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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销售手册

迷人的全景火车之旅：

卢塞恩–因特拉肯快车 （金色山口快车东段） 
卢塞恩–英格堡快车 （天使之乡快车）

乘火车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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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乘坐
火车！
我们从 1888 年开始为游客服务，将游客从卢塞恩

（琉森）市中心直接运送到瑞士阿尔卑斯山最重要

的旅游目的地。游客可以径直穿过瑞士的中心，体

验令人难 忘的火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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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卢塞恩
启程……

这是旅行的起点：在历史名城卢塞恩的中心。

坐上我们的火车，会将您直接送到因特拉肯/

少女峰、英格堡/铁力士山等首选目的地。我

们保证让您享受轻松、舒适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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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拉肯位于图恩湖和布里恩茨湖之间，在巨

大的艾格尔峰、僧侣峰和少女峰脚下，几十年

来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成为他们的目

的地和梦幻假期的出发点，当然，其中最具特

色的便是参观少女峰这个“欧洲之颠”。

……到少
女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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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去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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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去英格 

迷人的高山全景，再加上各种可能发生的事，使英格

堡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它是每个游客

必定要参观的重点景区：铁力士山和它的“悬崖步

道”——欧洲最高的悬索桥。

堡–铁力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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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八达

在欧洲的中心，在瑞士的心

脏地带

容易到达所有的主要机场，距离意大利、法国

或德国等邻国只有很短的路程，还能提供到所

有旅游热点的火车和巴士，这就是我们这个地

区的特别之处。

苏黎世

日内瓦

米兰
罗马

巴塞罗那

伦敦

巴黎

布鲁塞尔
阿姆斯特丹

巴塞尔

布拉格
慕尼黑

维也纳

瓦杜兹

黄金列车
因特拉肯—蒙特勒

因特拉肯

布里恩茨

布
里
恩
茨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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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格恩

吉斯维尔

萨尔嫩

1

2

卢塞恩—因特拉肯快车：旅行时间 1 小时 50 分钟

卢塞恩—英格堡快车：旅行时间 43 分钟

1

2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2–17 页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8–23 页

1008 米 / 3307 英尺

布伦迪关隘

斯坦斯

迈林根 英格堡

卢塞恩

卢塞恩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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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塞恩—因
特拉肯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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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色山口快车东段）

五个清澈的湖泊，瑞士的雪山和壮丽的瀑布：

在近两个小时的行程（金色山口快车的一段）中，

游客将穿过布伦迪关隘，同时在舒适的现代火车

中放松身心，享受梦幻般的阿尔卑斯山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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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塞恩—
因特拉肯
快车

一次令人难忘的火车旅行

五个湖泊，一个山口和瑞士的白峰景观：游客

在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之前，可以在我们的长途

客车上舒适地享受这一切，包括在我们的移动

式餐厅内品尝各种美味佳肴。

布伦迪关隘

迈林根

卢塞恩

因特拉肯

布里恩茨

布
里
恩
茨
湖

卢塞恩湖

萨尔嫩

吉斯维尔
隆格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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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会享受到

• 顶级产品（全景旅程）

• 一次行程可观看：5 个湖泊，1 个山口， 

白雪皑皑的山峰和迷人的景色

• 应用齿轮技术的全景之旅

• 金色山口快车中的一段（蒙特勒–格斯塔 

德–因特拉肯–卢塞恩）

• 瑞士环游火车之旅的一部分

• 源于 1888 年的瑞士品质

• 从卢塞恩市中心直达因特拉肯

• 舒适轻松的旅程

• 免费数字导游

• 免费的手机导览APP应用

• 火车上有免费充电站

• 列车员在乘车期间提供的个性化服务

您会喜欢

• 乘坐火车，旅游亮点（瑞士的山和湖，往 返

旅行）

• 金色山口快车中的一段（蒙特勒–格斯塔

德–因特拉肯–卢塞恩）

• 瑞士环游火车之旅的一部分

• 卢塞恩与因特拉肯之间的每小时直达服务

• 从城市中心到城市中心

• 没有交通阻塞，没有压力

• 座位预订

• 简单的规划，有保证的服务，典型的瑞士

• 有吸引力的团体价

• 导游免费乘车

• 客车司机可以休息

• 直接连接到少女峰–欧洲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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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塞恩–因特拉肯快车

