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您联系经 PADI 在中国正式授权的潜水中心及度假村并开心体验我们所提供的专业服务!! 

 

城  市 潜水中心编号 潜水中心名称，地址及聯络方式 潜水中心等级 

 

 

三 亚 S-6382 

三亚环球娱乐有限责任公司 

三亚市大东海 (凌水分界洲岛) 

Tel: 1397 659 6666 

Email: zengpeng841008@126.com 

网址: http://www.global-divers.cn/  

 

 

潜水度假村 

 

S-36102 

伟林潜水服务有限公司 

三亚市大东海榆亚大道瑞海购物公园饮食城 130 号 

Tel: (0898) 8886 8482 

Email: williamscuba_sy@yahoo.cn  

网址: http://www.sydiving.com  

 

 

潜水度假村 

 

S-36257 

快乐潜水俱乐部 

三亚市亚龙湾凯莱度假酒店 

Tel: 139 7618 7366 

Email: diver520@126.com  

网址: www.sydiving.cn  

 

 

潜水度假村 

 

S-36097 

MAREA 海南 

三亜市大东海瑞海豪庭 A#C 

Tel: (0898) 8821 6577 

Email: hainan@marea.jp  

网址: www.marea.jp/hainan/  

 

五星级 

教练发展中心 

 

S-36199 

海南潜水中心 

三亚市南边海路 1 号 

Tel: 135 1809 9286 

Email: padi620008@163.com  

网址: www.qianshui.cc  

 

 

潜水中心 

 

S-36445 

China Dive Club 

三亚市迎宾路香榭名苑 A1 - 2B 

Tel: (0898) 8825 9015 

Email: chinadiveclub@gmail.com  

网址: www.chinadiveclub.com  

 

五星级 

教练发展中心 

 

S-36468 

三亚亚龙湾爱琴海潜水度假村 

三亚市亚龙湾爱琴海岸康年套房酒店 

Tel: 130 3607 5328 

Email: jdw01234@163.com  

网址: www.hainandiving.com  

 

 

潜水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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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联系经 PADI 在中国正式授权的潜水中心及度假村并开心体验我们所提供的专业服务!! 

 

城  市 潜水中心编号 潜水中心名称，地址及聯络方式 潜水中心等级 

 

 

三 亚 S-19109 

德贝潜水（三亚潜水技术培训中心） 

三亚市大东海海星路国家跳水训练基地 

Tel: 133 0767 5090 

Email: sydiverhr@126.com  

网址: www.sydiver.com  

 

 

潜水度假村 

 

S-19105 

三亚丽思卡尔顿潜水度假村 

三亚市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金茂三亚丽思卡尔顿酒店 

Tel: 133 0767 5090 

Email: sydiverhr@126.com  

网址: www.sydiver.com  

 

 

潜水度假村 

 

S-21827 

China Dive Resort 

海南省三亚市后海村东 80 号 

Tel: 4006889015 

Email: chinadiveclub@gmial.com 

网址: www.chinadiveclub.com 

 

五星级 

潜水度假村 

 

 

深 圳 

 

 

S-36114 

凯欣亚户外运动(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澳西冲阳光渡假村 

Tel: 131 4383 8212 

Email: Geoff@gaia-adv.com  

网址: www.gaia-adv.com  

 

 

潜水中心 

 

 

惠 州 S-21492 

麦仕维 (惠州) 潜水训练有限公司 

惠州市江北惠州大道 72 号金城广场首层 B06~B08 号商铺 

Tel: (0752) 286 7282 

Email: info@maxwelldiving.com   

网址: http://mdiving.cn  

 

 

潜水中心 

 

 

广 州 S-36238 

帕迪潜水中心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体育中心游泳馆 

Tel: (020) 3880 3802 

Email: pdstar@vip.163.com  

网址: www.pdstar.com  

 

五星级 

教练发展中心 

 

 

昆 明 S-22043 

云南潜乐国际潜水有限公司 

昆明市关渡区春城路兴杰现代城 A 栋 2306 室 

Tel: (0871) 354 2996 

Email: ynmhc@163.com  

网址: www.divedisport.com  

 

 

潜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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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联系经 PADI 在中国正式授权的潜水中心及度假村并开心体验我们所提供的专业服务!! 

 

城  市 潜水中心编号 潜水中心名称，地址及聯络方式 潜水中心等级 

 

 

厦 门 S-36259 

厦门太空站潜水会 

厦门市思明区体育路 2 号体育中心内体育场北 3 台 

Tel: 136 0097 7779 

Email: bruce.deng@163.com  

网址: www.ssdive.com  

 

 

潜水中心 

 

 

福 州 

 

S-21860 

蔚蓝潜水会 

福建省福州市五四北路 330 号省体育馆办公楼一楼 103 室 

Tel: (0591) 8772 8993 

Email: dujinen@fj-balloon.com 

网址: www.fjdivers.org  

 

 

潜水中心 

 

 

南 京 S-19187 

两栖会潜水中心 

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2 号 

Tel: (025) 8597 9088 

Email: oldiving@hotmail.com  

 

