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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鸡冠洞：天然石洞 鬼斧神工

鸡冠洞位于河南洛阳栾川县城西三公里处，属天然石灰岩溶洞，地质学称其为“喀斯特岩溶地貌

”，形成于八亿年前。

鸡冠洞深5600米，上下分五层，落差138米。洞内峰回路转，景观布局疏密有致，石林耸秀，石花

吐芳，石帷垂挂，石瀑飞溅，天然成趣，巧夺天工。洞中四季恒温18℃，清爽宜人，四季成游。

“北国第一洞”五个字是原新华社社长穆青为它题名的，字迹笔法苍劲雄浑值得一观。

中国地质学会洞穴研究会会长朱学稳教授对鸡冠洞作出了“景观壮丽、堪称北国第一洞府；成因

独特，正是国内首家龙宫”的评语，更加印证了鸡冠洞风景如画的美妙姿态。 

鸡冠洞方位图

最佳旅游时间：

游览鸡冠洞以夏秋两季为最佳。炎阳炙人的夏日里，鸡冠洞只有18℃，是夏季的避暑胜地。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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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此时走进鸡冠洞，更能感受到秋的别样韵味。4-5月前往也是不错的选择，可以欣赏高山牡

丹争芳斗艳的奇丽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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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鸡冠洞门票详解

鸡冠洞实行一票制 门票：90元/人次（含溶洞导游讲解）；洛阳牡丹花会期间

门票：100元／人（执行日期是4月10日至5月10日）。

在旺季时，景区会根据客流量情况开放夜场，夜游鸡冠洞以如梦如幻为主题，分为溶洞参观游览

和灯光秀表演观赏两大部分，尤其金鸡报晓、众先迎客、百鸟朝凤、花开富贵、龙腾盛世、全景

栾川等八大篇章激光秀表演最为引人入胜。

旺季：4月1日至10月31日，淡季：11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

开放时间：夏季：08:00-17:30，冬季：09:00-16:30

夜场开放时间：19:00-21:00

建议游玩时长：1个半小时

景区旅游咨询电话：0379-66890998

官方网站：www.jiguandong.com

特惠政策：

A 免费政策：1.4米以下儿童免票；70岁以上老人免票；军官、士兵凭有效证件免票。

B 优惠政策：60-69周岁老人凭老年证、学生凭学生证可购半价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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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来鸡冠洞不得不做的N件事

   

1、洞中听仙乐

石琴（图片来源于鸡冠洞景区）

走进鸡冠洞，你若能静下神来听一听，到处是叮叮咚咚，滴滴答答的声音，清脆悦耳，如珠落玉

盘。有的打在石上，有的落入水中，有的似木鱼声声，有的像琴瑟和鸣。看景听乐，令你置身于

琼宫仙乐之中，妙不可言！鸡冠洞的水并不多，这里没有一泻千尺的拍岸惊涛，也没有横船行舟

的无际平湖，只有处处滴点和潺潺细流，但这“滴点”，滴的有神，点的有韵，充满了奥妙和奇

巧。洞中还有一个“石琴”，它古朴典雅，古色古香，用普通的石块在上面敲击，就可发出叮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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咚咚清脆悦耳的响声，非常奇妙。

   

2、花艳鸡冠洞

石花（图片来源于鸡冠洞景区）

每年四、五月，鸡冠洞景区的高山牡丹开始了盛放，100余亩高山牡丹争奇斗艳，以娇俏艳丽、雍

容华贵的风姿悄然绽放。魏紫、姚黄、二乔、洛阳红等珍品牡丹五彩缤纷，姹紫嫣红，挺拔的山

峰在山花的点缀下显得异常美丽。都说洛阳牡丹甲天下，鸡冠洞的也丝毫不示弱，那景色有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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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看了才知道。

鸡冠洞不只有鲜活娇艳的花朵，洞内也同样绽放着奇妙的“花”，鸡冠洞可以称得上是个石花王

国，成片成片的石花晶莹透亮，以晶莹如玉、妙似雪花令人绝赞。

   

3、邂逅浪漫 千年一吻与一吻千年

千年一吻（图片来源于鸡冠洞景区）

游览鸡冠洞的时候，你一定会听到导游娓娓道来的故事，据说那个神奇的“千年一吻”再过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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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左右就能吻一起了，有没有可能在八十年之后，白发苍苍的你再去见证这别样的浪漫？