卢塞恩方向列车上的餐车

07:06 -17:06，五月至十月

08:06 -15:06，十一月至四月

因特拉肯方向列车上的餐车

09:04 -19:04，五月至十月

10:04 -18:04，十一月至四月

 金色山口快车

 （瑞士全景路线）
这条与众不同的路线上有三列不同的火车，

充 分展现了瑞士最美丽的风景。旅程中要穿越

三个山口和著名的 12,000 英尺的山峰，还有

八个湖泊以及各种瀑布和河流。

卢塞恩—因特拉肯快车是连接卢塞恩和蒙特勒

的著名的金色山口快车的一段，也是瑞士环游火

车之旅的一部分。这条路线从因特拉肯延伸至

茨魏西门（由  BLS 运营），最后到达蒙特勒

（ 由 MOB 运营）。

如果您感到饥饿的话，我们的餐车是

个不 错的地方
这个车轮上的餐厅提供点餐服务，奉上客人心中所想，例如 

早晨的美味早餐，或一天内各种定期更换的主题特色菜。

额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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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Guide App
利用我们的数字导游(现场导览APP)，您可以从您在卢塞恩

和因特拉肯之 间的旅程中获得更多的刺激（和信息）。游

客会了解关于这个地区最有趣的景点，并且利用内置的地

图，可以在任何特定的时刻找到他们在旅途中的位置，以

及下一个景点在哪里。

我们建议您和您的客人在出发前下载 LiveGuide App。
www.zentralbahn.ch/liveguide

瑞士环游火车之旅
对于任何年龄段的火车爱好者来说，这都 

是一个让乘客感到兴奋的很好的经历，因为

它是如此多样化。这对于每一个有兴趣在一

次行程中体验我们这个阿尔卑斯山脉国家的

人而言都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旅程。除了瑞士

环游火车之旅外，您还能在别的地方享受 

到一个综合套餐尽览 1280 公里的瑞士最美

丽的全景吗？这段激动人心的旅程将带您穿

越大大小小的城市、山 脉、冰川、湖泊和河

流，以及通过讲多种方言和至少两种语言 

（德语和法语）的地区。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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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之乡快车）

从卢塞恩旅行到英格堡/铁力士山的最好最快捷的

方式。乘坐 Zentralbahn 火车，游客只需 43 分钟便

可舒舒服服地从卢塞恩市中心到达英格堡。

卢塞恩–
英格堡
快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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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塞恩–
英格堡
快 车

让我们去瑞士中部的最高观景点吧！

乘坐 Zentralbahn 火车，游客只需 43 分钟便可从卢塞恩市

中心到达英格堡。在英格堡，他们可以换乘高空旋转缆

车，缆车会把他们带到海拔 3238 米高的永久的积雪上。

神秘冰川的壮观景色以及阿尔卑斯山脉和瑞士的壮丽全景

将为每一位游客带来惊喜。

斯坦斯

英格堡

卢塞恩

卢塞恩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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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会享受到

• 有更多的时间购物和观光

• 舒适轻松的旅程

• 源于 1898 年的瑞士品质

• 应用齿轮技术的全景之旅

• 在 43 分钟内从卢塞恩市中心直达英格堡

• 最先进的火车

• 全景车厢（一等）

• 沿着英格堡山谷的美丽的旅程

• 雪山和乡村风景

• 列车员在乘车期间提供个性化服务

您会喜欢

• 卢塞恩与英格堡之间的每小时直达服务

• 从卢塞恩市中心到英格堡的简单快速的方法

• 直接通向铁力士山

• 没有交通阻塞，没有压力

• 保证预留座位

• 简单的规划，有保证的服务，典型的瑞士

• 有吸引力的团体价

• 导游免费乘车

• 客车司机可以休息

• 直接连接到敞篷施坦斯山空中缆车

全景车厢

Zentralbahn 公司的卢塞恩–英格堡快车有一

个全景车厢，可容纳 46 名头等舱的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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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堡– 
铁力士山

