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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温泉:闲适静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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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凤翔温泉：千年古汤 天赐奇泉

凤翔温泉以大型露天温泉为文化特色，是集住宿、餐饮、休闲娱乐、会议、商务等功能为一体的

综合型度假区。园区位于洛阳王城大道南端，距离龙门高铁站2公里左右，交通便利，龙门西山自

然环境优美，空气清新；东邻国家5A级景区龙门石窟。游览文化遗址，沐浴凤翔温泉，已成为南

来北往游客的必选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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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凤翔温泉门票详解

温泉门市价

：138元/位，赠送28元套餐（两荤一素一例汤、水果）一份及鱼疗一次。儿童1.2-1.4米半价，1.2米

以下免票，1.4米以上成人价。

门票包含：

1、原脉温泉源、武后泉、贵妃泉、牡丹泉、凤翔泉、酒浴组合汤泉、保健养生温泉、石板温泉、

五福池、福相汤、福星汤、福佑汤、福祉汤、福音汤、溶洞养颜温泉、连理泉、鲜花牛奶池、绿

茶养颜池、陈醋护肤池、三叠五泉瀑布等各色温泉汤池；

2、休息大厅电动沙发、小电视；

3、免费提供饮料、点心、水果、健身设备、桌球、网吧；

4、更衣区免费提供浴袍、浴巾、拖鞋、更衣柜等；

5、冲凉区免费提供洗发水、沐浴露、干湿蒸房；

6、免费石板浴、五福汤池、牛奶浴等20余个各种功效的养生温泉泡池；

7、免费提供客衣、浴巾、浴袍、拖鞋、洗发水、沐浴露等用品。

会员优惠政策：

钻石卡：充值20000元，5折优惠，温泉门票69元/位

铂金卡：充值10000元，5.5折优惠，温泉门票76元/位

金卡：充值5000元，6折优惠，温泉门票83元/位

银卡：充值3000元，7折优惠，温泉门票97元/位

温泉营业时间：8:00-24:00

自助餐时间：11:30-14:00，17:30-20:00

地址：洛阳市王城大道新区体育馆南6公里

联系电话：总机咨询：0379-65176666，预约电话：0379-6517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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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凤翔温泉最棒体验

   

1、凤浴文化温泉区

以洛阳本地文化为背景，通过古朴的自然环境营造，打造一个“静心、养生、怡神”为境界的养

生、康复、理疗型的温泉区，形成极致享受、奢侈的放松温泉。 

龙门原（图片来源于凤翔温泉景区）

原脉温泉源：

来自地下的原生态温泉水，是您露天温泉之旅的开始，让您在享受温泉的同时感受大自然的恩赐

。水温38-41℃，池深0.8m。

武后泉：

公元705年，武则天病重，经宠臣张易之、张昌宗等带领，在龙门山浸泡温泉后，神清气爽，回宫

后给自己封号去帝号，称“则天大圣武后”。水温40-42℃，池深0.45m。

贵妃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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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唐玄宗曾陪同贵妃杨玉环来过东都（东都指现在的洛阳）游玩，杨玉环当时被这眼泉水所吸

引，忍不住脱下衣衫，跳入这眼泉水中。水温39-43℃，池深0.45m。

牡丹泉：

自唐代以来，牡丹之盛，莫过于洛阳，以“洛阳牡丹甲天下”的美名流传于世。牡丹也是洛阳市

的市花。水温39-41℃，池深0.45 m。

凤翔泉：

《孔子家语�好生》：“凤翔麟至，鸟兽驯德”。汉焦赣《易林�损之坤》：“景星照堂，麟游

凤翔”以此寓意祥瑞景象。水温39-42℃，池深0.45m。

酒浴组合

（室内4个温泉池）：酒温泉水如陈年老酒，酒香缭绕，浸在酒温泉里，酒从毛孔渗入，浴在酒温

泉里，您也会有诗仙李白一样的豪放，产生“天若不爱酒，天上无酒仙，地上无酒泉”的感慨。

水温39-42℃，池深0.45m。

   

2、保健养生温泉区

周围遍植花草树木，形成尊贵的私密空间，营造优美静谧的泡汤环境，尽享自然风光的同时，达

到健康养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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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温泉（图片来源于凤翔温泉景区）

