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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达岭长城旅游攻略（2013 年版） 

 

简介 
八达岭长城位于北京市延庆县军都山关沟古道北口，海拔高达 1015 米，地势险要，城关坚固，是长城重要关口居庸关的前哨。史称

天下九塞之一，是万里长城的精华和杰出代表。八达岭长城是明长城中保存最好的一段，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段。 
 
古称“居庸之险不在关而在八达岭”。该段长城地势险峻，居高临下，集巍峨险峻、秀丽苍翠于一体。八达岭景区除了长城外，还有长

城碑林、五郎像、石佛寺石像、金鱼池、岔道梁、戚继光景园、袁崇焕景园、长城碑林景园、岔道古城等景点。现在，八达岭初步形

成以长城开放地段和中国长城博物馆、长城全周影院为主体，三个免费景园为辅助，残长城、岔道古城两个附属景区为补充的层次感

较强的游览体系。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广德公、寒烟烟、网际飞侠、江山笑烟雨遥提供） 

 

门票 开放时间 
每年 4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采用 旺季 开放时间 

八达岭长城：            45 元 

八达岭缆车：            60 元（往返） 

八达岭长城全周影院：    40 元 

八达岭水关长城：        26 元 

岔道古城：              免费 

八达岭长城开放时间：    6:30-17:30 

 

八达岭长城套票    >> 立即预订 

八达岭长城+全周影院（成人票） 85 元  同程价 80 元 

八达岭长城+全周影院（学生票） 65 元  同程价 60 元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每年 11 月 1 日至来年 3 月 31 日采用 淡季 开放时间 

八达岭长城：            40 元 

八达岭缆车：            60 元（往返） 

八达岭长城全周影院：    40 元 

八达岭水关长城：        20 元 

岔道古城：              免费 

八达岭长城开放时间：    7:30-17:00 

 

八达岭残长城    >> 立即预订 

八达岭残长城  50 元    同程价  35 元 

历史的见证 

看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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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17u.com/blog/8626805#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1441664#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7211508#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2692458#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301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1281.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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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达岭长城旅游攻略（2013 年版） 

 

一起游北京 APP 

 

 

 

历史的见证 
八达岭这名，最早时见于金代诗人刘迎的长诗中《晚到八达岭下，达旦乃上》和《出八达岭》。

元代，这里称“北口”，是与南口相对而言。南口在北京北郊昌平县境内，从南口到北口，中

间是一条 40 里长的峡谷，峡谷中有万里长城的著名关口“居庸关”，这条峡谷因此得名叫“关

沟”。八达岭高踞关沟北端最高处。这里，两峰夹峙，一道中开，居高临下，形势极其险要。

自八达岭下视居庸关，如建瓴，如窥井。“古人有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之说。

八达岭山口的特殊地形，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一向驻以重兵把守。八达岭成为军事战略要

地，可追溯到春秋战国。 
 
据《史记》记载和近年来文物工作者普查，都证明八达岭一带在战国时期筑有长城，而今仍

见残墙、墩台遗存，其走向，与今明长城大体一致汉习记载：曾设军都、居庸两座关城。北

魏《水经注》说：“居庸关在居庸界，故关名也，南则绝谷，垒石为关址，崇墉峻壁，非轻功

可举……其水历山南，迳军都界……，”因此，有专家认为汉置居庸关，关址在八达岭。“居庸”

之名从何而来？是秦始皇筑长城，从南迁徙一批贫苦农民和囚徒，到军都山妫川小盆地定居，

称为庸徒居处。汉武帝时，将妫川置居庸县（仿延庆）。《水经注》所记载的关址地形地貌和

山水流势，与八达岭的地理环境相同。 
 
明代万里长城，再不是单一的一道高墙，而是修筑成“层层布防”的纵深防御体系，重点地

区还修筑了多道城墙、关隘。宁夏、陕西、山西、河北等地，都修筑了长城复线，山西设置

的长城复线就有四条这多。在重要的交通军事要地，修筑多座关城和多道较短的墙，如雁门

关的十里山谷，有 28 道石墙，可谓“寸土设障，步步为营”。 
 
八达岭是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第一位帝王秦始皇东临碣石之后，从八达岭取道大同，