铁力士山旅游特色
在海拔 3020 米的雪地上享受美妙的一天，铁

力士山是瑞士中部王冠上的宝石，也是该地区

唯一的冰川。

铁力士山冰川公园
铁力士山冰川公园一年四季都有各种有趣的冰

雪活动在等待着您。 

英格堡–铁力士山是瑞士中部最大的冬季和夏季度假胜地。这个熙熙

攘攘的阿尔卑斯山村庄为家庭、初次旅行者、业余爱好者和专业人士

提供了各种理想的假日活动，让每一次停留都变成令人难忘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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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力士山悬崖步道
海拔 3020 米。落差 500 米。让您心惊肉跳的 150 步。当您在铁力士

山悬崖步道上走过壮观的吊桥时，您会体验到这种刺激。

铁力士山冰川飞渡吊椅
要真正体验铁力士山上的冰雪，一定要尝试一

下冰川飞渡吊椅。冰川裂隙的景色极为壮观！

在海拔 3000 多米处，一幅令人叹为观止的全

景图展现在您面前。

铁力士山冰川洞穴
在被闪闪发光的冰墙环绕的铁力士山冰川中

心，一个全新的世界向您敞开。这个令人印

象深刻的洞穴带领游客穿过一条 150 米长的

隧道，到达冰川表面下 20 米处。进入洞穴是

免费的。

铁力士山旋转缆车
铁力士山旋转缆车旋转着驶向白雪覆盖的铁力士山山顶。世界上第一 

辆旋转缆车将您从中间站（史坦德站）送到海拔 3020 米的雪顶冰川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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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塞恩–因特拉肯快车（金色山口快车东段）

卡
贝
尔
桥

卢塞恩湖

老城区
购物区

一楼

上/下车

在 13 轨
道

车站轨道 
12-15

天鹅广场

步行 
5 分钟

卢塞恩的地图

给游客的好消息：卢塞恩车站位于市中心，

距 离老城区、购物区或卡贝尔桥只有几分钟

的步行路程。公共汽车终点站就在拐角处。

这意味着导游和游客都不用担心了，他们会有

更多的时间来欣赏卢塞恩。我们的火车从轨道 
12 、13、14 或 15 出发。

卢塞恩–茵特拉肯快车
卢塞恩–英格堡快车

Vaduz

茵特拉肯的地图

茵特拉肯东站汇集了来自茵特拉肯的形形色

色的人和物。它靠近市中心，即购物区和酒

店区。

您可以乘坐公共汽车轻松地到达这个火车站。

列车从这里驶向卢塞恩–英格堡，或格林德

瓦/劳特布龙嫩和少女峰车站，以及伯尔尼，

或黄金列车线的快车离开这里驶向茨魏西门和

蒙特勒。

阿勒河

阿勒河

湖船

卢塞恩–茵特拉肯快车

东站
轨道 4

购物区



25

事实

团体价 

 （10 人或 10 人以上）

• 单程，包括座位预订

• 第十个人免费乘车 

淡季 二等舱 34.40 瑞士法郎 

 一等舱  54.40 瑞士法郎

旺季 二等舱 38.40 瑞士法郎

 一等舱  58.40 瑞士法郎

价格包括淡季 8.00 瑞士法郎、旺季12.00 
瑞士法郎 的订位费

时刻表
旅行时间：1 小时 50 分钟。

从卢塞恩到因特拉肯东站：

从06:06  到 21:06，每小时发车 

从因特拉肯东站到卢塞恩：

从07:04 到 20:04，每小时发车

现在预订！

预订卢塞恩–因特拉肯快车

电话：+41 21 989 81 51

goldenpass@mob.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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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塞恩–英格堡快车（天使之乡快车）

卡
贝
尔
桥

卢塞恩湖

老城区
购物区

一楼

上/下车

在 13 轨
道

车站轨道 
12-15

天鹅广场

步行 
5 分钟

卢塞恩的地图

给游客的好消息：卢塞恩火车站位于市中心，

距 离老城区、购物区或卡贝尔桥只有几分钟的

步行路程。公共汽车终点站就在拐角处。这

意味着导游和游客都不用担心了，他们会有

更多的时间来欣赏卢塞恩。我们的火车从轨道 
12 、13、14 或 15 出发。

卢塞恩–茵特拉肯快车
卢塞恩–英格堡快车

Vienna

Vaduz

穿梭巴士到铁力士山缆车

英格堡的地图

英格堡火车站位于镇中心，距离铁力士山缆车

谷站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无论是步行还是乘坐

穿梭巴士，游客都能很快到达该地区的主要景

点。首先登上全新的 TITLIS Xpress 空中缆车到

达中间站，然后从中间站乘坐世界上第一个旋

转空中缆车 TITLIS Rotair 一路到达山顶。

免费穿梭巴士!尤
金
湖

卢塞恩–英格堡快车

铁力士山谷
车站

车站

英格堡村

到铁力
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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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