五福池

（5个池）：以中药加料结合中华五福（福相、福星、福佑、福祉、福音）文化形成的中药加料温

泉文化池，常泡此池能达到清热解毒、活血通络、补气健脾、健腰固肾、美容健肤之疗效。水温4

0-44℃，池深0.45米。

福相汤（清热解毒汤）：清凉透表，消热解毒、对感冒初起等，本汤可作预防及治疗感冒之用。

福星汤（活血通络汤）：解表出汗、身痛头疼、舒筋活血、活血祛淤，对陈旧性跌打损伤、头痛

、小腹痛，尤其对风湿痛、骨关节痛及中风后遗症患者具有良效。福佑汤（补气健脾汤）：理气

缓中、健脾强胃、止泻除湿、精神疲乏、食欲不振，四肢无力者具有特殊疗效。福祉汤（健腰固

肾汤）：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对腰肌酸痛、目昏不明等有疗效。福音汤（美容健肤汤）：益气

养阴，润肤增白，养颜祛皱，对气阴不足、形容消疲、憔悴、皮肤干燥、毛发干吸气无力者有良

效，如此反复多次浸泡，效果更佳。

亲亲鱼疗池

                                                 8 / 25



�������

凤翔温泉:闲适静雅
：万条土耳其“亲亲鱼”，啄食人体老化的角质层，可以彻底清除皮肤内垃圾、去除老化皮质、

疏通毛孔、促进血液循环，达到皮肤养颜、延年益寿的效果。水温35-38℃，池深0.8 m。

石板温泉

：内设天然石板，泉热透过石板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对治疗腰酸、关节疼痛等有显著功效，并

可在休息时提供擦修保健服务。温度低38-41℃、中40-43℃、高42-45℃。

   

3、溶洞养颜温泉区

连理泉

：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沐连理池。三池互通相连，现代的喜结连理就是对未来的一种美好祝

愿，水温39-43℃，池深0.5m。

鲜花牛奶池：滋润皮肤，消除疲劳，美容养颜，爽身香体。水温38-41℃，池深0.5m

绿茶养颜池

：绿茶中富含各种维生素，将其加入温泉水中，具有润肤排毒、祛暗疮、白润肌肤的功效。水温4

0-42℃，池深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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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醋护肤池（图片来源于凤翔温泉景区）

陈醋护肤池：

温泉池中加入陈醋，香气怡人，浴后紧肤祛皱，恢复肌肤弹性，光彩夺人。水温42-44℃，池深0.5

m。

三叠五泉瀑布：

拔地万里青嶂立，悬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凤机丝挂，映日还成五色文。水温38-42℃，池深0.5m

。

   

4、欢乐动感温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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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梯

：通过滑道，滑入下方滑道落水池中，惊险、刺激、娱乐性强，适合与家人朋友共同体验。水温3

7-40℃，池深0.6m。

儿童乐园

：针对孩子们好动、亲水的特性，配以安全、新鲜、刺激的水上娱乐设备，让孩子们在娱乐的同

时培养自己勇敢拼搏的性格。水温38-40℃，池深0.6m。

温泉SPA馆

：池内设有气泡池、水床、旋涡池、纤体按摩浴、维琪按摩浴、水伞等SPA水疗产品，主要达到

养生、康复、理疗，静心、养生、怡神的功效。水温39-42℃，池深0.9m。 

海浪池（图片来源于凤翔温泉景区）

海浪池：水深0.1m -1.8m。

海浪池游客须知及注意事项：

①造浪时，身高1米以下的儿童不得进入造浪池，1米及以上的儿童需在有监护能力的成人监护下

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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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皮肤病、高龄老人、孕妇、高血压、心脏病、癫痫和精神异常、身体运动有障碍以及被医学上

