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岭抱⽯区

� 

长岭是⽬前青岛抱⽯最集中的地⽅，分为北区和南区。南区BOULDERS相对集中，难
度便⼤，⼤部分在V3以上。北区BOULDER分布⽐较分散，北部⼭坡有⼤⽚待开发的
线路。




北区

� 

10-1  EGG

1、V1 （STAND）

  路线只有两个动作，起步抓住两个超级磨⼿的浅洞，单⼿拉起锁定出⼿拍上⽅的OPEN
点




� 

9-2 恐龙

1、V4 （SDS）

  从屋檐最⾥⾯对抗起步，出⼿拍屋檐外⼀⼿点，接下来的⼀个MOVE要注意摆荡，控
制重⼼挂脚，路线下⽅是斜⾯注意保护

2、V3  SDS）

  起步是两个⼩CRIMP点，动态出⼿抓右上⽅点。然后直上。




� 

8-1

1、V2  （STAND）

  起步后直接动态拍上⽅OPEN点，单臂⼒量⾜可以直接拉起锁定静态出⼿




� 

10-3 

1、V2 （STAND）

  对抗点起步后，沿裂缝直上

2、V3 （STAND）

  起步后向右横移，第⼆个MOVE关键点是⼀个很浅的⽯窝，OPEN点要控制重⼼

3、V2 （STAND）

  最右侧边缘起步直上


南区 



� 


� 

1-1

1、V5 （STAND）

起步是CRIMP点，第⼆个MOVE是⼤动态拍OPEN点，整个线路难度统⼀。




� 

2-1

1、V1 （STAND）

练习线路


� 

3-1

1、V4 （STAND）

CRIMP点起步，出右⼿，提⾼重⼼后出左⼿，与右⼿成对抗，此时要注意控制重⼼很
容易摆荡。




� 

4-1

1、V1 （STAND）

横移线路


� 

5-1

1、V4 （STAND）

 ⼩点起步，难点在第⼆个MOVE需要拍住右上⽅斜⾯OPEN点。




� 

6-2

1、V4 （STAND）

线路很⾼，⼤约6⽶多，翻上TOP是难点

2、V4（STAND）

沿裂缝直上，线路很⾼，⼤约6⽶多，翻上TOP是难点




� 

7-1

1、V3 （SDS）

  屋檐最下⽅起步，第⼀个MOVE 是难点，需要先提⾼重⼼，再出⼿。

张家河抱⽯



� 

张家河抱⽯离市区40分钟车程，BOULDERS在树林之间，三⾯环⼭。

� 

1-6

1、V0  （STAND）

  练习线路

2、V3   （STAND）

  要求OPEN点控制能⼒

3、V4  （SDS）




  起步点是半指节CRIMP，起步后下⼀个MOVE仍然是CRIMP，地⾯倾斜保护要注意

4、V0  （STAND）

5、V1  （STAND）

6、V2  （STAND）

  起步后向左横移，第⼆个横移MOVE适合动态动作


� 

2-3

3-1

1、V？（SDS）

 ⼤仰⾓路线，只完成三个MOVE

2、V3  （SDS）

  起步坐起，难点是第⼆个MOVE 是很⼩的CRIMP

3、V？（SDS）

  起步点⾮常难

泉⼼河抱⽯



� 

泉⼼河抱⽯区是2010年开发的，全部的BOUDERS都在沙滩上，地⾯平整保护有利。
要注意的是这⾥抱⽯要带⼀个钢丝刷⼦清理线路，因为海⽔腐蚀岩⽯表⾯颗粒风化。

� 

6-4




1、V4 （SDS）

  坐起沿下层⽯头横移⾄屋檐处，翻出屋檐是线路难点，需要挂脚

2、V1 （SDS）

  横移线路


� 

6-4/5-3

4、V4 （SDS）

坐起后向右上⽅，屋檐处是难点，需要敢做动作。

5、V0（SDS）

横移线路

1、V4 （SDS）

 坐起后动态出左⼿，控制住重⼼动态出⼿拍TOP上关键点，路线难点在没有好脚点。

2、V3 （STAND）

 沿裂缝翻上TOP

3、V2 （STAND）

  CRIMP起步动态出⼿拍TOP上OPEN点，⼿点粗糙相当磨⼿。


� 




3-2

1、V0  （STAND）

2、V3  （STAND）

 裂缝侧拉起步，起步后重⼼向左转移，出左⼿拍住OPEN点，控制重⼼后出右⼿，第
⼆个拍OPEN点的MOVE是难点

 4-1（⽆图就是5-3的背⾯）

1、V？


� 

2-2

1、V？

2、V？




� 

1-4

1、V2 （STAND）

  从岩洞内起步，DYNO出⼿拍上⽅⼤点

2、V2 （STAND）

  只允许使⽤红线标注的岩⾯，两边的都不⽤

3、V0 （STAND）

4、V0 （STAND）

  侧拉对抗起步

⾦岭⼭抱⽯区

� 

⾦岭⼭抱⽯区是市区最好的抱⽯场,离公路五分钟,⽅便停车.




