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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一、八达岭温泉——曲径通幽处

网址：http://www.bhsr.com/

联系电话：69148833

   

1、简介

度假村欧式建筑风格,红顶白墙,远山近水,小桥绿草,曲径通幽,优美宁静,拥有高中低档各类客房共10

类381套,可同时接待宾客800余人。十余个不同规模的会议室,多功能厅,会议中心及先进的同声传译

等会议设备,可接待国内外各种会务需求。餐饮设有淮扬,川粤,当地特产,温泉火锅,湖边烧烤等多种

特色,满足客人不同的口味,水上舞台更为您用餐增添无限浪漫情趣。康乐中心设有保龄球,台球,乒

乓球,沙狐球,羽毛球,网球,游戏机,飞镖,影视观摩厅,歌厅,桑拿保健按摩。

旅人点评

优点：延庆县唯一的温泉疗养地，有免费西瓜和面包，边吃边泡，服务不错。夏天湖边烧烤很惬

意。人不多。

缺点：年头有点长。里面必须穿拖鞋，容易弄乱。地有点滑。没有戏水设施和私密泡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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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2、细说温泉

温泉自流井井深2006米,日产水量2000吨,出水温度52.5度,经北京地热工程研究所鉴定水质为"优质含

硼的硅质氟医疗热矿泉水",富含偏硅酸,偏硼酸,硫化氢,锂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矿物质,具有珍贵的医

疗价值。

室内温泉区3980平方米，26个温泉池分为文化休闲区,名胜汤泉区,养身健体区;室外温泉区4820平方

米12个温泉池(二期部分在建中),一期部分由六个温泉池,一个戏鱼池,一个景观池,一条小溪,一个望

湖亭组成。现在开放的温泉浴种包括:泡浴,中药浴,花水浴,冷热交替浴,舒体浴,华淋浴,瀑布浴,针刺

浴,周身浴,快乐浴,冲击浴,温石浴,涌 泉浴,旋涡浴,足腿浴,热石蒸浴,冲浪浴,鱼疗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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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3、交通

具体地址：北京市延庆县妫水北街1号

自驾线路

八达岭高速延庆方向22号出口(营城子收费站)向北直行约15分钟,穿过延庆县城即到。从北京城区

到这里高速费单程30元。

公交线路

德胜门乘919路公交车至延庆终点站(票价12元,早班车05:30,末班车18:30,5-15分钟一趟)。

   

4、住宿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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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会议室15个，最大会议室可容纳266人，会议室可提供纸、笔、茶水，更有音响、投影、幕布免费

、笔记本电脑、横幅、同声翻译等。价格面议。（一些参考价格：投影400元半天，录音100元半

天，磁带30元/时，录像200元半天。

   

5、餐饮

餐饮设有淮扬、川粤、当地土特产、温泉火锅、湖边烧烤（夏天）等多种特色。

家常菜10-20元左右，团队可制定自助餐。比较有名的是豆腐，要比城里卖的那些更细腻滑嫩。

   

6、网友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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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温泉的服务人员挺周到的，时常会提醒客人走路小心，不要滑倒了。还能及时送上干毛巾、把散

乱的拖鞋摆放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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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二、春晖园温泉——露天温泉进别墅

TEL：010-51269119 69454433

网址：http://www.bjwqdjc.com/

   

1、简介

北京春晖园度假村占地600多亩,地处北郊顺义区的温榆河畔,是一个集商务,会议,旅游,休闲度假,娱

乐,餐饮于一体的综合场所。温泉采自地下深层1800米,与北京著名的小汤山温泉一脉相承,泉眼水

温常年保持60度,属弱碱性碳酸氢钠温矿泉.即使是 数九寒冬也可尽享水疗的乐趣,为北京首座结合

温泉美容保养,活水疗养之复合式SPA休闲健康中心。其中以泳装共浴的温泉设施为其设计主轴,建

有男女共浴的温泉浴场,美容SPA,户外温泉泡池等设施。

春晖园度假村是把露天温泉池搬进别墅的第一店。极富个性化设计的湖畔别墅.温泉别墅,不但环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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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而建,景致优美,其独立的车位.庭院.门户设计不失别墅的豪华与私密。而且别墅里的庭院露天泡池,

更让宾客不论寒冬腊月,还是炎炎夏日,不论晴天气朗,还是阴雨绵绵,都可以足不出户,在个人空间享

受汩汩热泉,呼吸大自然的清新空气。

旅人点评

优点：湖畔别墅温泉感觉很不错，室内温泉和房间硬件算是北京最好的，很私密。

缺点：没有戏水。餐厅比较贵。

   

2、细说温泉

温泉浴方式包括：特色中草药温泉浴、远红外光波浴、巴斯克淋浴、日式大木桶药浴、温泉气泡

按摩浴、贵妃香身浴、牛奶浴、灵芝人参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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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3、交通