一吻千年

而洞内的一吻千年更是值得一观，天然形成的溶岩景观如同一对相偎相依的爱侣，如同向世人诉

说着关于他们千年爱恋的故事。因此，这两处见证爱之坚贞与永恒的景观也吸引了不少人慕名而

来。

   

4、溶洞梦幻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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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冠洞夜游（图片来源于鸡冠洞景区）

鸡冠洞的“梦幻新境界 浪漫鸡冠洞”夜游项目以洞天福地不夜城为主题，以鸡冠山为背景，将灯

光与激光秀汇成一场灯光音乐会和一次洞天梦幻游，带给人们别样的感官享受，陶醉于鸡冠洞夜

景，品味细细微风，欣赏斑斓夜色。每晚7点到9点，溶洞游览和梦幻激光秀开始投放色彩绚丽、

变幻莫测的灯光，时而直射天穹，时而遍及山体，独特的三维效果，静如定海神针，动则流光溢

彩，呈现出光影交融、梦幻奇景的绝妙风情。

   

5、桥桥皆风景

由鸡冠洞景区逆流而上，依次修建了金鸡桥、凤鸣桥、龙吟桥、平云桥、步云桥、彩虹桥、启明

桥、晨曦桥、朝阳桥等九座拱形桥梁，这些拱桥栏杆均由汉白玉雕镂而成，远望一座座桥梁犹如

一条条白色丝带飘舞空中，再加上桥下溪水潺潺而过，颇有些小桥流水的诗情画意。

   

6、阖家同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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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冠洞外有个5D影院，那可是一个充满童趣的地方，大朋友带小朋友来看看精彩的5D电影，可算

得上奇幻的浪漫旅程。

   

7、洞中避寒暑

石瀑

鸡冠洞虽不是国内最大的喀斯特溶洞，却是景色最密集，景观最奇特的溶洞。四季恒温18度，一

改人们观念中的溶洞只可避暑的观念，越来越多的人冬天来溶洞避寒游览。严冬季节，洞内热浪

扑面，暖意融融；盛夏酷暑，洞内寒气侵袭，清神爽心，难怪它被称为“自然大空调”。

   

8、赞自然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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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冠洞风貌（图片来源于鸡冠洞景区）

徜徉在鸡冠洞令人陶醉的艺术迷宫里，置身琼楼玉宇、如梦如幻的仙境中，在人们感受奇妙的大

自然无言之大美。那些神态奇异、惟妙惟肖的钟乳石雕塑艺术精品，是造物主用神奇之手锲而不

舍的精雕细琢，尽管孕育美的过程孤寂漫长，历经沧海桑田，但它一露面便石破天惊，令世人叹

服。鸡冠洞是大自然的杰作，是用数百万年时间，以水作墨给我们留在岩石深处的旷世之作。鸡

冠洞简直是一部鸿篇巨著，是一部综合地理、历史、化学、气象、雕塑、建筑、绘画、哲学乃至

文学艺术知识于一体的大百科全书。这里简单和复杂，浅显和深奥，形象和抽象，微观和宏观，

有规则和无规则有机地融为一体。你就是倾其心智读多少年，依然会有解不开的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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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数数“山要发”

从鸡冠洞广场到溶洞入口需要上攀318级大理石台阶，不知道这组有趣的“山要发”（即318）吉

利数字是设计者有意为之呢，还是正好遇上这个数。不知道再过几十年后，它是不是会引出一段

传说故事，又或者，你不妨试一试自己的记忆力，看看“山要发”的准确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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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国第一洞魅力景

鸡冠洞游览示意图

鸡冠洞主要由玉柱潭、溢彩殿、叠帏宫、洞天河、瑶池宫、藏秀阁、逍遥宫、石林坊八大景区连

缀而成，景区内众仙迎客、金龟渡仙翁、贵妃出浴、玉兔望月、海豚戏珠、鲤鱼戏水、八仙拜寿

、千年一吻、一吻千年、竖琴、叠罗汉、天官石帷、石花等88个景观，姿态奇异，形象逼真倍受

广大游客青睐。洞外的鸡冠山、景区标志石、玉带桥及彩绘牌楼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玉柱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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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柱潭（图片来源于鸡冠洞景区）