� 

1-5  BIG ONE

1、 V1 (sds)

2、 ⾚兔 V3   (sds)

  起步后沿左侧上平台，需要平衡动作出⼿侧拉上⽅的⼩裂缝，翻出TOP⽆⼤⼿点

3、 V5  (stand)

  起步是难点，两个⼩CRIMP起步，动态出⼿拍⼤点后，到第⼆个难点，需要平衡⾝
体，翻上TOP是最⼤难点

4、 V？(stand)

  起步很难，线路⾼度⼤约5.5⽶


� 

5、福禄寿 V3  (stand)

 暴露感强，线路起步是难点

   




� 

2-3 进化

1、V2  （sds）

起步是⼩仰⾓，翻上TOP需要拍住关键的OPEN点

2、V1  （sds）

  起步后向右上⽅横移

3、V2  （sds）

  横移路线，最后1/3处是难点




� 

3-5望妻

1、V4 （STAND）

  起步⼿点较隐蔽，在左边的斜⾯上，第三个MOVE是难点

2、V2 （STAND）

3、V3 （STAND）

 和2线共⽤前两个MOVE，然后向右抓住CRIMP点，换⼿拉起锁定出⼿拍TOP的OPEN
点

4、V3 （SDS）

 坐起，第⼀个MOVE是难点

5、V0 （SDS）

平台上独⽴⽯头




� 

4-5 联合国

1、V1 （STAND）

2、V0 （STAND）

3、V4 （STAND）

 起步是难点，右⼿是⼑⽚⼀样的CRIMP，左⼿是四分之⼀指节深度的⼆指浅洞。

4、V1 （STAND） 
5、V1 （STAND）

  下⽅是倾斜⽯板，注意保护


� 

5-1 ⾼度

1、V1 （STAND）

  难度不⼤，但是⾼度有四⽶半，下⽅保护很差，考验⼼理素质




� 

6-2 ⼤晴天

1、V2 （STAND）

 起步是难点，左⼿两指宽CRIMP，右⼿捏点，起步后动态拍右上⽅点。

2、V3 （STAND）

  下⾯倾斜，注意保护


� 

7-2 秋⾹

1、V3 （SDS）

起步后是⼀个动态MOVE

2、V2 （SDS）

3、V0 （SDS）




� 

8-3 向上

1、V5 （SDS）

起步后是⼀个动态MOVE，⽤到三个NEBAR动作，对重⼼控制要求⾼

2、V0 （SDS）

3、V3 （STAND）

  起步是⽤半指节⼩裂缝的⼀个平衡动作,动态出左⼿,抓住上⽅侧拉点


� 




9-3 

1、V2 （STAND）

起步后是向右横移,然后直上,此处保护需要注意

2、V3 （STAND）

  难点在翻上TOP位置,没有好点

3、V3 （STAND）

  全程是CRIMP


� 

10-5象脊

1、V3/v4  （STAND）

起步是⼀个平衡动作，翻上TOP需要拍住关键的OPEN点;另外⼀种爬法，就是扣住下
⾯两个⼩点，DYNO拍上⽅OPEN点

2、V4  （STAND）

  很⼩的半指裂缝对抗发⼒，⽆好脚点

3、V2  （STAND）

  沿裂缝直上

4、V2  （STAND）

   沿FACE⾯直上，不⽤两边岩壁




� 

11-2 开天辟地

1、V1 （stand）

2、V1 （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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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马⾸

1、V0  （STAND）

2、V1（STAND）

3、V2（STAND）

线路下⽅是⽯板斜⾯，路线个别点风化注意保护




� 

13-2 左右派

1、V4 （STAND）

起步左⼿向上对抗点，起步后右⼿要转移在左⾯的FACE上，正上⽅⼀指节宽OPEN点
是难点

2、V3 （STAND）

起步左⼿向上对抗点，然后先出右⼿抓CRIMP点，边⾓顶上的⼩突起点是关键点




� 

14-2 CAVE

1、V？ 

 

2、V1 （STAND）

 下⽅地⾯倾斜注意保护

3、V3 （STAND）

  起步左⼿点不容易抓牢，起步后动态出右⼿，连续⼆个动态，仰⾓路线注意保护




�

� 

15-4 狼群

1、V4 (SDS)

