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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云台山“以山称奇，以水叫绝”。满山覆盖的原始森林，深邃幽静的沟谷溪潭，千姿百态的飞瀑

流泉，如诗如画的奇峰异石，形成了云台山独特完美的自然景观。汉献帝的避暑台和陵基，魏晋

“竹林七贤”的隐居故里，唐代药王孙思邈的采药炼丹遗迹，唐代大诗人王维写出“每逢佳节倍

思亲”千古绝唱的茱萸峰，以及众多名人墨客的碑刻、文物，形成了云台山丰富深蕴的文化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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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瑾色残年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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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云台山概述

云台山位于焦作市区东北方的修武县境内，山奇水丽，为近年来新兴的旅游热点景区。以独具特

色的“北方岩溶地貌”被列入首批世界地质公园名录。同时，云台山还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全

国文明风景旅游区、首批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自然遗产、国家森林公园、国家级猕猴自

然保护区、国家水利风景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八个国家级于一体的风景名胜区。 

云台山位置

这里有挺拔秀美的诸多千米以上的山峰，单级落差达314米的全国最大的瀑布—云台天瀑、集奇岩

峭壁和清碧溪水于一身有“盆景峡谷“之称的红石峡等十几处美景。是焦作最具盛名的观光名胜

。

门票价格：

旺季（3月1日—11月30日）180元/人（其中有60元为景区大巴费）

淡季（12月1日—2月28日）120元/人（其中有60元为景区大巴费）

免票范围：

                                                 6 / 43



�������

云台山：北方小九寨
身高低于1.3米的儿童、现役军人凭本人士兵证/军官证、革命伤残军人凭本人军残证、离休干部凭

本人离休证、65周岁以上老人凭身份证/老人优待证、一级英模、全国道德模范、记者凭国家新闻

出版总署或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颁发的记者证（除以上两单位颁发的证件外，采访证、特约记

者证不免）、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凭会员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凭会员证。特别提示：免票只免

门票不包括景区内大巴费用。

半价票范围：

全日制在校学生凭注册的学生证、残疾人凭残疾证、60-64周岁的老年人凭身份证/老年人优待证

、省级以上劳模和省级以上优秀教师凭相关证件。

旅人提示

：云台山的门票是两日有效，游人可以两次进入景区大门，但每个景点只允许单次进入。

最佳旅游时间：

云台山四季分明，风光秀丽。游人前来、春可踏芳草，夏可栖绿荫，秋可观红叶，冬可赏白雪、

四时风光不同、各有佳趣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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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云台山最亮点

   

1、云台山石头记

云台山景区导游图

云台山山奇水丽，好看的石头自然数不胜数。在云台山有三块石头最为有名，不是因为她们有多

美，而是因为她们都有一段美丽的故事，必将成为游客一段美好的体验。

含羞石：位于彩虹桥正前方，这块含羞石无论一年四季的水位怎么变化，她却总是若隐若现地浮

在水面上，十分独特和奇怪，就好像一位年轻漂亮的仙女见了美男一样羞羞答答，很不好意思得

诉说爱慕之情。

试心石：在红石峡景区有一块千年悬石“试心石”是专门针对男同胞的。如果男同胞做了对不起

自己爱人的事，可千万不要去尝试，否则石头会自动掉下来的。

减肥石：此石在云台山另外一个著名的景区小寨沟，是专门为女同胞准备的。女游客如果对自己

的身材不满意可以丛石缝穿过，能穿过去就不需要减肥了。穿不过去回去就要抓紧时间减肥了。

   

                                                 8 / 43



�������

云台山：北方小九寨
2、纬度最北的猕猴—太行猕猴

太行猕猴(图片由网友 @新人一枚  提供)

云台山早在1998年就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猕猴自然保护区，云台山所特有的猕猴正是太行猕猴