到溶洞进口，通过长30米，高2.5米的人工隧道，便进入第一景区玉柱潭，洞顶最高处距地面49米

，可同时容纳500余人。景区内石笋、石柱密布，高低粗细不等，是洞内石笋、石柱最集中的一个

景区，又因其间有一潭清澈的地下池水，所以景区得名“玉柱潭”。”区内有“金龟渡仙翁”、

“玉兔望月”、“仙人晾衣”、“雪羊奋蹄”、“五佛画山”五个景观。主要特点：高低粗细不

等的石笋。

   

2、溢彩殿

第二景区溢彩殿是目前发现洞内形成最早的一个洞穴，距今约6亿年，地势开阔，状似峡谷，洞顶

悬挂的钟乳石，地面上的石笋星罗棋布、流光溢彩，故而得名。区内有“鳄鱼拜寿”、“山涧层

楼”、“八卦溢金”、“风雪夜归人”等景观。

   

3、叠帏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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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罗汉（图片来源于鸡冠洞景区）

叠帏宫得名于洞顶成排成行的石帏幔，是洞内最为精彩的景点。它不仅景观秀丽、壮观，而且还

有8根向上生长的石笋，错落有致，别开生面。里面有根庞大的石笋最为漂亮、壮观，它像一座千

年宝塔，玲珑剔透，洁白如玉，塔上三个石笋不偏不斜，像三位老仙翁久座塔上，样子巍峨端庄

。这根石笋生长独特，国内溶洞罕见，为鸡冠洞重点保护观之一。叠罗汉也是这个区内值得瞩目

的景观之一。

   

4、洞天河

由第三景区到第四景区，先前要经过一个直径不足1米，深5米的泥洞，需要用绳索上下，行动极

其不便，后经人工加固修造，形成了一个入地一圈半的螺旋形通道──碧玉螺，穿过碧玉螺便是

第四景区洞天河。这里边有一个水平池，长年不受旱涝影响，水位始终保持适中，不涨不落，是

洞中奇景之一。另外，“定海神针”、珊瑚石也是这个区内值得瞩目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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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聚仙宫

聚仙宫（图片来源于鸡冠洞景区）

第五景区聚仙宫主要有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八仙拜寿、中华第一柱、寿星抱桃、北国菊花王等著

名景观。洞高28米，观赏面积6000余平方米，是全洞景观最精华、最集中、最大一个厅。

   

6、瑶池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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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第一柱

瑶池宫是鸡冠洞景观最密集的一个大厅。它背靠白玉山，前峙琥珀岭。宫殿内不仅有许多珍稀罕

见的景观，极富科研价值，而且景观之多有“移步三景”的说法。里边有镇洞之宝“七层宝塔”

和“中华第一柱”。

   

7、藏秀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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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秀阁风光

藏秀阁是洞内观赏面积较小的一个景区，分上下两层，洞顶有一直径1.6米的洞口，从洞口望去，

只见洞中石笋、石花密布，景色迷人，洞口周围垂挂的钟乳石更是如帘如幕，因此处尚未完成开

发，不能欣赏全部景观，所以叫做“藏秀阁”。“千年一吻”及“一吻千年”是区内代表性景观

。

   

8、石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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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坊

石林坊是目前洞内开发的最后一个景区，景观分散、成因复杂是这个景区的特点。景区内最吸引

游客的是由一片片长短不等的钟乳石排列齐整悬挂在洞壁上，形成宽8米，长6.4米的石帘，尤如

石林倒挂，能与路南石林平分秋色。

   

9、鸡冠洞高山牡丹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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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牡丹园（图片来源于鸡冠洞景区）

作为牡丹花会后期的重要牡丹观赏地，鸡冠洞高山牡丹园占地面积101亩，共栽植180个品种4.6万

株牡丹，是全国牡丹自然花期最长的牡丹园之一。园内牡丹 以“红、黄、紫”三大色系为主。一

般4月中旬，鸡冠洞高山牡丹园内的牡丹将次第绽放，在五一黄金周前后为盛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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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鸡冠洞美食推荐

鸡冠洞景区位于栾川县境内，栾川的美食深受洛阳美食风格影响，但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自己的