 

 

潜水中心 

 

 

上 海 S-36198 

上海海上星（国际）潜水俱乐部 

上海市零陵路 800 号（东亚体育大厦）2103 室 

Tel: (021) 6427 6958 

Email: wh485353@163.com  

网址: http://sdc.ssc.sh.cn  

 

五星级 

潜水中心 

 

S-36103 

上海深蓝潜水中心 (静安店) 

上海市康定路 151 号 (静安体育中心) 7 楼 

Tel: (021) 6272 6507 

Email: navybluescuba@gmail.com  

网址: www.navybluescuba.com  

 

五星级 

潜水中心 

 

S-36247 

上海联合水肺潜水俱乐部 

上海市常德路 545 弄 174 号 405 室 

Tel: 137 0182 5219 

Email: unscuba@gmail.com  

网址: www.unscuba.com  

 

 

潜水中心 

 

S-36434 

悠蓝国际潜水俱乐部 

上海市虹古路 433 弄 9 号 102 室 

Tel: (021) 6291 2110 

Email: info@big-blue.cn  

网址: www.big-blue.cn 

 

 

潜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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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联系经 PADI 在中国正式授权的潜水中心及度假村并开心体验我们所提供的专业服务!! 

 

城  市 潜水中心编号 潜水中心名称，地址及聯络方式 潜水中心等级 

 

 

上 海 S-36444 

上海我爱潜水俱乐部 

上海市古宜路 99 弄 1 号 1001 室 

Tel: 138 0185 3384 

Email: eric@ilovediving.org   

网址: http://www.ilovediving.com.cn/index.html  

 

五星级 

教练发展中心 

 

S-19003 

上海涅普顿(国际)潜水俱乐部 

上海市周家嘴路 460 号 A 楼 301 室 

Tel: 138 0195 4573 

Email: neptunedivingclub@hotmail.com  

网址: www.neptunediving.net  

 

 

潜水中心 

 

S-36510 

上海潜行者潜水俱乐部 

上海市普陀区西乡路 218 号 (体育场内)  

Tel: (021) 5605 9951 

Email: wr2004107@163.com  

网址: www.51diving.com  

 

 

潜水中心 

 

S-20290 

海梦工坊潜水技术支持中心 

上海市虹口区东江湾路 444 号虹口游泳俱乐部潜水中心 

Tel: (21) 5666 6361 

Email: aaron@marinedream.cn  

网址: www.marinedream.cn  

 

 

潜水中心 

 

 

 S-21686 

上海今日潜水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同心路 723 号 T 区 A 栋 412 

Tel: (021) 3636 8258 

Email: maninsea77@hotmail.com   

网址: www.divetoday.com.tw   

 

 

潜水中心 

 

 

济 南 S-22063 

山东海马潜水俱乐部 

济南市奥体中心游泳馆 

Tel: (0531) 8612 8880 

Email: sdhaima@yahoo.com.cn  

网址: www.hmdive.com  

 

 

潜水中心 

 

 

青 岛 S-22062 

青岛琴海潜水俱乐部有限公司 

青岛市市南区文登路 1~6 号 

Tel: (0532) 8388 1170 

Email: haishen1999@sohu.com 

网址: www.qianshui.com  

 

 

潜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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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联系经 PADI 在中国正式授权的潜水中心及度假村并开心体验我们所提供的专业服务!! 

 

城  市 潜水中心编号 潜水中心名称，地址及聯络方式 潜水中心等级 

北 京 S-36290 

北京龙缘海洋潜水俱乐部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路甲 12 号颐方圆体育健康城二层 

Tel: (010) 8768 4700 

Email: wang@dragondiving.com.cn  

网址: www.dragondiving.com.cn  

 

五星级 

教练发展中心 

 S-36294 

北京极度体验潜水俱乐部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9 号空间蒙太奇 B1  

Tel: (010) 622 54477 

Email: gogonetman2000@yahoo.com.cn  

 

 

潜水中心 

 S-22056 

北京海之风潜水俱乐部 

北京朝阳区工体南门富国海底世界 

Tel: 13391953429 

Email: seandwind@126.com   

网址: www.seandwind.com   

 

 

潜水中心 

西 安 S-22139 

西安梦之洲潜水俱乐部 

西安市高新区鱼化寨鱼斗路 188号 

Tel: (029) 8438 1240 

Email: ouredu@188.com    

网址: www.mzland.com  

 

 

潜水中心 

大 连 S-36322 

大连金海岸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 

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广场 B3 区 2-9 号 1-2 层 

Tel: (0411) 8480 4622 

Email: herbert@aqoo.com.cn  

网址: www.goldshore.com.cn  

 

 

潜水中心 

 S-36177 

大连深潜工程有限公司 

大连市中山路 622 号 

Tel: (0411) 8466 9886  

13387872020 

Email: dlyxk@163.com  

 

 

潜水中心 

 

 

 

PADI Asia Pacific 亚太区地区经理 - Roger Sun  

Email: Roger.Sun@padi.com.au  

服务专线: 135 1084 4684 

PADI 正式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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