地址：近郊顺义区高丽营镇于庄 (孙河大桥沿河北岸)

自驾

a.京承高速-后沙峪出口-右转直行-古城桥过桥左转3公里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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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b.京顺路-孙河桥左转直行10公里即到

c.立汤路-大柳树环岛-东行12公里-高丽营丁字路口右转-南行5公里左右

d.北六环-火神 营出口左转-红绿灯路口左转-高丽营丁字路口左转-南行5公里左右

e.机场北线-天 北路出口向南-罗马环岛向西7公里-古城桥不过桥右转3公里即到

f.机场高速-北皋出口-京顺路-孙河桥过桥左转直行10公里即到

公交

东直门长途汽车站乘942路即到。

   

4、住宿和会议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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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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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5、餐饮

温泉会所内提供各式快餐，午餐时间11：30-13：00，晚餐时间18：00-20：00（人均消费10元-30元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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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6、网友评价

１，北京硬件最好的温泉之一，开车前往比较方便。露天温泉别有趣味。

２，洗浴的环境也很好，每个人都自己的空间，唯一不太方便的就是每次开柜子都得配合着服务

员一起开。室内没有灯就靠从头顶射进的一束太阳光，每人只给一块大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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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三、花水湾磁化温泉——天然磁化温泉

TEL： 010-51289524 69456668

网址：http://www.bjhswdjc.com/

   

1、简介

北京花水湾磁化温泉度假村的室内戏水大厅及SPA水疗馆为花水湾度假村的“靓点”。特色磁化

温泉水形成于远古北京海陆地质变迁时期，井底位于断层磁化地带，水质经天然磁化，水温达60

℃富含硫、碘、氟、偏硼酸及氯化钠（古海水）等珍稀矿物质，不仅水质清澈，且对风湿、关节

炎、心脏病、高血压等有显著的辅助治疗效果，对于女性的皮肤保养更显磁化水疗的独特魅力。

旅人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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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优点：温泉品类比较齐全，价格不贵

缺点：有点小，池子也不大，没看见什么服务人员... 基本自己动手

   

2、细说温泉

8000m2的大型戏水中心包含了戏水区、保健理疗区、娱乐区。

戏水区：有游泳池，水中健身区域，儿童乐园，演出区域，茶吧，自助餐厅。

保健理疗区：有各种独特功能的温泉泡池，桑拿湿蒸、干蒸房、石火浴、光波浴、漂浮浴、芳香

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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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3、交通

地址：近郊顺义区高丽营镇北高路 99号(近北京首都机场) 

自驾

a.京承高速白马路出口向东第二个十字路口右转前行800米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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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b.小汤山大柳树环岛向东沿顺沙路直行约9公里,见花水湾路牌左转即到

开车下高速后要穿过高丽营镇，大车特别多，注意安全！

   

4、住宿和会议

旅人提示：房间的窗户没防护网，出去玩要注意别在屋里放贵重物品。

 注：设备租用无折扣。会议室免费提供纸、笔、茶水、普通麦克2只，加会会场不打折。

   

5、餐饮

 兰雅阁餐厅：粤菜、川菜、杭州菜文化，融入了花水湾独特的餐饮风格。

农家院：

位于花水湾垂钓区，内设有包间16间和用餐大厅，可同时容纳200余人用餐。满目的农家土炖大锅

，让时光仿佛回转到童年最纯真，最诚挚的时侯。钓上几尾青鱼，农家土锅垮炖烹饪香味四溢，

舒适的人生，回味的年代。

旅人提示：没有免费的饮料，经济考虑最好自带

   

6、网友点评

设施比较齐全，磁化温泉的小气泡很有趣。饭菜都一般，倒是交通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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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四、瑞麟湾温泉——地道的世界温泉文化之旅

TEL：010-89468899

网址：www. rlwresort.com

   

1、简介

复合式温泉酒店，休闲健康中心，拥有京城数量众多的各类疗效泡池，可以充分满足温泉养生需

求。多元的温泉文化，专业的温泉养生服务和异国情调的点缀，是瑞麟湾温泉度假酒店的最核心

的特色之一。融合异域餐饮文化和“温泉入户”的贴心服务是瑞麟湾温泉度假酒店最大的特色，

也是“温泉联合国”的直接体现。

旅人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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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优点：非常有情调，紫纱幔帐的东南亚风和日式风格，养眼养心。

缺点：价格不便宜。离机场近，有的房间有飞机噪音。

   

2、细说温泉

   

3、交通

 地址：顺义区南彩镇顺平辅线39号 (近南彩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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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自驾

a.京顺路-枯柳树环岛-燕京桥-潮白河大桥左转-左堤路右转-顺平辅路即到

b.机场高速-1号航站楼出口--顺平路-燕京桥-潮白河大桥左转-左堤路右转-顺平辅路即到

c.京承高速-机场北线-顺平路-燕京桥-潮白河大桥左转-左堤路右转-顺平辅路即到

公交

a.东直门乘915到"河北村站"下车前行5分钟即到

b.从机场乘出租车约25分钟即到(50元左右)