，它是全世界纬度最北的猕猴。当游人漫步于猕猴谷景区时，就可以看见猴群在山林中穿梭，有

时候甚至会跑到路上管游人要吃的。这些猴群通常由猴王率领，并配备护卫猴、哨猴，通常每群

百只左右。除此之外景区每天还安排了受过训练的猕猴给游客进行表演。

旅人提示：猴子特别喜欢穿红色衣服的游客，所以游客穿了红衣服要做好被猴子骚扰的准备。

   

3、探险红石峡

红石峡(温盘峪)是云台山最著名的景观之一，位于云台山景区子房湖南端，是一处长约1公里、宽

三至二十余米的石峡。峡谷内最宽处不过20多米，最窄处不到5米，峡谷深

68米，在我国众多峡谷中，以其景观的纤巧、婉约、神奇、瑰丽而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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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销魂蚀骨  提供)

这里夏日凉爽宜人，隆冬苔青草翠，是我国北方地区少有的丹霞地貌峡谷景观。愈往深处走，愈

是渐入佳境。峡谷极品红石峡，集秀、幽、雄、险于一身，容泉、瀑、溪、潭于一谷，以致风景

园林专家也盛赞其为“自然山水精品廊”。

红石峡谷又称“九龙潭”、“九龙峡谷”，顾名思义这里分布有九处湖潭，相传这里在古代为九

龙栖息之地。九处龙潭，构成了峡谷内景观奇异，游人在峡谷内行走，可以感觉到步移景换，诗

境画意的美妙感觉。

旅人提示

：红石峡全长2000多米，游玩它大概需要2个小时，需要特别记住：红石峡是一条单行线道，是不

走回头路的。红石峡有一种外形似蜜蜂的小虫，一定要小心；夏秋季节去，尽情领略“真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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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真空气”。

   

4、子房湖上观“大佛”

子房湖又叫"平湖"，因汉代张良(字子房)曾在沟谷西侧的山峰上，日夜操练兵马，帮助刘邦成就大

业后隐退至此，而得名。两岸青山对峙，夹一带绿水，如诗如画。苍翠的山，墨绿的水，相依相

偎，展现出一幅壮阔波澜之景。早晨和下午湖面阴一半晴一半，一边金光闪烁，一边碧绿透明。

正午时候，它又象一面巨镜，把直射的阳光反射出去，使人眼花缭乱。在湖的北端，有一座山峰

酷似大佛，整尊大佛不仅有栩栩如生的面相、垂肩的双耳、交合的双手、盘坐的双腿，而且座下

是莲花状的山丘。晴天时，天空上白云朵朵，山水间烟雾飘渺，大佛若隐若现，神妙无比。每当

早晨和黄昏，霞光映照，大佛通体生辉，轮廓分明，形象逼真，堪称云台山一奇观。 

子房湖全景(图片由网友 @一个变质的小孩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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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图片由网友 @旧巴黎  提供)

茱萸峰，因其形貌似一只倒扣的大锅，当地人又称其为覆釜山。相传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名诗《九

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隹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即于此峰有感而作。当游人登上峰顶，感受王维创作九月九的意境时，极目远眺，可见黄河

如银带；俯视脚下，群峰形似海浪涌。茱萸峰山顶气候多变，山峰在云雾中出没，云腾山浮，如

临仙界。峰腰有药王洞，相传是唐代药王孙思邈采药炼丹的地方，药王洞口有古红豆杉一株，此

树树龄已达千岁，游人可尝试合抱，看看到底需要几人，这棵红木栅是国内罕见的名木。景点内

的名泉一斗水，泉状若小井，水涌平地面，终年不涸不溢。

   

6、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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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旧巴黎  提供)

云台山最著名的景色一个是红石峡另外一个就是位于泉瀑峡尽头的，被称为“华夏第一高瀑—云

台天瀑”了，云台天瀑落差达314米，是亚洲垂直落差最大的瀑布。因为夏天为云台山的雨季，如

果游人夏天来此就可以看见大瀑布从天而降，如擎天玉柱，吼声震耳，蔚为壮观。可以让你充分

的领略到“飞流之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恢宏雄伟气势。除此之外瀑布所在的泉瀑峡（