特色，以至于提到栾川的豆腐、肉丝面等特色风味，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吃什么：

栾川卤猪肉

卤肉大家肯定不陌生，哪里都有，但唯独栾川的最不一样。栾川卤肉以老汤为料，现煮现卖，买

的时候热乎乎的，而其他地方的卤肉都是做好后放一边，一般都是卖凉的。这卤肉，一人就餐，

用“火烧夹卤肉”的吃法，看着相当美味。 

栾川豆腐

栾川豆腐

在河南说到吃豆腐，还是到栾川吃最好，而栾川豆腐中当属三川豆腐口感最优。栾川豆腐是最负

盛名的地方小吃，产于洛阳栾川县，选料严格，加工精细，配以当地自然酸浆点成，因而质地细

腻嫩滑，筋而松软，味道鲜美，佐以青红辣椒，色香俱全，历来为人们所喜食。

栾川肉丝面

说到栾川这边的特色美食，除了说到豆腐，就是栾川肉丝面了，看着很简单的家常食物，为什么

这么受人青睐，其实全都源自这面里面淳朴的家常味道，包菜切丝，红萝卜切丝，肉切丝，烧锅

放猪油炒制，猪油让这碗面吃起来格外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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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川糁子

来栾川玩儿的人要是没吃过这个，是会很遗憾的。这是栾川传统的饮食品种之一，因栾川玉米多

生长于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区，以生长期长、籽粒饱满而著称。玉米糁汤用文火熬成，呈金

黄色，香味独特，评价甚高。栾川玉米糁汤又以三川镇的最为出名，三川海拨最高，玉米生长缓

慢，做出的玉米糁汤最为好。

蝌蚪面

栾川传统小吃之一，由玉米面经漏勺滴漏后做成，又称“漏鱼儿”，佐以香槽、香菇丁等调料，

风味独特，是游客喜食的小吃之一。

橡子凉粉

栾川的特有美食，与我们常吃的绿豆凉粉和红薯凉粉区别就在于原料。橡子凉粉是用青冈栎的种

子做的淀粉而加工成的，与其它凉粉相比，别有一番风味。橡子凉粉较其他凉粉色泽较黑，但口

感绝对好。只有在街边小摊或景区凉粉摊才能吃到，而且还要看你的运气好不好了。

合峪烩菜

主要成分包括粉条、胡萝卜、油炸豆腐、红烧肉，其独特之处是烩菜中烹制的红烧肉，据称添加

了豆腐乳等配料，吃起来松软可口，肥而不腻。

栾川槲包

各地的粽子大多是三角锥，栾川端午节做的粽子却是一种叫做槲包的东西，槲包是用槲叶包上黍

米煮出来的美味佳肴，极具地域特色，豫西一带只有嵩县、车村、卢氏、鲁山、栾川、西峡等少

数县的山上才长这种槲叶。吃完之后，槲叶不能扔，要洗好放起来，到农历六月初六再包一次，

这节才算过完。

去哪儿吃：

鸡冠洞景区内基本都是度假村式的宾馆，一般游客就餐可以在宾馆餐厅解决，其中口碑最佳的就

数位于鸡冠洞景区中心广场内的聚客隆山庄了，你可以在这里吃到可口的农家特色饭及山野小吃

，如果你有其他特殊的饮食需求，这里也能为你提供相应的服务。并可根据客人的要求提供其它

菜类服务。

电话：0379-66890663

           13938849192

地址：鸡冠洞景区中心广场向内100米

联系人：左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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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鸡冠洞购物推荐

鸡冠洞所在的栾川县物产丰富，工艺品与土特产可谓一应俱全。水晶、黄河奇石、白土柿子、柿

子醋、野生猴头、鹿茸、香菇、木耳、樱桃、猕猴桃等等都会让你忍不住掏出口袋里的钱，把它

们带回家。

   