确定不适宜参与、运动或酒后身体状况不佳的游客谢绝游乐。

③请穿泳装游乐，谢绝穿透明泳装。

④游客进入造浪池必须穿好救生衣。

⑤允许救生圈、皮筏在造浪池游乐，但是请勿进入深水区域。

⑥各种塑料动物造型充气浮具严禁进入造浪池内。

⑦游玩前请将佩带的手表、首饰等饰物除下并自行保管好，禁止佩带或携带眼镜游乐。

⑧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禁止进入警戒线内的深水区域。

⑨海浪池请勿跳水、潜泳。

⑩进入和离开水池时请勿奔跑、跳跃、嬉戏、打闹；在游乐期间请勿嬉戏、打闹，以免危及您的

人生安全。如违反以上规定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损失，由本人自行承担。

组合滑梯游客须知：

①乘客的身高：1.3m<身高<2m。

②体重要求：单人体重<75Kg。

③身高1.3米以下儿童、老人、孕妇、心脏病、高血压、中耳炎、肠道传染病、皮肤病（背部有溃

疡）、精神病、酗酒者、开放性肺结核、重症沙眼、急性结膜炎、妇女月经期、恐高症者请勿使

用。

④请勿佩戴眼睛、手表、首饰等有可能损坏设备和伤及游客自身或他人的物品。

⑤设备使用必须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进行。

⑥水滑梯设备的进出口处应配备相应的服务人员，指导和提示游客使用合理和正确的姿势，要求

高空站台服务生可以看到滑梯乘员在滑梯中的运行情况，服务生提示乘客开始下滑后放行。 ⑦注

意事项：按顺序下滑，并服从工作人员的指挥，下滑时切勿松开扶手或变换其它姿势，下滑至落

水池中时请立即离开，不得在滑梯出口处逗留。

⑧游客必须脱鞋，着泳装进场，请勿佩带眼镜、手表及首饰等硬件物品，禁止携带硬币和其它坚

硬物体进场，衣物手袋等物品请放到衣物保管处。

⑨禁止游客进入机房等工作间，违者责任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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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凤翔温泉美食推荐

明月餐饮区，分餐饮大厅和露天烧烤餐饮，拥有餐位1400余个，主要以中高档的生态养生餐饮为

主打，大厅可同时接待200人。特色农家土菜，田园绿色美食、高端养生药膳，食疗会所、皇家御

厨。金牌烤全羊、露天餐饮烧烤系列、土锅土灶土家菜系列是这里的招牌菜系。 

烤全羊（图片来源于凤翔温泉景区）

凤翔山庄的烤全羊着实让来山庄泡温泉的客人饱了口福，凤翔山庄的烤全羊在挖掘古代养生美食

的基础上，进行了古今结合，更具有美味性和养生性。羊选自内蒙古的百天大尾羊，经过草果、

沙仁、孜然等30多种香辛料的腌制，有效的除膳、提鲜、增香等过程，在运用山西果木炭近两个

多小时烤制，口味极佳，余味无穷，其味鲜而不腥、肥而不腻、肉质细嫩、烤全羊含钙高、蛋白

质营养丰富、有温补御寒，健脑益智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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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凤翔温泉住宿推荐

   

1、特色窑洞汤屋

特色窑洞汤屋（图片来源于凤翔温泉景区）

窑洞汤屋共有25间，这里也是国内首家窑洞汤屋温泉，每间窑洞均有一个独立的温泉池，房间内

设日式的榻榻米，冬暖夏凉，挖掘北方传统的窑洞特色风格。

   

                                               14 / 25



�������

凤翔温泉:闲适静雅
2、山地别墅

别墅（图片来源于凤翔温泉景区）

山地别墅共有15间，平日880元，周末1280元，是高标准建造的温泉别墅，每间房也有着独立的温

泉泡池，跟窑洞最大的区别就是私密性更强。山地汤屋都是一房一厅结构，分大床房和双人房两

种房型，均配有自动麻将机。亲朋好友聚在一起，泡着温泉、聊着天，别有一番滋味，还配有私

人管家服务，更能体现客人的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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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温泉主题酒店

暂未完工的温泉主题酒店，设计客房80余间，浓郁的盛唐风格，同时以温泉文化为主题元素进行

装潢设计，每间房均设有温泉泡池，落地玻璃窗，带来尊贵、舒畅的住宿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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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凤翔温泉购物推荐

洛阳的特产有很多，从工艺品到土特产，琳琅满目。著名的唐三彩，在洛阳已有百年的历史。洛

绣是洛阳传统的工艺品，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还有洛阳印象旅游纪念品系列、洛阳奇石、梅花

玉、洛阳樱桃、黄河鲤鱼、杜康酒。

手工艺品有：

仿古青铜器、洛宁竹帘、洛绣、洛阳宫灯、洛阳唐三彩、王麻子剪刀、赵炳炎铜哨、澄泥砚。

文化纪念品：

龙门牡丹石，龙门玉质品。

饮食方面：

牡丹饼、老洛阳八大件、洛阳水席、小街锅贴、牛肚汤、驴肉汤、豆腐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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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凤翔温泉娱乐项目

   

1、3D电影

3D电影（图片来源于凤翔温泉景区）

享受完温泉，可以来休息大厅坐在电动沙发上观看小电视，这里还免费提供饮料、点心、水果等

，健身设备、桌球、网吧一应俱全。如果还嫌不够过瘾，景区还专门提供了3D电影体验专区，大

量3D热映电影轮播，带上高清优化眼镜，享受画质更清晰细腻的3D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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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拓展基地（暂未开放）

风靡全球50余年的拓展训练，培训体能、生存训练，扩展到心理训练、人格训练、管理训练等，

并逐渐演变成一种现代人和现代组织全新的学习方法和训练方式。

   