再驾返咸阳，而肖太后巡幸、元太祖入关、元代皇帝每年两次往返北京和上都之间、明朝帝

王北伐、清代天子亲征……八达岭都是必经之地。到于历代皇亲贵族、文人墨客吟诵八达岭的诗文更是数不胜数，最早留下诗章的是

唐代诗人高适，他诗中写到“绝坡水连下，群山云共高”。至于在那些民族纷争、金戈铁马的岁月，八达岭上更是上演过一幕幕恢宏的

史剧。而今，旧中国的苦难，两千年的历史诸侯争霸，朝代更迭的往事，都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长城十万里，文化五十年，时代赋

予了八达岭长城以新的使命。它像一座宝贵的历史丰碑，矗立在万山之巅，闪烁着中华民族文明和智慧的光彩，也现出中华民族坚韧

不屈、百折不挠的伟大品质和精神，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路从此分，四通八达，故名八达

岭，是关山最高者。 

——明·《长安客话》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广德公提供）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yi-qi-you-bei-jing/id585100042?ls=1&mt=8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8626805#refid=2582175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yi-qi-you-bei-jing/id585100042?ls=1&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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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八达岭残长城 
八达岭残长城自然风景区位于八达岭长城景区西南 5 公里处。它是八达岭长城防御的西大门，这里崇山峻岭、深沟险壑，长城城关相

连，墩堡相望。由于保存原始，虽然残缺，但雄风犹在，那断壁残垣，在斗转星移，晨昏更替之间，默默地讲述着历史的沧桑，古战

场的昨天…… 
 
明崇祯十七年（1644 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并且亲自率领大军东征，过黄河、进山西，经打通，克宣府，大驱直入，兵

临雄关八达岭，冒死冲杀，死伤无数，久攻不下。正愁肠百结，当地老者献计，转而奔袭残长城，守将唐英中计离关，李自成趁隙破

关直入，兵逼北京城。后人将此历史事件编成京剧，名为《三疑计》，广为流传。 
 
八达岭残长城是历史的见证，它不仅见证了重大的历史事件，也见证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浩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修建。据考证，在八

达岭古长城发现了两处具有考古价值的遗址。一是当年修建长城的石料场，被劈开的巨岩清晰可见，尚未加工完毕的石料凿痕历历。

另一处是当年烧砖的砖窑群，缭绕的烟雾似乎永久拂弄不去，历历在目，如历史的嘴巴。八达岭古长城走一步是历史的传说，踩一脚

是历史的遗迹，在这里你是走在昨日，而不是今天。 
 
昨日今日此山中，古长城上盔缨红。沙城征伐今不见，自然依旧笑东风。八达岭古长城自然风光无限，“杏花坡”每临春季花团锦簇，

银波粉浪；“荆花谷”到了夏天便汇成蓝色的海洋，偶有微风波涛依旧阵阵……它们环衬着残长城，它们守护着古长城。 
 
八达岭残长城，定位在一个“残”字上，它构成了古老文化的残缺美，残长城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让每一位游人进入景区后就仿

佛进入历史的昨天，在其间徜徉沉思…… 

 

 

 

 

 

 

 

 

 

 

 

 

 

 

 

 

 

 

 

看点①：城墙 

八达岭长城城墙高 6—9 米，平面呈梯形，底宽 6.5—7.5 米、顶宽 4.5—5.8 米。大部墙顶宽阔平坦，可以“五马并骑、十人并行”。

青龙桥一带，山陡坡险，墙顶较窄，最窄处仅 2 米多。城墙中线偏于外侧，外侧墙高，内侧墙低。墙两侧用花岗岩石条包砌，石条宽

0.5 米、高 0.4 米、长 0.8—1 米不等，最长石条达 3.1 米，重 1.5—1.7 吨。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寒烟烟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1441664#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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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陡峭山坡或平缓地段，石条均逐层水平垒砌，纵横交错，横架竖垒，咬合成一体，合缝