又称老寨沟）的风景也是风景宜人，相传是有位天河龙王为解救豫北民间干旱之苦，不惜违犯玉

帝旨意，私自降雨被贬下凡间的栖身之处。沟里高处群山如画屏，山中花木如锦绣，脚下清溪如

云流。

旅人提示

：泉瀑峡全长3000多米，游玩它大概需要3小时左右。云台天瀑布是一个季节性瀑布，有水没水全

凭天气情况所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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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云台山其它景点

美丽的云台山她是一个非常'6 +1'，云台山有8个国家级称号(国家级5A级旅游景点，国家级地质公

园，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水利风景名胜区,国家级猕猴自然保护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和1个世界级称号(世界级地质公园)。并且现在云台山还和美国大峡谷缔结成了姐妹公园。

   

1、中原第一秀水—小寨沟

(图片由网友 @瑾色残年  提供)

小寨沟（又名潭瀑峡）是云台山山峡极品的主要代表，全长2000米，谷内风光怡人，宛若江南。

小寨沟里面是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呈现出千变万化的飞瀑，帘瀑，流泉，彩潭，奇

石等景观，所以游人又把它叫做“潭瀑峡”。

旅人提示：小寨沟进去的路是一条山水路，而回来的路则是一条台阶路，大概需要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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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善寺

(图片由网友 @瑾色残年  提供)

万善寺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当年选择云台山建寺，有位居四方中央、土生万物、万法归宗之意

。万善寺的寺名为神宗御赐。四百多年来，经过历朝历代，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的几次扩建翻修，

万善寺才形成了今天的规模。山以寺灵，寺以山名。万善寺的香火与云台山风光相辅相成。游览

所用时间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3、叠彩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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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一个变质的小孩  提供)

叠彩洞是当地人民发扬“愚公”精神，从1977年至1987年，历时十年，战天斗地的杰作，它由大

小19个洞组成，隧洞全长4831米，上下落差912米，洞內均为180度的转弯，车辆在此每走百米，

海拔平均上升5米。首尾相连、曲洞连环，形成了一道奇异诱人、耐人回味的独特风景线。（在车

上观景，需要20到30分钟）

   

4、青龙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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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峡(图片由网友 @新人一枚  提供)

青龙峡为云台山主要景点之一，有“云台山第一大峡谷”的美誉。这里瀑飞泉悬，潭幽溪清，山

水含情。自然的灵性和生命的灵动在这里演绎的生灵活现，堪称生态旅游、休闲避暑的好去处。

   

5、百家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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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一个变质的小孩  提供)

百家岩是中国山水园林文化从宫廷走向民间的发祥地，自古山水秀丽，汉献帝刘协曾在此避暑纳

凉，魏晋时期，史称“竹林七贤”的嵇康、刘伶、向秀、山涛等七位名士曾隐居百家岩竹林二十

余年，并先后结识孙登王烈等隐士，留下了“孙登啸台”、“王烈泉”、“刘伶醒酒台”、“嵇

康淬剑池”等遗迹。(目前，百家岩景点尚未开发完善，暂不对外开放。)

   

6、峰林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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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石嵌瑶池(图片由网友 @一个变质的小孩  提供)

峰林峡（原名群英湖）风景区位于焦作市区北部25公里处，景区面积50平方公里，这里峡谷幽深

、峰林奇特、水的神韵为一体，被誉为“云台天池”。主要景观有群英湖大坝，老君滩、睡美人

、三潭印月、小孤山等。

   

7、云台山地质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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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北方小九寨

云台山地质博物馆(图片由网友 @旧巴黎  提供)

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地质博物馆建设项目位于修武县岸上乡岸上村，总投资4700万元，占地22亩

。建成后的地质博物馆，建筑总面积750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底层以介绍地学知识为主，分别

为多功能厅、地学科普厅、云台山地学厅等，上层主要为云台山地学产品与社会交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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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北方小九寨
  

五、周边景点推荐

焦作是一个区位优势非常明显的城市，具有承东启西、沟南通北的枢纽地位。焦作拥有丰富的旅

游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数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造就了这里丰富而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