   

4、住宿和会议

住宿：“温泉入户”的概念将瑞麟湾温泉度假酒店的舒适

与温泉文化紧密结合。其中温泉房、豪华温泉套、VIP温泉套、总统套设有独立的接待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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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会议：

   

5、餐饮

瑞麟湾温泉度假酒店餐厅的设计融汇了世界各国经典建筑风情，集世界各地饮食文化之众长，并

安排了众多异域风情的演艺。

铁木真烧烤场来自西北草原的美味，以及亚泰风味厅以泰国菜为主打的东南亚美食；以欧亚风情

为背景的巴萨西餐厅提供优雅浪漫的意大利及法国西餐，得月楼中餐厅则主打正宗的港粤美味；

装饰元素取自加勒比海岸的逍遥吧让您尽享热带雨林风情；而麒麟阁公馆宴，则是以中国三四十

年代的公馆为背景，餐厅不设固定菜牌，由请客的主人任意选择家乡菜宴请嘉宾，并创意性地配

备了具有豪门公馆色彩的私人服务。

价格：二正餐一早餐，不含酒水饮料（正餐1500元/桌起，早餐101元/人）。

自助餐128元/人

   

6、网友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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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依靠防护林建设，不用围墙也能自成一家，院内风景建筑很大气，硬件设施没的说，绝对五星水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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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五、龙泉宾馆（水云间养生阁）——门头沟最棒的落脚处

   

1、简介

北京龙泉宾馆地处于著名的西山风景区，四星级商务及度假酒店。整体采用中国古典宫廷式皇家

园林布局，内有近300套三、四星级标准客房分布于三组庭院内，各客房院落通过长廊与宾馆主楼

相连，亭台楼阁，装点湖光山色，曲径通幽，景色宜人。集住宿、餐饮、会议娱乐、温泉为一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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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旅人点评：

优点：依托宾馆，所以宾馆会议设施齐全。鹿苑里的梅花鹿是一大亮点。

缺点：温泉养生阁只是宾馆的一部分，不大。设施比较老。挨着火车道，过车的时候比较吵。

   

2、细说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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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3、交通

 地址：近郊门头沟水闸北路21 号

自驾

a.阜石路或西长安街延长线，过金安桥，沿石门路，行至三家店西丁字路口处200米

b.沿莲花池西路，到石门营向北，经葡萄嘴环岛、双峪环岛沿滨河路过公路桥200米

公交

地铁1号线"苹果园站"换乘336,941,972,972支,959,977,运通112,运通116至“三家店西口”

   

4、住宿和会议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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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价格均含早 餐 (早餐标准28元/人)

会议

免费提供：茶水,纸笔,麦克×2, 幕布×1,白板×1,白板笔×1

其他会议设备设施租赁制作费用按照酒店当日挂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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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5、餐饮

畔溪楼中餐厅：拥有总统餐厅、数十间贵宾餐厅，可供千人同时用餐；

特邀中国烹饪大师谭国第先生主理经典粤菜，同时引进口味独特的湘菜系列；

燕鲍翅雀及数百种珍馐佳肴琳琅呈现。

龙泉花式铁板餐厅：特色自助餐形式配以厨师现场制作每位158元起，多种时令海鲜、牛扒、鹅肝

、鳕鱼、多春鱼等无限享用，清酒、啤酒、果汁无限畅饮。

风味餐厅：澳门豆捞自助68元/位起，多种时令海鲜、滑类、新鲜牛羊肉、各种菌类、时令蔬菜、

精美甜点、水果、面包等各色美食任您享用，啤酒、雪碧、可乐

不限量供应。可供400人同时用餐。

农家乐餐厅：18间特色包间以门头沟地名命名，乡情浓郁，特色小菜，绿色保健、原汁原味，经

济实惠。

每天18：00-20：00供应自助晚餐(38元/人)

   

6、网友点评

喜欢这里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是门头沟泡汤住宿的最好去处。

   

7、网友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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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六、运河苑御泉——戏水泡汤两不误

联系电话： 010-89595949

网址：http://www.yhywq.cn/

   

1、简介

运河苑御泉外观宏大壮丽，内在古朴典雅，上下两层的杉木结构布局散发着原木淡淡的清香。目

光所及之处仙雾缭绕，假山飞瀑，树影婆娑中奇花异木争奇斗艳。

温泉用水采自地下两千米深处的天然地热水，出水口温度近60度，含丰富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旅人点评：

优点：戏水和温泉兼顾。门票包两顿自助，值！

缺点：作为东边唯一的娱乐温泉，一到周末就煮饺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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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2、细说温泉