1、鸡冠洞土特产一览

白土柿子

相对于其他地方柿子甜中微涩，白土柿子个大味甜，而其最奇怪的地方在于白土柿子是“无核柿

子”。所以吃白土柿子就像是喝饮料一样，吮吸着吃而不用担心碰到柿子核。其实严格来说柿子

没核是不可能的，可能是它的核比较小而已。白土柿子比较出名的加工品是“柿子醋”，该产品

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具有独特作用。

香菇

在庙子乡有个食用菌基地，专门种植香菇和猴头。香菇是我国食用历史悠久及首次驯化栽培的优

良食用菌，营养丰富、味道鲜美，被视为“菇中之王”。目前是中国、日本等重要栽培的食用菌

。香菇还可以药用治病，含多糖等抗癌物质。对小白鼠肉瘤180和艾氏癌的抑制率分别为97.5％和8

0％ 。

野生猴头

栾川县猴头菌有独特的药用价值，在医认为猴头性平、味甘，有助于消化，利心脏。可治消化不

良、胃溃疡、胃窦炎、胃痛、胃胀及神经衰弱等疾病。近年来，更引人注目的是研究证明它具有

抗癌作用。对部分肿瘤病人还有提高细胞免疫功能，缩小肿块和延长生存时间的疗效。

樱桃

栾川盛产樱桃，在樱桃沟，一到四五月份，樱桃就挂满枝头，又大又甜。如果碰巧在樱桃成熟的

季节来鸡冠山游玩，可以亲自到樱桃沟采摘樱桃，如果时间紧张，那路边果农卖的樱桃也可以买

来尝尝鲜。

黄河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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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形成的具有观赏、玩味、陈列和收藏价值的黄河卵石。质硬、色美、形纹俱佳，独树一帜，

令人爱不释手，叹为观止。

根雕

栾川根雕取材于伏牛山藤缠曼缠、盘根错节、姿态各异的树根，经根雕艺人的加工，形成了一件

件鬼斧神工、神态奇异的珍品。

竹编

重渡沟盛产竹子被称为“竹乡”、“水乡”，长期以来，重渡沟形成丰富多彩的竹编文化，随着

游客的大量涌入，重渡沟的农民将竹编工艺发扬光大，利用竹子制作成竹沙发、竹床、花架、水

果盘、杯垫等竹工艺品，受到游客的青睐。

水晶

水晶是伏牛山最珍贵的一种宝石，以晶莹剔透，冰清玉洁，被人们称为圣洁之物。长期以来，栾

川水晶以硬度、透明度高而享有盛名，目前，栾川利用天然水晶加工咸水晶眼镜、项链、手镯、

凉席、印章、象棋等工艺品30余种，是游客栾川之行必选的旅游商品之一。

   

2、鸡冠洞主要购物地

鸡冠洞商贸城和商贸一条街，分别位于景区中心区和景区交通干道东侧，是鸡冠洞景区主要购物

中心，拥有固定摊点、门市140多个，主要经营根雕、奇石、水晶、竹艺、旅游纪念品以及地方土

特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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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夜宿鸡冠洞 醉美栾川行

栾川县城离鸡冠洞景区很近，在县城坐公交车只需10分钟即可到达。来鸡冠洞旅行不用为住宿而

担心，即可选择景区内的农家乐，感受淳朴的乡间野趣，也可选择栾川县城的星级宾馆，设施非

常齐全。

   

1、景区农家乐 尽享乡间情趣

鸡冠洞景区本身不是很大，但也有一些当地人开的农家乐旅店，如果想感受淳朴的农村生活，吃

一顿热腾腾的农家饭，晚上躺在山坡上看银河，清晨倾听鸟儿的歌唱，农家乐绝对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比较不错的农家乐有迎宾山庄、鹏豪山庄、百花山庄、聚客隆山庄等。

迎宾山庄

山庄位于鸡冠洞景区；迎宾广场南100米，地理位置很优越。饭菜以农家饭、山珍野味为主，据旅

店的老板老左说他们的疏菜全部为无公害绿色食品，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宾馆还有私家小院，里

面奇峰相拥，四周绿树环绕，坐在院中品茶聊天好生惬意。房价很便宜一个标准间只需40元。

地址：洛阳市栾川县鸡冠洞景区票务中心南150米

电话：13838861448

聚客隆山庄

网上网友极力推荐的一家农家乐，里面环境优雅，院中不仅有假山、小亭，更有潺潺的泉水。山

庄可根据客人的需求做出不同风味的美食，晚上还会有免费的篝火晚会，大家聚在一起跳舞，聊

天很是开心。

地址：洛阳市栾川县鸡冠洞景区中心广场向内100

电话：13938849192

其它

鸡冠山庄  电话：13348385223 

祥和园家庭宾馆  电话：13838463298

鸡冠洞旅游饭店  电话：1359203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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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星级宾馆 快捷便利更舒适