观。焦作市是河南省传统工业城市，却拥有我国北方不可多得的秀丽风光，来云台山旅游，如果

时间准许，还应去参观游览下焦作市的另几大景区。

   

1、青天河

青天河位于河南省焦作市西北部博爱县境内，是因修建电站筑坝而行程的人工湖，两岸青山耸翠

、湖心清流婉转、景色柔美而动人，有“中原小三峡“之称。景区面积106平方公里，由大坝、大

泉湖、三姑泉、西峡、佛耳峡、靳家岭、月山寺等七大游览区。这里是国家4A级景区。 

青天河(图片由网友 @新人一枚  提供)

大坝：位于天井关古战场至青天河水库大坝之间，既是古时兵家对垒的古战场，又是现代纵情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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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北方小九寨
天碧水的天然娱场。

大泉湖：为青天河景区之精华。既有一川碧水之灵秀，又具幽谷深峡之奇观，有 “ 北方三峡

”、“ 桂林山水 ”之美誉。

三姑泉：位于大泉湖中段左岸，主要景点有：玉皇殿、三姑殿、山神庙、太行猕猴园、百鸟林、

植物园、月亮洞等。

佛耳峡：是一个奇峰秀石、泉潭溪瀑为主的峡谷游览区。

靳家岭：太行山国家级猕猴自然保护区，是一处休闲、避暑、度假、娱乐的最佳去处。

月山寺：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圣地，与少林寺、白马寺并称为中原三大古寺。

门票：50元，船票30元。环保观光车单程5元/人，索道：上行30元/人、下行30元/人、全程60元/人

（另收保险费2元）。

开放时间： 7：00—17：00

如何到达：双休日市区客运总站有游览车前去。平日可在景区在焦作市的办事处，乘班车前去。

旅人提示：青天河景区面积庞大，建议用一到两天游玩。吃饭可在大坝游览区进行就餐。如玩两

天，可住景区内的青天河宾馆。联系电话：0391-8972901

   

2、神农山

神农山位于焦作市以西约34公里处的太行山南，总面积96万平方公里，有9山2河28峰共136个景点

。其中主峰紫金顶海拔1028米，山间有古刹三皇殿和数量甚多的猕猴种群。

门票：成人票：61元/人

如何到达：在焦作铜马汽车站坐（焦作至紫陵）车，神农山路口下，票价8元。下车后坐小三轮车

上山，一辆车收费5元。也可步行前往，20分钟即可到达。

   

3、中国十大影视城—焦作影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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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北方小九寨

(图片由网友 @销魂蚀骨  提供)

焦作影视城是中原地区唯一著名的影视基地，为焦作市十大景点之首。距市区仅1公里。北依太行

，南临黄河，地理位置优越，影视城以影视拍摄服务为主，兼具观光旅游、文化娱乐、休闲度假

等功能，主要景点由文化广场区、周王宫区、市井区、楚王宫区、古战场区等多余处影视拍摄景

观组成。面积居全国影视城之首。迄今为止已接待了《东周列国》、《貂蝉》、《屈原》、《洛

神》、《汉武帝刘秀》、《曹操与蔡文姬》、《鲁班大师》、《秦始皇》、《争霸传奇》、《卧

薪尝胆》、《马鸣风萧萧》、《大秦帝国》等国内外近百部影视剧。

门票：成人票：30元/人

 

   

4、园融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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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北方小九寨

圆融寺全景(图片由网友 @瑾色残年  提供)

圆融寺位于焦作缝山针公园后面，坐落在当阳峪古瓷窑旁的吕涧山上，属焦作修武县管辖。。圆

融寺是被佛学界誉为“民间东传佛教第一僧”的西晋僧人佛图澄国师所创建的893座寺庙之一，距

今已有1650多年的历史，是河南省境内仅次于白马寺的第二座古老佛寺。

门票：成人票：６０元／人

如何到达：乘坐16路、19路、24路、31路、32路、37路公交车到北二环路下车，下车后乘坐人力

三轮车到缝山针公园。（３１路可直达寺庙门口，但车次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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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北方小九寨
  