3、狩猎场 绿化养殖基地（暂未开放）

在多功能厅的右边是狩猎场，狩猎工具是采用原始的弩，如果爱好狩猎便可以一展风采了。栅栏

围起来的动物有兔子、大雁、鹅等，所收获的猎物是论斤收费的，如果要在这里用餐，餐厅也可

以帮忙加工。

   

4、自助烧烤

自助烧烤是自己动手的乐园。园区还准备了各类海鲜、肉类、蔬菜等等食材，邀三五好友围桌而

坐，再搭配点小酒，边烤边吃，边吃边聊，亲自动手体验野外烧烤的乐趣，也满足了您的口腹之

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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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交通指南

凤翔温泉山庄附近有连霍高速和郑少洛高速，距洛阳龙门高铁站10公里，距洛阳火车站18公里，

距洛阳机场25公里，郑州新郑机场1个半小时车程；距郑州、焦作、开封均在2小时左右车程。

   

1、飞机

洛阳北郊机场

位于十三朝古都河南省洛阳市北郊邙山，距市中心10公里。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

都、重庆、杭州、呼和浩特、天津、海口、沈阳、昆明、大连、厦门14个城市，每周飞行90班次

。

机场到洛阳市区：

1）公交：可乘坐83路公交车开往火车站方向；或乘坐27路开往涧西方向。

2）机场大巴：到达北郊机场后，可以乘坐机场班车，8:00-20:00，车程30-40分钟，票价为10元。

牡丹广场下车后乘坐11、14、50路公交在洛阳站下车。洛阳市中心返回北郊机场的班车每天四班

，分别是08:30、09:30、13:30和19:30，发车地点在牡丹广场的八大航空售票处。

   

2、公交

凤翔温泉区位条件极其优越，交通便利，市内乘坐62、63、65路公交车到张沟南（凤翔温泉）下

车即到。

龙门石窟→凤翔温泉：

景区门口乘坐62、63、65路公交车至郭寨站（终点站），转乘89路公交车至龙门街口站下车即到

。

机场→凤翔温泉：

乘坐83路公交车金谷园路春晴路口站下车，转乘62路公交车至张沟南站下车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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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站→凤翔温泉：

62路公交车（协和医院门口）始发站至张沟南站下车即到。

   

3、自驾

1）连霍高速洛阳站下，沿王城大道向南约18公里即到。

2）二广高速关林站下，沿开元大道至王城大道向南约6公里即到。

3）宁洛高速伊川北站下，沿洛栾快速通道向北约5公里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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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推荐行程

   

1、凤翔温泉养生休闲游

线路设计：

鸵鸟园、火鸡园—儿童乐园—沙滩摩托场—跑马场—拓展训练高空基地—明月餐饮区（大厅、露

天）—绿化部育苗基地—露天温泉区—窑洞汤屋—游泳池、儿童戏水池—垂钓区—宴会厅。

行程安排：

        体验冲浪沙滩、双彩滑道、室内SPA馆、露天温泉等各色汤池。休息厅还配置独

立沙发电视、健身房、桌球、网上冲浪、3D影视厅，能免费提供水果、糕点、饮品等，营造休闲

、放松、舒适的度假氛围。大型露天温泉文化，感受中式园林独特魅力。

   

2、游文化遗址 沐凤翔温泉

线路设计：龙门石窟—关林—凤翔温泉

行程安排：

游览文化遗址，沐浴凤翔温泉，已成为南来北往游客的必选文化之旅。龙门西山自然环境优美，

空气清新；千年关庙，祈福圣地；精心设计的园林景观、建筑小品和风格迥异的岩壁石刻，让你

在畅玩欢乐谷体验温泉浴的同时，感受中式园林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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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旅人提示

1、泡温泉前需先沐浴洁身，以保持温泉水质卫生及让身体适应水温，另外洗去皮肤汗渍更容易吸

收泉水中的矿物质；

2、选择适合自己温度的温泉池浸泡，一般从温到热，每次浸泡15分钟左右即应上岸稍作休息后再

浸泡（高温池不应超过10分钟）；

3、初次浸泡不适应者或浸泡时间过长者，一般会出现口干或胸闷等不舒适感觉，此时应立即上岸

稍作休息，饮杯水或饮料可舒缓不适；

4、凡患有较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身体不适者或有孕者均不宜入池浸泡，除非医生准许及有专

人陪同方可；

5、酗酒者不宜入池浸泡；

6、浴后用清水冲洗身体，但不要用肥皂或浴液，以保存皮肤表面所吸收的矿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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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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