起步如果坐起难度为V4，翻上TOP暴露感强，需要注意保护

2、V3 (SDS)

3、V3 (SDS)

坐起，侧拉向右上出⼿




� 

4、V1 (STAND)

坐起，然后向右上⽅抓侧拉点


� 

16-1 向阳

1、V0 （STAND）




� 

17-3 别扭

1、V1 （SDS）

2、V1 （SDS）

 坐起，起步后第⼆个MOVE⽤屈膝动作会很容易抓住下⼀个点

3、V0 (STAND)

⼤跨度拉住两侧⼀直向上


� 

18-4

1、V？ （stand）

2、V2 （stand）




3、V0 （stand）

4、V1 （stand）

 TOP⽆好点，暴露感强，翻上的时候要注意保护


� 

19-2 青苔

1、V2  （STAND）

起步是⼀个平衡动作，翻上TOP需要动态拍住关键点

2、V2  （STAND）

  ⼩CRIMP点起步，需要硬指⽪。




� 、

20-2 ⼗三

1、V2  (SDS)

坐起，动态出⼿，第⼆个MOVE 需要动态抓住CRIMP

2、V6  (SDS)

仰⾓坐起，起步后动态出右⼿抓⼀个指节侧拉点，左⼿继续动态⼩点，然后连续两个
动态抓⼀指节⼩点。




� 

21-2 软柿⼦

1、V3 （SDS）

 ⽤裂缝侧拉起步，第⼆个MOVE要注意⾝体平衡。

2、V1 （STAND）




� 

22-1

1、V1 （STAND）

 下⽅倾斜注意保护，线路暴露感强


� 

23-1




1、V1 （STAND）

 下⽅倾斜注意保护，线路暴露感强




�



� 

24-1

1、V1 （STAND）	 

注意观察，⼿点较隐蔽

2、V3 温柔（SDS）

坐起，禁⽤左侧画圈区域，右侧禁区对此线开放，沿着竖棱直上

3，V4+ 元旦（SDS）

起步同2号线路，起步后向右沿⼩仰⾓⾯中间直上，禁⽤右侧画圈区域




� 

25-2

1、V4 （SDS）

 坐起，脚在屋檐下⾯，第⼀个MOVE是难点

2、V？（SDS）

 需要很好的指⼒，为完成路线

蜂巢抱⽯区

� 


由青岛市区到达蜂巢抱⽯区需要40—60分钟车程,蜂巢抱⽯区分为东西两部分,之间距
离⼤约2公⾥.

路线—西区




� 

1-4

1、闷骚 V4 （sds）

  从屋檐下起步，⼀直沿内侧翻出来，总长5⽶

2、    v2 （sds）

 坐起，和1号线共顶，⼿点较⼤。

3、鹰嘴  V4  （stand）

 从屋檐内侧起步，翻出屋檐是难点部分

4、蜂巢  V5  （sds）

 长距离横移路线，需要很好德耐⼒，翻出屋檐是难点




� 

2-7

1、 v2  （stand）

  沿岩壁夹⾓直上，TOP⽆好点，⾼度较⾼要做好思想准备

2、 v3  （stand）

    起步后沿左侧向上，TOP⽆好点

3、 v4  （stand）

起步后沿右侧向上，TOP⽆好点

4、 v?  （stand）

   起步很难，路线暴露敢强。




� 

1、 v0  （stand）

  练习路线

2、 v2  （stand）

  长距离横移路线

3、 v4  （sds）

起步后沿左侧向上到达屋檐下两⼿握点结束


� 

3-3

1、 v0  （sds）

  练习路线

2、 v1  （sds）

3、 v3  （stand）




起步后沿左侧向上


� 

1、 v0  （stand）

  练习路线

2、 v?  （stand）

  保护位置步是很安全，需要注意

  

路线—东区




� 

4-2

1、 v5 （sds）

  ⼤⼿点，但是OPEN，翻出屋檐是难点，地⾯不平下⾯有两块⼤⽯头，保护要留意。

2、 v4  （sds）

  ⼤⼿点，但是OPEN，翻出屋檐是难点




� 

5-3

1、 v？ （sds）

  侧拉OPEN点

2、 v3  （sds）

  起步是难点，⼩CRIMP加⼩动态，顶上1/.处有⼀隐藏的侧拉⼿点。




� 

1、 SHARK v4 （sds）

  从屋檐左侧起步，起步第⼀个MOVE是难点点，地⾯不平下⾯有⽯头，保护要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