“蝴蝶泉”是御泉中最大的泉池，其创意构思取材于家喻户晓的《梁祝》爱情故事。泉池造型设

计酷似一只舒展飞舞的蝴蝶，象征着爱情、吉祥、幸福，故此得名。 

   

3、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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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地址：北京通州区宋庄镇白庙村潮白河公园

公交：

地铁1号线—大望路站B出口—930（城建新村路）—燕郊下车—出租车5元到达运河苑温泉度假村

。

 自驾车：

京通快速路—通燕高速—白庙出口—见指示牌右转到达度假村。

   

4、住宿和会议

房间价格均含早餐，加床收费100元/ 床/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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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免费提供纸,笔,茶水;投影仪租金200元/半天,无线麦克租金50元/半天

   

5、餐饮

度假村内设有海鲜粤菜餐厅、潭家菜食府、海鲜厅、家常菜餐厅；一层家常菜餐厅可以同时容纳3

00人同时用餐；也是会议团队的理想选择。二层包间主打官府潭家菜是您高档宴请最佳之选。

自助餐供餐时间: 午餐11:00-14:00,晚餐18:00-21:00。

旅人提示：

自助凉菜居多。一百多元的门票包含两顿自助，不要对口味又太高要求，吃饱是关键。

   

6、网友评价:

1，地方很大，室内的药浴温泉不错，中间大池子水温较高。室外的温泉看着不是很干净。戏水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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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园游戏种类较多，水有点凉。自助餐的评价有好有坏，看个人爱好了。

２，挨着潮白河（那个不是运河，运河在通州城里），在河西岸，河东边就归河北的燕郊了。有

朋友住在运河苑附近，说手机信号经常在北京河北来回自动切换，也就莫名其妙多了好多长途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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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七、南宫温泉——南城平价老池子

联系电话：83315566，83393930

网址：http://www.nangonglvyou.com/

   

1、简介

北京南宫生态旅游区位于丰台区王佐镇南宫村，地处北京西南郊，东临永定河，北接云岗航天城

，距北京市内25公里。总揽北京地区300余口天然温泉井,按水井深度和水温高度排列,丰台南宫的"

京热69＃井"出水温度70℃,排名第二。

旅人点评

优点：价格便宜，南城市区内交通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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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缺点：设施老，销售接电话态度很差。

   

2、细说温泉

温泉养生中心：设有36个温泉池，分为沐浴区，桑拿区，石板浴区，木板浴区，药浴区，室外泡

汤区，冲击浴区，运动休闲区等。水质清澈，富含多种微量元素。中心室外温泉玉桥横跨，淋廊

环绕，配有农家特色餐厅，垂钓厅，休息厅，按摩室等设施。

温泉水世界：标准泳池，造浪池，戏水池,儿童戏水乐园，温泉按摩池，漂流，戏水滑道等设施。

水世界的水源全部来自南宫的地热井，冬季采用地板辐射取暖，全年室内保持恒温28℃。

行程安排：

到南宫可先入室内温泉水世界，里面有温泉泳池、人工造浪池、儿童戏水乐园等娱乐设施。造浪

的时候，大人和孩子都可以玩。水世界主要都是些娱乐设施，如果想纯粹泡汤，室内的池子数量

比较少，而且不大。建议去温泉养生园，有特色的是户外的茶浴，温泉池里配上特色的茶叶和中

药，氤氲的水汽伴着茶香阵阵袭来。想歇歇的时候，可入养生馆的大厅里温泉垂钓半日，温泉水

里养的都是鲜活水鱼，按钓来鱼的斤两收费。

娱乐够了，到温室公园采摘的活动不可少，门票需要20元。温室里的主道旁每隔一定距离种植着

北方难得一见的香蕉树，有的树上已有香蕉成熟，尝上一根，新鲜程度和市面上捂熟的味道就是

不一样。好吃不便宜，一根5元钱。这里还可以摘到其他热带水果，橘子、柚子都是5元一个，限

量采摘。像芒果、火龙果，如果赶巧到成熟期，也能采摘到一些。其他的蔬菜品种，彩椒、樱桃

西红柿、番杏、水培的叶类蔬菜等大多为10元一斤。有采摘礼品盒提供，建议提前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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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3、住宿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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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租用会议场所免费提供茶水、纸、铅笔。

   

4、餐饮

早餐在西餐厅，东西的种类还不少，面包就有四种，都是新鲜的，一咬松松软软，很好吃。其他

的还有青菜、包子、油条、饺子、鸡蛋、肠、沙拉、炒饭、酸奶、豆浆、水果等。除了面包好吃

外，这里的酸奶是那种带果粒的，不像有的酒店拿那种超市里面最便宜的酸奶糊弄人，还有这里

的麦片粥特别好喝，推荐。

 午餐和晚餐有西餐厅。东西种类不少，虾、鱼、鸡肉、牛肉、猪肉、青菜、沙拉、凉菜、鱼排

、春卷、排骨、炒菜等，味道还不错，甜点的种类也不少。蛋糕都是新做的，黑森林、巧克力、

抹茶、奶油蛋糕，还有泡芙、小蛋挞等，可选择余地挺多的。

   