农家乐虽然很有情趣，但因为条件所限总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不太适合对住宿条件要求高或者

时间紧张的商务人士居住。游客可以选择住在栾川县城里的星级宾馆，比较不错的有伊水湾大酒

店、未来假日酒店等。

伊水湾大酒店

据说这是栾川县城唯一一家五星级酒店，里面的环境和装修都比较好，还可以免费上网。位置虽

然有点偏，价格也有些贵，但还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消费。

电话：0379-66756666

地址：洛阳市栾川县伊水路

未来假日酒店

        酒店位于栾川县兴华东路68号，离龙峪湾、老君山、鸡冠洞等景点很近，地理位

置很优越。客房设施还不错，酒店性价比较高，停车也方便，早餐稍有些单调。

电话：0379-66770688

地址：洛阳市栾川县兴华东路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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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到达与离开

   

1、飞机

鸡冠洞景区所在的栾川县没有民航机场，要想乘飞机去鸡冠洞景区可以先取道洛阳北郊机场或南

阳姜营机场，然后换乘其它交通方式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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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通航的有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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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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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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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至鸡冠洞：在洛阳锦远汽车站乘大巴前往，详见汽车部分。

南阳机场

南阳市区东南，距市区12公里。目前已开通有南阳至广州、北京、郑州、上海、深圳、杭州、成

都等7条航线。

机场到南阳市区：

1）公交：可乘28路公交或4路前往市区火车站（汽车站）。

2）机场大巴：到达北郊机场后，可以乘坐机场班车，每架航班着陆后发一班，车程20分钟，票价

为10元，终点机场南航大厦。下车后可乘5、30路公交车在火车下（汽车站）。

南阳到鸡冠洞：在南阳汽车站乘大巴前往，详见汽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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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火车

鸡冠洞景区所在的栾川县没有火车站，乘火车前往鸡冠洞可先前往洛阳站或南阳站，两地的客运

站均有前往栾川县的大巴，抵达栾川县后换乘公交车前往。

   

3、汽车

乘大巴前往鸡冠洞最方便的是在洛阳锦远汽车站乘车，此外，在南阳市也有直接发往栾川县的大

巴，抵达栾川汽车站后换乘公交前往鸡冠洞。

洛阳锦远汽车站

电话：0379-63195333

发车时间：04:30-19:30；25分/班

票价：快车38元，车程约3小时；慢车33.5车程约4小时

南阳汽车站

电话：0377-63131661

发车时间：07:20、08:50、15:45

票价：51元车程，约4个小时

   

4、自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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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高速线路交通图

洛阳方向：

S252→洛栾高速→S248→G311→S249→S328→栾川鸡冠洞，全程约160公里

郑州方向：

郑州绕城高速公路→郑少洛高速公路→二广高速公路→S323→洛栾高速→S248→G311→S249→S328

→栾川鸡冠洞，全程约280公里

平顶山方向：

郑尧高速公路→G311→S328→栾川鸡冠洞，全程约200公里

南阳方向：

S249→G311→S249→S328→栾川鸡冠洞，全程约210公里

西安方向：

1、上连霍高速→洛阳西南绕城高速→伊川北站下→洛栾快速通道→栾川鸡冠洞，沿途经西安、三

门峡、洛阳等地市，全程大约6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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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连霍高速→灵宝站下→209国道→卢氏→栾川鸡冠洞，沿途经西安、灵宝、三门峡等地市，

全程大约450公里。

3、上沪陕高速→西峡站下→311国道→栾川庙子→栾川鸡冠洞，全程大约600公里。

武汉、襄阳方向：

1、上汉十高速→襄阳转二广高速→南阳转沪陕高速→内乡→西峡二郎坪→庙子→洛栾快速通道→

栾川鸡冠洞，沿途经武汉、襄阳、南阳等地市，全程大约600公里。

2、襄阳→邓州→内乡灌张→西峡二郎坪→庙子→洛栾快速通道→栾川鸡冠洞，沿途经襄阳、邓州

等地市，全程大约350公里。

十堰、荆门方向：

1、十堰沿209国道→淅川→西峡二郎坪→庙子→洛栾快速通道→栾川鸡冠洞，沿途经十堰、淅川

、西峡等地市，全程大约300公里。

2、荆门上二广高速→南阳转沪陕高速→内乡→西峡二郎坪→庙子→洛栾快速通道→栾川鸡冠洞，

沿途经荆门、南阳、内乡等地市，全程大约500公里。

   

