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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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365天将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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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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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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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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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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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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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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0 瑞士法郎 

 一等舱  50.60 瑞士法郎

旺季 二等舱 37.10 瑞士法郎

 一等舱  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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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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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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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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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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ss Travel System
Switzerland possesses not only the densest public trans-
port network in the world but also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ones. Some 29,000 kilometres of rail, road and waterway 
cover the country like a finely woven network. Comfortable 
and punctual connections promise a hassle-free onward 
journey – from any airport or border station or from neigh-
bouring countries. Connections are always assured: Even 
as high up as 3,800 metres a.s.l., public transport services 
are coordinated to perfection. The Swiss Travel System 
offers travellers from abroad the possibility to discover 
Switzerland with one single ticket: the Swiss Travel Pass.

Swiss Travel System

Swiss Travel Pass:  
Your all-in-one pass that  
covers Switzerland
The Swiss Travel Pass is the key to trouble-free 
travel by public transport throughout Switzer-
land. With a single ticket visitors can travel 3, 
4, 8 or 15 days throughout the entire country 
by train, bus and boat. The ticket includes the 
popular panorama routes, among which the 
Luzern-Interlaken Express, as well as trams 
and buses in no fewer than 90 towns and 
cities. In addition, Swiss Travel Pass holders 
are entitled to free admission to more than 500 
museums nationwide as well as up to 50% 
discount on mountain excursions. The Swiss 
Travel Pass is available as e-ticket too.

Download:

Swiss Travel Guide 
The digital travel companion for the 
Swiss Travel System.

• Highlights by location
• Personalised travel cockpit
• Valuable digital coupons

Info: mystsnet.com/swisstravel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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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d class 1st class
Swiss Travel Pass
3 days 232 369
4 days 281 447
8 days 418 663
15 days 513 810

Swiss Travel Pass Youth
3 days 198 315
4 days 240 381
8 days 357 566
15 days 439 692

Swiss Travel Pass Flex
3 days in 1 month 267 424
4 days in 1 month 323 514
8 days in 1 month 467 742
15 days in 1 month 563 890

Swiss Travel Pass Flex Youth
3 days in 1 month 228 362
4 days in 1 month 276 438
8 days in 1 month 399 633
15 days in 1 month 481 760

Swiss Half Fare Card
1 month 120

Swiss Family Card
1 month free

Prices in CHF

2nd class 1st class

Gross Rates 2020
Validity: 01.01.2020–31.12.2020

Grand Train Tour  
of Switzerland
The Grand Train Tour of Swit-
zerland merges the highlights 
of Switzerland into one unique 
dream route. Inspirational travel 
ideas offer plenty of reasons 
for embarking on a Swiss train journey. And conveniently 
enough, each package can be purchased at special B2B 
conditions or experienced individually with the Swiss Travel 
Pass. The Luzern–Interlaken Express is a definite highlight 
– especially on the “Top Attractions”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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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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在线查看我们的电子版销售手册， 

以及单独的照片和价目表：

zentralbahn.ch/en/b2b

09
/2

01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