5、交通

                                               40 / 68



�������

北京温泉攻略-下

地址：北京丰台区王佐镇南宫村

乘车路线：

六里桥乘321,339,长椿街乘662,中关村乘983(南宫专线),海慧寺乘971(南宫专线),917(青龙湖专线),北

京南站乘458,丽泽桥乘459均可到达

 

 自驾路线

a.京石高速经杜家坎收费站后，第一个出口(赵辛店,云岗)下高速，沿107国道前行，第二个红绿灯

右转(有路牌)，沿路牌指示路线行驶即到

b.京石高速11A出口(南宫,王佐)下高速，右转直行约3公里见红绿灯右转即到(有路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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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八、龙熙温泉——超级阳光海岸度度假地

联系电话：010-89282288, 89282222

网址：http://www.longxiresort.com/

   

1、简介

龙熙温泉度假酒店位于大兴庞各庄，是一座以时尚、健康、休闲、高雅为概念的五星级度假酒店

。它以38万平方米的龙熙顺景豪华别墅区为背景，怀抱加州阳光海岸风格的“水世界”景观，坐

拥千亩高尔夫球场翠景，风光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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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10000平方米的加州阳光海岸温泉水世界，是龙熙的一大亮点，这里室内外共有35个泡浴池，整个

水世界笼罩于巨大的玻璃幕墙中，白天整体通透灿烂，千米扇形泳池，伴有环形喷泉廊，一条清

澈水道蜿蜒如河流，贯穿室内外，直达幕墙外各类温泉池；热带植物遍布其中，再造热带雨林绿

色奇观。这里的药用温泉弥漫着清新的药香味，当您陶醉的躺在药泉池中，感觉汩汩的温泉从身

下涌出，看着池中袅袅升起的雾气盘旋在身体周围，那份迷离、那份缥缈能使身体得到全面的放

松。龙熙温泉水世界秉承中国悠久的温泉文化，与中医理疗充分融合，充分利用大自然的恩赐、

利用温泉浴休养生息。

旅人点评

优点：环境超好，服务没的说

缺点：贵就一个字。

   

2、细说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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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龙熙薄荷汤池-清凉,散风

�金银花香汤池-清热解毒,去火,消炎

�龙熙天然温泉池-纯天然温泉水,富含丰富的矿物质如氮,氧,矿化氢等

�香薰果汁泡泡汤池-深层洁肤,抗衰老,令肌肤更富弹性

�花瓣精油汤池-滋润美肤,舒缓神经,放松全身肌肉,消除紧张压力

酒文化区

�韩式真露酒汤池-舒筋活血,增强新陈代谢

�特色浴足保健池-矿物质及中药成分刺激脚部穴位,促进血液循环,消除疲劳,改善睡眠等

�龙熙宫廷沐浴汤池-滋润皮肤,消除疲劳,美容养颜

茶疗区

�绿茶养颜汤池-护肤养颜,美白肌肤,去除皱纹等

�花茶养生汤池-护肤养颜,美容肌肤,预防皮肤衰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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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红茶养生汤池-养颜护肤,保健美容,润泽肌肤

�龙熙保健温泉池-有医疗保健功效,慢性泌尿系统疾病,慢性胃肠炎等有辅助调养作用

外滩外围池

�龙熙矿物温泉池-补充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对糖尿病等有辅助调养作用

�龙熙特色啤酒浴-可刺激及营养皮肤,能解除疲劳,增加皮肤弹性,细腻有光泽

�龙熙养生冷水池-健体爽身,促进血液循环

�龙熙冷水池-促进血液循环,增强皮肤新陈代谢,防治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等症

�龙熙红玫瑰池-提神,放松心情,减轻压力

�儿童戏水池(龙熙幼龙池),温度27℃～29℃

北长廊区

北长廊即冷热保健区,有干蒸,湿蒸和冰蒸及7个不同功效的泡池,在"冰火两重天"的交替中,可以起到

减肥,滋润皮肤,美容美颜和提高人体免疫力的功效

地热广场

地热广场设有地热床两块,温度36℃-38℃,表面铺有光滑而洁净的大理石,下面由温泉水循环供热,温

度适中。祛寒除湿,对风湿性关节炎,脊柱炎等病症有很好的疗效

黄帝盐床

盐床温度28℃-37℃,具有杀菌消毒,清洁皮肤,保湿,去痘,美白,防皱的功效,还能去脂减肥,降血降压,对

关节痛,风湿病,抗衰老有一定辅助治疗作用

   

3、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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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顺景路8号