六、云台山美食

旅游是一种寻找，而美食不仅可以满足自己的胃，也可以在品味中感受一方风情，来到云台山尝

特产，品野味，山里长得山木耳，自家养的土鸡会让游人回味无穷。

   

1、十足全虫

云台山的十足全虫（即十条腿的蝎子），因为云台山的蝎子比别处的蝎子多两条腿而成为驰名中

外的名贵药膳。入药较一般全虫药效好，含有蝎毒素、卵磷脂、牛磺酸、胆淄酸等成分，有息风

、镇痉、止痛功效，药用主治惊风抽搐、头痛、风湿痛等。云台山这种药膳里的十足全虫，个个

颜色呈深褐色，尾巴还示威似的往上翘，经过油炸，虫壳金黄透明，此虫是云台山药材的一种，

食用有益健康，有治风湿、舒筋、活血的功效。

   

2、山韭菜炒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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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北方小九寨

看似很家常的一道菜，但在云台山却是别有一番风味，真正家养小山鸡鸡蛋纯天然，这种鸡蛋个

小但炒后颜色金黄，再佐以纯正的山韭菜味辣且鲜香，自有一番质朴的鲜香。

   

3、闹汤驴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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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北方小九寨
“天上龙肉，地上驴肉”中原一绝,焦作特产

怀府闹汤驴肉最早起源于沁阳城内一条很不出名的小巷，相传在明清时期就已出名，至清末达到

鼎盛，久而久之，驴肉越做越香，卖驴肉的户也越来越多，相继出现了胡、靳、王、徐等各家。

因沁阳古为怀庆府治，商业发达，商贾云集，每天都有各州县的客商云集这里批肉贩往各地。从

此，怀府驴肉远近闻名，这条小巷也因此得名“杀驴胡同”，一直流传至今，名声越传越广。

   

4、蜂蜜怀山药

采用野山药蒸制，食用时蘸蜂蜜，口感绵甜，药性平、味甘、补脾益胃，缓急止疼，对脾胃虚弱

、消化不良、胃肠不和等症均有疗效，也可做汤、煲汤、随意食用。

   

5、牛膝炖土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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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北方小九寨

采用本地农家放养的土鸡，加牛膝炖制而成，食之有散淤血，消肿的功效。土鸡补气、生血，两

者一起炖制，对肝肾不足、腰膝酸痛、四肢不力有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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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北方小九寨
  

七、云台山餐馆推荐

云台山庄

云台山庄是是一家集餐饮、住宿于一体的高规格宾馆。

价格：388元／桌(12菜 含4样主食)

电话：0391—7709085。 

地址：焦作市岸上乡岸上村 

老爷车露营山庄

(图片由网友 @销魂蚀骨  提供)

景区内共设有5个服务区，每个服务区内均有多家农家宾馆，在那里您可以体会“农家乐”，尝特

产，品野味，山里长的山木耳，自家养的土鸡，一切尽让您感觉农家的快乐，回味无穷。

这个餐厅时云台山诸多农家乐里的一家，离公园门口最近，价格公道。

地址: 云台山风景区岸上服务区

快餐

如果您需要的是快捷的就餐服务，可以选择云台山快餐厅或者景点的快捷小餐厅。云台山快餐厅

提供有汉堡、速食套餐等多种选择，是寻求快捷、实惠的都市人的上佳选择。

怀庆府驴肉馆

此店在焦作市区，想尝尝全驴宴的可到此店尝尝。人均消费：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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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北方小九寨
电话：0391—29210413

地址：果园路(近月季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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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北方小九寨
  

八、云台山住宿

因为云台山的门票是两日有效，您可以两次进入景区大门，每个景点允许单次进入，所以您也可

以选择在焦作市或者修武县境内住宿.

