，减轻背包重量的最好方法是带方便面，辅以肉类、面包、

牛奶、牛肉干、葡萄干、少量蔬菜水果（西红柿、黄瓜、橙子）等。

9、水：海坨山登山途中水源少亦难找，如果是两日行程，建议男生至少

携带 4L 饮水，女生携带 3L 饮水。

10、救生：救生哨、便携军刀等。

11、对讲机、手台、GPS、指南针等。

11、其它：有 DC 的都带上，扑克，有兴趣的还可以带风筝。

12、垃圾袋：每人须携带足量垃圾袋，将露营及行进中产生的所有垃圾

全部打包带走，不可将垃圾遗留在野外，尤其是不可降解垃圾。

13、备用手机电池：山野信号不好，都可以使你的手机电能迅速消耗。

 建行远 登山装备

住宿Sleep

海坨是京郊的扎营圣地，夏季来临，每天晚上，山顶的草甸上都有上百

顶帐篷，无数驴友都前来看月亮，数星星，好不惬意。登海坨山，可自

带装备在鞍部扎营，在山顶美美的睡一晚，让自己充分融入大自然。当然，

海坨山脚下的四个村庄（大海坨村、西大庄科、阎家坪村上板泉村）也

有不少农家院，吃住都相对方便，不想带太多东西上山，可选择入住农家。

 害人精 清晨的海坨山营地

西大庄科松海山庄

山庄位于海坨山脚下，能很方便上山游玩，也可联系包车；他家的伙食

也很不错。

联系人：赵先生

电话：010-69112435

参考价格 : 标间 80 元 / 天

大海坨村仙客居山庄

联系人：林师傅（离海坨山最近）

电话：13653232409/ 13722329776

参考价格：80 元一间房（双人间、三人间、四人间），人多 20 元一位；

早餐 8 元 / 位、午餐晚餐单点

西大庄科村松山松海农家院

联系人：赵宝

联系方式：13693625963

参考价格：双人间 100 元；早餐 10 元 / 位、午餐晚餐单点

餐饮 Eat

海坨山上面没有任何服务设施，所有食物都要自带。想吃热呼的饭菜需

自带炉灶和食材。另外登山途中没有水源，建议携带至少 2L（两日行程

至少 4L）的饮用水。

应急食品是普通食品以外的必备，除非在遇到意外情况，否则一

般在野外徒步活动中，应急食品是带上山又带下山的。

http://www.mafengwo.cn/i/1340056.html
http://www.mafengwo.cn/i/9934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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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s 瓊 山顶自制火锅

延庆当地小吃
延庆当地有不少特色小吃，在当地农家院都可以品尝得到。

饭汤 

饭汤用小米、豆面做成；做法是将小米煮至 8 成熟时捞出，将部分饭掺

入豆面，用筷拌匀，使豆面裹住饭粒，下入米汤锅，加盐、葱、香菜等作料；

锅中仿佛煮着粒粒白色珍珠，又似蚂蚁蛋，故又称 " 蚂蚁蛋汤 "。吃时用

汤泡干饭，故称“干饭汤”。

老豆腐

别处豆腐脑用浇卤食用，比较嫩；延庆老豆腐点的老，不浇卤而加作料，

尤其是腌制的韭菜花，更有独特风味。用石膏将磨成的黄豆浆点成豆腐脑，

加上韭菜花、花椒油、芝麻酱、香油等作料。

火勺

火勺的做法是将面粉和好、发酵并加碱，揪成小剂；每剂再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为瓤蘸花椒油盐，用另一部分面包好，用特制的火勺槌擀成小饼状，

放饼铛内烙八成熟，在放在炉边烘烤。做好的火勺饱满，皮焦萃，瓤鲜香，

可将其侧刨夹入熟肉或油条等食用。

Practical Information实用信息

电话

蓝天救援队：4006009958

北京市登山运动协会山岳救援队：010-63158180

中安救援队：010-5995623

绿野救援队：18601203783

北京红箭救援队（24 小时值班室）电话：13521871515

医院

海坨山地处市郊，远离大型医院，建议自带医疗包，一般的野外伤害如

擦伤、扭伤都可以当场进行简单处理，如果受伤较为严重，则需尽快到

附近延庆县城接受治疗。

北京延庆县医院

地址：北京市延庆县东顺城街 28 号

电话：010-69103020-2125

北京延庆镇医院

地址：北京市延庆县东外大街 27 号

电话：010-65091249

信号

山下移动有信号联通没有，山里都没信号，山顶移动联通都有信号，但

不太稳定。

天气

上山要看天，如果天气不好，强烈建议果断放弃，不要强行攀登。一般

户外登山出现事故，多是因为以下 3 种情况，天气太冷冻伤、走夜路和

遇上雷雨天气。

不能不提的登山安全事项
由于海拔变化大，植被茂密，地形、气候多变，所以在攀登海坨山的过

程中，存在很多安全隐患，需要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充分地了解和认识它，

并做好准备，来保障登山徒步活动的安全。

 土人 带着自行车登顶海坨

缺水

导致原因

准备不足、线路变化，突发状况导致在山脊、山顶时间过长，或其它原因。

应对措施

海坨山鞍部、山顶上均无水源，饮用水应准备充足。大海坨村海拔 1400

米处山谷能够找到水源。夏季水分消耗大，如需长时间在山上，需准备

充足，发现水不够维持要及时下撤。冬季可化雪取水，可少带水，多带

气罐，气温低，水会结冰，必备保温壶保证随时有水喝。

http://www.mafengwo.cn/i/3153217.html
http://www.mafengwo.cn/i/9451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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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突发性下雪

导致原因

雪压海坨，是海坨山一大景，很多驴友为了能一览胜景而选择在雪后或

雪中上海坨。但是由于海拔较高，海坨山冬季非常寒冷而且昼夜温差较大，

曾发生过多起冻伤事件。

应对措施

山里比城市温度低，而且一般海拔每升高 100 米，气温降低 0.6 度。不

管什么季节都要准备足够的保暖衣物，千万不要以低估高山的低温。在

非冬季，山顶一般没有或者有很少的积雪，如果上到一定的海拔，遇到

有少量积雪，或化雪，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不宜通过。因为这样的路是

非常难走，行走速度会比正常情况下慢 2 倍以上，且有危险。遇到突然

下雪，要及时下撤，如果被困在山脊中间离下撤点较远，应找临时营地

扎营，或背风处暂避。待雪停后再视情况调整路线或求援，如四肢被冻伤，

切记不可用明火直接烤，可放在衣服里让其逐步回暖。

大风、降温

导致原因

天气变化，夜间降温起风，在鞍部或山顶扎营

应对措施

山上随时起风并突然降温，行进时体内出汗较多，不注意防风容易导致

矢温。在海坨山，在鞍部、山顶、山脊扎营的话，夜间风很大常常能达

到 8 级以上，质量较差或固定不牢的帐篷很容易被吹断或吹走。所以，

应选择相对背风的地方，拉紧防风绳，并用石头木桩等固定帐篷。

您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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