自驾路线

玉泉营-京开高速-庞各庄瓜乡桥-向西3000米-龙熙顺景别墅区西侧即到

 旅人提示：夏天泡温泉回来别忘再弄俩正宗庞各庄西瓜

公交路线

公交937路至瓜乡桥站西行3公里即

   

4、住宿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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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攻略-下

会议室（价格请来电咨询）

最大的牡丹宴会厅600平米，中空无柱，配备完备的会议设施，适合大公司宴会，年会等特殊需求

；

中型会议室玉兰厅200平米，适合100人左右的常规会议；

另有六个小型私密会议室和三个VIP休息室。可满足30至50人从高级会议、小型会议、到表演、展

示、立式酒会等的多种需要

提供：投影仪、幕布、移动白板、激光笔、录音笔、音响设备、幻灯机、同声传译、茶歇、果盘

、鲜花、小毛巾、纸、笔等。

   

5、餐饮

餐饮

美食长廊：位于游泳池的旁边,被各种绿植簇拥,一条蜿蜒的小溪从其下穿流而过,成群的鱼儿在小

溪里畅游。美食长廊免费供应茶点:口味独特的西式甜点,新鲜爽口的各式水果,浓郁咖啡,淡雅红茶

⋯茶点供应时间15:00-17:00 / 21:00-23:00

那珀西餐厅 酒店二层

自助（139元/位）和散点，同时坐观水世界美景。每周五和周六晚上有异域歌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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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早餐：7：00——10:00

自助午餐（周五、六）：11：30——13:30，自助晚餐（周五、六）：17：30——21:00

芭叶香依泰餐厅 酒店二层

东南亚的各色美食午餐：11：00——14：30，晚餐：17：00——21：30

龙吟阁中餐厅 酒店五层

以湘菜、潮粤菜、杭州菜、新派淮扬菜、北方菜、官府菜为主。配有中厅花园、室内回廊以及二

十三不同风格的包间。

午餐：11：30——14：30，晚餐：17：30——21：30

萨礼睦餐厅 酒店五层

新疆菜、清真菜，是同类酒店中少有的特色新疆餐厅

午餐：11：00——14：30，晚餐：17：00——21：30

   

6、网友评价

我觉得是京城大型温泉度假中心中较好的一家，很喜欢那里的温泉，尤其是鱼疗池比较有特色，

被鱼咬脚的感觉既舒服又觉得痛痒难忍，盐浴也很喜欢，整个人藏在盐堆里排汗又排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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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帝景温泉——连接京津的保健温泉水

联系电话：022-29667788

网址：无

   

1、简介

帝景温泉度假村位于天津市宝坻区西南, 所在地第三纪地热温泉储藏80亿立方,水温高达96℃,水质

清澈透明,富含锂,锶,锌,偏硅酸等多种保健矿物质。丰富的矿物质含量,温和的水质和充沛的储量,实

属国内罕见的保健温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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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景温泉度假村融汇世界温泉沐浴文化风情,是集温泉沐浴,休闲保健,生态旅游以及完善的住/餐/娱

/购配套于一体的新型综合健康的温泉休闲度假景区。包括公共温泉区,国际风情区以及12栋VIP温

泉别墅,商业街以及完善的SPA健康保健中心,客房,更衣,餐饮,娱乐配套等。

 旅人点评

优点：特色是土耳其浴。

缺点：不是所有浴池都开放（分季节），如果不是去天津，距离有点远。

   

2、细说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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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温泉区