   

1、景区内住宿

(图片由网友 @旧巴黎  提供)

云台山庄

电话：0391—7709062

价格：标准间260元/间/天

地址：云台山景区内

旅人点评：服务设施齐全，房间内装有闭路电视，程控电话和空调，有大小会议室，高、中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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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北方小九寨
厅等。是休养度假，潜心创作的理想场所。

云台山兴隆宾馆 

电话：0391-7709669  手机：13782662078

价格：标准间120元/间/天

地址：云台山景区内, 距离红石峡景区1.2公里。

旅人提示：  收费低廉、服务周到热情。开设有双人标间、三人标间,

在这里住宿，晚上休闲散步可以选择万善寺景点(来回20分钟左右)。

家庭宾馆

在云台山景区内有五家台服务区、古洞窑服务区、前黑石岭服务区、后黑石岭服务区、岸上服务

区等5个服务区，共有家庭宾馆313家，每个服务区都有乘车点，交通方便，出门即可乘坐内部观

光巴士前往各个景点，独具特色的农家院，每户均有普间和标准间（有空调、独立卫生间），住

宿相对便宜，但价格不固定，随季节变化。如果您想了解当地的民风民情那农家宾馆无疑是上佳

的选择。

   

2、景区外住宿

焦作三维戴斯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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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北方小九寨

电话：0391-2288888

价格：标准间：578元/间

地址：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民主路555号

旅人点评：焦作市唯一一家国际五星级酒店，是一家现代化生活式便利酒店。酒店内设施配备齐

全，能充分满足商务和旅游观光客人的不同需要。

焦作税苑速8酒店

电话：0391-3885985

价格：标准间：148元/间

地址：河南省焦作市塔南路南段市地税局后院

旅人点评：焦作速8酒店是一家集住宿、餐饮、会议、商务于一体的挂牌三星级酒店。地处焦作的

政治中心区，位于塔南路南段、龙源湖公园旁；紧邻客运总站，距火车站仅有2.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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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北方小九寨
  

九、当地特产

   

1、海蟾宫松花蛋 

一般也叫变蛋或者是皮蛋，是修武县的特产。修武县五里源乡有一个“马坊泉”，泉水自石下渗

出，汇为巨池南流，传说这个地方是五代时期的道士刘海蟾洗丹处。泉水中产一种石壳虫，鸭食

石壳虫后，所产鸭蛋个大、质好、味鲜，还常产双黄，经过加工制作成松花蛋，奇香味异。元末

以后，历代皇帝都把他作为御宴席上的佳肴。

购买地点：特产专卖店、小摊点

   

2、修武黑山羊

修武黑山羊，个大肉多，体质健壮，肉鲜香细腻，且无膻味，其营养价值高，有益气补肾，祛寒

暖胃功能，是老年人和久病体弱者的滋补佳品，有清炖羊肉、葱爆山羊肉等吃法。

   

3、焦作柿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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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北方小九寨

焦作柿饼是用柿刀将柿皮去掉，晒干，装在大缸中用泥将口封严，柿子就闷成一身白霜的柿饼。

焦作柿饼与别处的柿饼不同，晒得干、体积小、不易腐坏，用刀切开从横剖面看到柿心空，四下

有裂纹，人称菊花心，主要用来制作糕点。焦作柿饼最好吃的季节是在冬季，可以熬汤，做甜点

。

购买地点：各摊点

吃法：熬汤、甜点

   

4、武陟油茶

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特产,土贡食品。武陟油茶成名于两千多年前的秦朝末年。具有益肝、健胃、

润肺、补肾、提神生津、强身益寿等多种功能。并具有味道浓郁、浓而不腻、芳香可口、营养丰

富、食用方便等特点，因而驰名中外，远销港、台、日本和东南亚 。

   

5、当阳峪绞胎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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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北方小九寨

绞胎瓷又称透花瓷，始于唐，盛于宋，元代以后逐渐衰落。绞胎瓷器，纹理对称，变化万千，闻

名于世，宋代器物被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和英国大不列

颠博物馆等珍藏。

修武县为恢复和发展绞胎瓷生产工艺，投入大量科技力量，进行挖掘和研究，取得了关键性突破

，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其二百多件作品被国内外机构和著名人士收藏。绞胎瓷作为河南四大名

瓷被收编入全国中小学九年义务教育美术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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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北方小九寨
  