时刻表
旅行时间：43 分钟

从卢塞恩到英格堡：

从 06:10 到 21:10，每小时发车

从英格堡到卢塞恩：

从 06:02 到 22:02，每小时发车

现在预订！

预订卢塞恩–英格堡快车

电话：+ 41 58 66 88 600

sales@zentralbahn.ch

团体价

 （10 人或 10 人以上）

• 单程，包括座位预订

• 第十个人免费乘车 

全年 二等舱 19.80 瑞士法郎 
 一等舱  30.00 瑞士法郎 

价格包括 5.00 瑞士法郎的订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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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load:

瑞士环游火车之路
卢塞恩–因特拉肯特快列车是瑞士五大顶级全

景列车中的一颗明珠，也是瑞士环游火车之旅

的亮点之一。它将瑞士最美丽的全景路线融合

成一段 1280 公里长的独特旅程，让您在 4 天

或 8 天的行程中获得最佳体验。八段线路确保

您充分享受令人兴奋的铁路体验、壮丽的景色

和许许多多的发现机会。但最棒的是，游客只

需要一张票即可畅通无阻，即瑞士旅行通票。

自由行的旅行者不需要预订卢塞恩–因特拉肯

快车上的座位。

 

卢塞恩–因特拉肯快车
坐火车、公共汽车和乘船旅行可以让游客发现瑞士最迷人

的地方。乘坐卢塞恩–因特拉肯快车也是如此，由于

列车上配有从地板到天花板的全景窗户，沿途经过的原始

景观似乎触手可及。舒适的座位，列车餐厅里的美食，以

及周到的行李服务，游客还能期待什么呢？难怪当地人也

喜欢乘坐这列火车旅行。

我们的交通服务并不会在卢塞恩或因特拉肯结束。由于完

美的时间表协调，游客可以顺利地换乘公共汽车、小船或

缆车继续前行，而无需忍受等待的时间。 瑞士旅游指南 
您全新的数字旅行伙伴。

•  按位置发现旅游亮点

•  创建一条个性化的空中旅游路线

•  兑换电子购物券

相关信息参见： 

mystsnet.com/swisstravelguide

瑞士的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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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

瑞士旅行通票：涵盖瑞士全境的旅游

一条龙通行证
瑞士发现之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容易！瑞士旅行一条龙

通票是外国游客使用瑞士公共交通网络的关键。游客持有

这一张通行证即可在整个瑞士探索 3、4、8 或 15 天。 

90 多个城市的免费火车、公共汽车、轮船和公共交通旅行

都包括在内。此外，游客在大多数山区游览中还可以享受

高达 50% 的折扣，并且可以免费参观 500 多家博物馆。 

二二二 二二二
瑞士旅行通票

3 天 232 369
4 天 281 447
8 天 418 663
15 天 513 810

瑞士青年旅行通票

3 天 198 315
4 天 240 381
8 天 357 566
15 天 439 692

瑞士旅行通票（活期）

1 个月内 3 天 267 424
1 个月内 4 天 323 514
1 个月内 8 天 467 742
1 个月内 15 天 563 890

瑞士青年旅行通票（活期）

1 个月内 3 天 228 362
1 个月内 4 天 276 438
1 个月内 8 天 399 633
1 个月内 15 天 481 760

瑞士半价卡

1 个月 120

瑞士家庭优惠卡

1 个月 免费

瑞士法郎价格

二等舱 一等舱

2019 年总价目表
有效期：2019.01.01–201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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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和
我们一起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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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zb Zentralbahn AG
Bahnhofstrasse 23
6362 Stansstad
SWITZERLAND

国际销售总监
Stefan Pfister
stefan.pfister@zentralbahn.ch

让我们保持联系！
无论是团体套票、包车，还是特殊的个人安排：

我们期待着您的来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