浪漫春园----水面总面积约为1300平方米,主要植被以桃花为主,以迎合该园区的主题,营造浪漫缤纷

的春季特征。特色温泉及配套服务项目:荷花泉,石板泉,宝石泉,医疗咨询中心,加料中心,健身中心,

香薰休息厅

动感夏园----水面总面积约为4000平方米,整个园区标准日接待量可达3000-5000人,是整个园区水面

面积与接待量之首...特色温泉及配套服务项目:世界上最大的温泉泊浪池,世界最长的温泉漂流河,瀑

布泉,水上表演台,儿童乐园,观月台,柳青泉,晨风泉,暖阳泉,揽月泉,彩蝶泉,梦星泉,晴雨泉,凤鸣泉,花

影泉,追星泉,听溪泉,蝉语泉

康乐秋园----水面面积约为90平方米,主要以各种加料温泉为主,根据温泉中所泡制的特殊材料命名

。特色温泉及配套服务项目:老人泉,灵芝泉,薄荷泉,红花泉,人参泉,柠檬泉,菊花泉,当归泉,玫瑰花泉,

芦荟泉,红酒泉,三丫苦泉,咖啡泉

温情冬园----水面面积约为900平方米,全日式温泉风格,采用不露天或半露天的泉池,为您阻挡寒风

的侵袭...。特色温泉及配套服务项目:名木泉,岩洞泉,矿砂泉,蝴蝶泉,芦花泉,梅花泉,松风泉,竹影泉,

冬园大温泉,(廊内)泉,小食坊等

  国际风情区

日式和风包房----东瀛景致,异国之旅

设计特别的纯日式风格庭院,内含单独温泉池以及完备的内部设施设备,包括沙发,音响等,免费提供

饮料,小包点。让您和您的客人,家人,朋友共同体验传统的日式沐浴文化风情,享受尊贵私密的商谈,

聚会空间。天体浴区设在公共区域,分为男部与女部,中间有阻壁隔开,温泉水由其下部相通,根据中

医阴阳调和的理论,达到阴阳互补的功效。

土耳其浴堡----中东格调，异域享受

土耳其人,把东罗马帝国时期留下来的罗马浴发扬光大,成为气派十足的土耳其浴。土耳其浴堡,还

原原汁原味的土耳其浴,建筑装修体现中东格调,设有特色桑拿 浴及蒸汽浴。独具特色的肚脐石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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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具有特殊效果的治疗石经过温泉水加热后,根据人体经脉在身体经络部位按摩,滚压等,可起到

舒经活血之功效。

   

3、交通

帝景温泉位置

位于天津市宝坻区西南,京津新城内，西北距北京市98公里,

南距天津市40公里,东距唐山市105公里。

 自驾路线

京沈高速路到宝坻北口,转津蓟高速天津方向,至宝坻温泉城3号出口(车程1小时左右)

乘车路线

乘长途车到天津宝坻,换乘直达公交车(详情可在宝坻当地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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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住宿和会议

会议室：

5个大小会议室，可容纳20-300人。提供免费纸笔茶水幕布等，无其他服务。价格去电洽谈。

   

5、餐饮

中西式自助早餐28元/位

   

6、网友评价

1，住宿的日式房间挺有意思

２，冬天的时候过来的，户外还有点点凉，不过在水中温温的，出来好像就能够抵御严寒

在水中释放疲劳，很舒服，好像疲惫很快就能缓解

                                               53 / 68



�������

北京温泉攻略-下
  

十、茗汤温泉度假村：河北雪景温泉

联系电话：0316-7211210

北京办事处电话：010-63391293、87627306 13651004733

网址：http://www.mtspa.cn/

   

1、简介

茗汤温泉度假村拥有室内外108个各式温泉池，提供原汁原味的温泉活水，清澈透明，无色无味，

更含有许多有益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是纯正的顶级美人汤，被誉为京津第一泉！

茗汤温泉属于苏打型地热温泉，为碳酸氢钠泉。井口水温约60摄氏度，水质清澈无味，水中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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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如锂、锶、锌、澳、碘、偏硅酸、偏硼酸、放射性氡等。按

照《天然矿泉水地质勘探规范》（GB/T13727-92）中附录B的规定，茗汤温泉泉水中偏硅酸（含量

为37.3mg/l），偏硼酸（含量为2.0mg/l）已达到医疗价值浓度；氟（含量为3.2mg/l）达到命名矿水

浓度，温度为57℃（≥34℃），可命名为偏硅酸、偏硼酸有医疗价值的氟型淡温水。浸浴可保持

肌肤洁白且富有弹性，可治疗关节炎、肩肘炎、神经性骨痛、类风湿等多种疾病，能起到舒筋活

络，强身健体，润肤养颜，抗衰老等保健作用，浸泡时间得宜还有显着减肥的功效。

旅人点评

优点：泡池很多，冬天可造雪景

缺点：没有戏水设施

   

2、细说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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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通

 地址：河北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公交：

公交车943直达（北京南站-霸州火车站），或从木樨园/赵公口乘霸州长途车（每半小时一班）。

自驾车：玉泉营向南，沿京开高速106国道行驶50分钟左右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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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餐饮

香港四大名厨食神戴龙大师坐镇，“八大主题”

1.至尊鱼胶菜品 2.十大金牌推荐 3.山地飞禽 4.粗粮素食 5.养生汤水 6.港式点心 7.平价农家小炒

8.特色江海河鲜

   

5、网友点评

人比较少，水很干净，药浴池的药少的可怜。据说冬天会用造雪机制出白雪覆盖的效果。

   

6、住宿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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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华御金海温泉：固安温泉之乡

联系电话：0316— 6125666，6125988

网址：www.huayujiudian.com 

   

1、简介：

华御(金海)温泉度假村隶属于华夏集团，由天伦国际酒店管理集团管理，位于北京南大门京开高

速公路106国道西侧，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交通便利，距北京、天津、白洋淀风景区之间各70多公

里的中间位置，行车一小时，占地面积650多亩，是理想的养生、休闲、度假、娱乐场所。

华御(金海)温泉度假村是按国际酒店标准设计建造，建筑风格独特，田园气息浓郁，集客房、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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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温泉、康乐休闲、大型垂钓、标准温泉泳池、网球、篮球、足球、台球、沙壶球、乒乓球、