十、云台山交通

航空：南方游客可乘飞机到郑州或者洛阳的机场。然后再转乘汽车来焦作，亦可乘坐火车直达焦

作、修武。

火车：可乘坐火车直达新乡、焦作、修武。再换成汽车直达云台山

北京到焦作火车时刻表

汽车 ：新乡长途汽车站、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洛阳锦远汽车站可以乘车直达云台山景区。

自驾游：

北京—云台山：京石(北京—石家庄)高速--石安 (石家庄—安阳

)高速--安新(安阳-新乡)高速--长济(长垣—济源)--修武南站--景区。

西安—云台山：自驾游出行，从西安出发从朝阳门向北，走华清路上西潼(霍连)高速公路，从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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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北方小九寨
桥入口，从潼关出口。从洛阳东出口下，上二广高速(洛阳济源)，到了济源转道焦温(焦作温县)高

速，到达焦作南，进入焦作市区，沿指示路标向云台山行驶。到达距景区8公里的大转盘十字口，

东北角有大型加油站，转盘中间路标写着：向东8公里到达云台山景区。

南京—云台山：从南京出发，过长江二桥上南洛高速经江苏，安徽一直到河南漯河，转京港澳高

速往郑州方向，过郑州黄河大桥后转郑焦晋高速，武陟小徐岗出口下，沿指示牌经修武向云台山

行使。到达距景区8公里的大转盘十字口，东北角有大型加油站，转盘中间路标写着：向东8公里

，到达云台山景区。

武汉—云台山：自驾游出行，从武汉出发走京珠高速途经孝感、信阳、驻马店等市，在郑州转郑

焦高速，在武陟(小徐岗)下路口下，沿指示牌经修武向云台山行使。到达距景区8公里的大转盘十

字口，东北角有大型加油站，转盘中间路标写着：向东8公里，到达云台山景区。

焦作—云台山：焦作距离云台山约30公里的路程，在焦作长途汽车站可以坐旅游车，每人大约10

元钱，行驶时间大约30分钟；也可坐三路车到方庄然后打车上山，人多可以直接打车上山更方便

一些，从焦作打车直接上山大约35到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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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云台山推荐行程

河南云台山一日游线路推荐：

A、上午9：00之前抵达，上午有选择地游览潭瀑峡、泉瀑峡、猕猴谷、地质博物馆，下午游览红

石峡、万善寺，返程。

B、上午9：00之后抵达，上午游览红石峡，下午有选择地游览潭瀑峡、泉瀑峡、猕猴谷、地质博

物馆，返程。

河南云台山两日游线路推荐：

A、上午抵达，第一天游览红石峡、潭瀑峡、泉瀑峡、猕猴谷、地质博物馆，第二天游览茱萸峰

、万善寺，返程。

B、下午抵达，第一天游览红石峡、茱萸峰，第二天有选择地游览潭瀑峡、泉瀑峡、猕猴谷、地

质博物馆、万善寺，返程。

河南云台山特色旅游线路推荐：

地质科普游线路：地质奇观红石峡--“U”型峡谷泉瀑峡、潭瀑峡--全国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地质

博物馆

历史人文游线路：佛国古刹万善寺--历代文人墨客、僧道修行圣地茱萸峰

爱国主义教育游览线路：子房湖水库--太极功夫文化表演--凤凰岭(重阳阁)

国内游客推荐旅游线路：红石峡--潭瀑峡--泉瀑峡--猕猴谷--万善寺--叠彩洞--茱萸峰，感受祖国大

好河山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国外游客推荐旅游线路：红石峡--潭瀑峡--泉瀑峡--太极拳表演--万善寺--叠彩洞--重阳阁，感受中

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优美的山水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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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旅人特别提示

1、河南省普遍物价不高，在云台山游玩会感到很从容。

2、气候与北京相差不大，但出行前请注意天气预报。

3、观光时间最好选在5-10月间，冬季前去效果欠佳。

4、云台山常用电话

    云台山咨询电话：0391-7709300

           云台山投诉电话：0391-770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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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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