5、景区内外交通

景区外：

公交：从栾川汽车站坐6路或4路公交车在鸡冠洞站下

出租车：起步价3元，燃油附加费1元。从县城打车到鸡冠洞停场车约15元

景区内：

电瓶车：景区停车场至售票处往返5元，单程上4元，单程下2元

地轨缆车：售票处至洞口往返10元，单程上7元，单程下5元

索道：鸡冠洞出口到牡丹园票价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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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建议行程

   

1、鸡冠洞内探秘游

线路设计：

玉柱潭→溢彩殿→叠帏宫→洞天河→聚仙宫→瑶池宫→藏秀阁→石林坊→高山牡丹园

行程安排：

从洛阳市区坐汽车到鸡冠洞要3个多小时，游玩整个溶洞要1个半小时，如果你不想一大早赶车，

那就夜宿景区吧，第二天可以继续前往周边景点。如果赶在旺季，还能夜游溶洞，看灯光秀表演

。

从大门处坐地轨缆车或步行到溶洞进口，依次游览鸡冠洞的八大景区，在溶洞的出口处，你可以

直接坐缆车或步行出景区。如果赶在4、5月份来到鸡冠洞，出了溶洞，一定要去高山牡丹园赏高

山牡丹。可以从溶洞出口坐滑索过去，也可以步行前往。

   

2、纵情山水两日游

线路设计：

第一天前往，千姿百态的鸡冠洞景区，观赏不可思议的岩溶地貌，看高山牡丹争相开放；第二天

前往老君山景区，在这里感受道家风范，纵情山水之间。

行程安排：

每年四、五月份去鸡冠洞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如果赶上牡丹花会期间还能看看这里的高山牡丹感

受别样的牡丹风韵。

D1：早上抵达鸡冠洞景区，参观“北国第一洞”的千姿百态的喀斯特岩溶地貌，之后到高山牡丹

园，一览高山牡丹的雍容富贵。夜晚宿鸡冠洞景区，欣赏激光秀表演，感受鸡冠洞夜游的美妙之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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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早上坐车前往老君山景区，建议早点过去，如果时间和天气很好的话，就能看到山顶的佛光

与云海，感觉美妙无比。你还可以在这里追梦幽谷，体验寨沟风韵。

   

3、赏帝都风韵探古都神奇经典游

线路设计：

D1：神州牡丹园→白马寺→关林

D2：鸡冠洞

行程安排：

洛阳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来到这里感受佛教文化，欣赏富贵牡丹，参观别样的地质构造

。

D1：早上抵达白马寺感受佛家厚重，领略古刹今韵；游览完毕之后可前往对面的神州牡丹园，观

赏牡丹的华贵之美；之后乘车到达关林景区，参观关公葬首地的庄严与肃穆，领略神圣的关公文

化，祈福纳祥。

D2：早上乘车乘车前往鸡冠洞景区，游览线路同“纵情山水两日游”D1。

   

4、假日消闲自驾三日游

线路设计：

D1：龙门石窟→凤翔温泉

D2：鸡冠洞

行程安排：

感受佛国文化，体验特色汤泉，领略溶洞奇观，感受道家仙韵！在假日之中，纵情山水，沉浸人

文，收获最惬意的假期生活。

D1：早上到达龙门石窟，参观自北魏至宋代的千窟万佛，感受东方佛国的深厚文化，游玩儿东山

石窟、西山石窟、白园、香山寺及湿地公园的人文美景与自然风光。之后前往凤翔温泉山庄，泡

温泉住特色汤屋，看免费3D电影，享受难得的慢时光。

D2：早上乘车乘车前往鸡冠洞景区，游览线路同“纵情山水两日游”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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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游览线路同“纵情山水两日游”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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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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