保龄球、羽毛球、健身房、高尔夫练习场于一体的综合性涉外度假村。

旅人点评：

优点：人少，绿化不错

缺点：交通实在不便

   

2、简介：

华御(金海)温泉度假村隶属于华夏集团，由天伦国际酒店管理集团管理，位于北京南大门京开高

速公路106国道西侧，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交通便利，距北京、天津、白洋淀风景区之间各70多公

里的中间位置，行车一小时，占地面积650多亩，是理想的养生、休闲、度假、娱乐场所。

华御(金海)温泉度假村是按国际酒店标准设计建造，建筑风格独特，田园气息浓郁，集客房、餐

饮、温泉、康乐休闲、大型垂钓、标准温泉泳池、网球、篮球、足球、台球、沙壶球、乒乓球、

保龄球、羽毛球、健身房、高尔夫练习场于一体的综合性涉外度假村。

旅人点评：

优点：人少，绿化不错

缺点：交通实在不便

   

3、细说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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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外温泉池共80余种，可根据自身需要选择不同疗效的活泉水、含有各种矿物质、多种有益

健康的微量元素温泉泡池，“液态黄金”泡浴可保持肌肤洁白富有弹性、可治疗关节炎、肩肘炎

、类风湿、舒筋活络、消除疲劳、润肤养颜、抗衰老等强身健体保健作用。温泉区还设有别具特

色的阳光茶室和美食长廊、露天烧烤、冷、热间歇瀑布温泉池，石板地热广场的石疗浴，它是在

平滑石板下不断为石板加热、注入含有40多种微量元素的温泉活水。 

   

4、交通

地址：河北省固安县牛驼镇 (106国道西侧)

公交：公交车943路"金海温泉度假村"站即到

 自驾车：京开高速南行70公里处(有路牌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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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住宿和会议

   

6、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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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安家常特色菜及川、淮阳、湘、粤等精品菜系。

自助早餐每位人民币29.00元净价。1.2米以下儿童用早餐免费，1.2米以上按成人价收费。

正餐零点，包桌：500元/席起。享受免服务费之优惠

                                               63 / 68



�������

北京温泉攻略-下
  

十二、旅人泡汤锦囊

   

1、八大注意

1、一定要记得把身上的金属饰品摘下来,不然你会很难过地发现自己心爱的首饰已经被硫泡成黑

色的了。

2、切忌空腹或太饱时入浴,泡温泉时应多喝水,随时补充流失的水分。

3、选择适应自身的高、中、低温度的温泉池,一般从低温到高温,每次１５－２０分钟即可。

4、温泉不宜长时间浸泡,否则会有胸闷、口渴、头晕等现象。

5、凡有心脏病、高血压或身体不适者,不宜泡温泉,除非经医生允许。

6、皮肤干燥者浸泡温泉之后最好立刻抹上滋润乳液,以免肌肤水分大量流失引起不适。

7、最好不要独自一人泡,以免发生意外。

8、泡完温泉后不必再用清水冲洗,但是强酸性温泉和硫化氢温泉刺激性较大,最好还是再冲洗一下,

以防有副作用,皮肤容易过敏的人更要注意了。

   

2、美容泡汤几步走

1. 泡汤前仔细清除彩妆: 泡温泉前的卸妆，是美肤的首要环节，亦是泡汤礼节之一。千万不要嫌麻

烦，因为，干净的肌肤才能确实吸收温泉中的矿物质成分！

2. 先沐浴再进入汤池: 沐浴清洗最好花十分钟的时间来做，因为就健康而言，不但不会让体温忽冷

忽热而难于承受，更可加速血液循环，从而让温泉中的矿物质更有时间进入皮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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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十分钟休憩一次: 当身体由下半部开始慢慢浸入汤池后，大约十分钟的时间就该离池休憩一次

。同时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洗洗头发，并让身体小憩一下。休息的时间也可在十分钟左右，如此往

返三五个回合，身体就会感觉异常舒服，皮肤也自然紧致而有光泽。

4. 泡汤完毕先拍化妆水: 当以上回合的泡汤步骤结束之后，你第一要做的动作就是将化妆水拍打脸

部。为了不让温泉中的矿物质成分流失，当泉水还停留在身体之际，就将化妆水以拍打的方式渗

透到皮肤中，这样的步骤安排能使胀开的毛孔迅速收缩，肌肤更加滋润，同时易保留温泉中的有

益物质。

5. 敷面膜或按摩的最佳时机: 最后，再敷一个保湿面膜或是同时利用按摩油为手足做个小按摩，将

使你的温泉美容全程划上最完美的句号。当然，此时再喝点矿泉或是绿茶，为身体及时补充水分

，也是最有效的美容、健康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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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北京温泉攻略上

http://d.lvren.cn/gonglue/beijing/G4420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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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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