处灌以灰浆。墙体内填泥土、石块，用夯砸实。墙上体为 3—4 层城砖，用石灰膏粘接灌缝。

城面上用墙砖铺砌，使墙顶平整。墙砖长 0.4 米、宽 0.2 米、厚 0.1 米，每块砖重 15 千克，

在坡度较大的陡峭地段，筑成梯道，便于上下。 
 
墙顶两边有砖砌矮墙，外侧叫雉堞或垛墙，内侧叫宇墙或女儿墙。垛墙为迎敌面，墙高 1.7

—2 米，便于掩护人体，一般在人体胸部高度开始筑垛口，垛口之间距离约 1 米。垛口的砖

是特制的，一边为斜边，码在口上，呈扇面状，外宽内窄，观察面大。挡垛上部设有瞭望孔。

墙下部砌有射孔，用以射箭投石。部分射孔和瞭望孔的砖面上雕有图案花纹。内侧宇墙高约 1

米。垛墙和宇墙都用城砖砌成，墙顶用一层脊砖。脊砖两边低中间高，或内侧高外侧低，便

于排水。城墙顶部形成有墙的巷道，在两边墙根砌有小水槽，积水沿水槽流到较低处的宇墙

下部，经出水孔把水引至墙外的吐水嘴上，泻流城墙外。吐水口是 1 米多长的石槽，在长城

内侧，伸出墙体以外。 
 
每隔一定距离，城墙下部即开有一个登城口。口为券门洞，高 1.8 米、宽 0.8 米，门框用 4

块规格一致的石料组装，门内有石阶，通向城墙顶上。城墙在跨过溪流、沙河的地方都用砖

砌成水门，有的大如城门，如石佛寺水关；有的较小，像一座桥，城墙从桥上经过。城墙经

过小路时留有一个过门，平时可以出入，战时堵塞。 

 

看点②：敌楼 

八达岭长城共有敌楼 43 座，形制相仿又各具特色，其中有巡逻放哨用的墙台，也有上、下两层的敌台，上层周围设垛口和射洞，下

层为士兵住宿和存放物资的房舍。台堡的距离根据山势和地形而设。一般敌楼为两层，高 10 米、长宽均 10 米。全部为砖石结构，第

一层和第二层顶部做成许多拱券，有梯道上下。两层均有射击口、瞭望口和吐水嘴，楼上有垛口，台突出墙外，收墙于台内。已修复

南四楼、北四楼及北五楼等 16 座敌楼。 

 

① 南、北四楼。位于关城南、北两峰上，南、北各有 4 座敌楼，是最早开放游览的地段。

两峰相对高差大、坡度陡，敌楼由低处向高处依次峙立，南北遥相呼应。从关城到南四楼，

城墙长 685.8 米，高度上升 127 米，平均每 6 米即上升 1 米。三楼与四楼之间，山势陡峭，

城墙逶迤约 500 米，最险要处坡度达 70 度。从关城到北四楼，城墙长 767.5 米，高度上升

155 米，比南峰距离长，但较南峰平缓。过第三楼呈马鞍形，先下到鞍座部再往上登第四楼，

此段有 100 余级台阶。这 8 座敌楼与敌楼之间的长城于 20 世纪 50 年代修复。 
 
② 北五楼。券洞最多的敌楼。楼长 9.25 米、宽 9.34 米，上下两层。从券门进入一层，内有

许多券洞，每面 4 行砖垛，每垛之间都用券顶拱连，共 30 余个券洞托起第二层的地面。 
 
③ 北六楼。面积最大的敌楼。楼长 12.6 米、宽 8.5 米，底层面积约 100 平方米。长面 7 行

砖垛，宽面 4 行，垛顶发券，形成四方廊形券道，中间留空，成为长方形天井。可从天井登

梯上到楼顶。 
 
④ 北八楼。海拔 888 米，为八达岭长城海拔最高的敌楼，是俯瞰长城最佳之处，故又名观

日台。楼内两层，有梯可上。一层迎敌面有 6 个箭窗，其数目之多居敌楼之首。关城平台到

北八楼长城相距 1500 余米，相对高度 228 米。 
 
⑤ 建有铺舍的敌楼。新修复的敌楼中有两座建有铺舍。一是北十楼，一是南六楼。铺舍是

建在二层楼上的小屋，硬山顶，雕窗红柱。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寒烟烟提供）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广德公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1441664#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8626805#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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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③：墩台 

又称烽火台。八达岭长城外的东、西山上，各有一座墩台。墩台高均五丈，周围建小城，高一丈五尺，上设悬楼垒木，下设壕堑吊桥，

外设塌窖陷阱；门道上置水柜，冬日盛冰、夏日盛水；不修台阶，以绳梯上下；每台有火铳、火炮 2 门，有守卒 10 人，由附近城堡

驻军防守，与城堡组成一个纵深防御网。明成化二年（1466 年）规定举烽办法，即敌人来百人以上一烽一炮；五百人以上二烽二炮；

千人以上三烽三炮；五千人以上四烽四炮；万人以上五烽五炮。 

 

看点④：城台 

又称墙台。指稍高出长城墙顶，四周砌有堞墙、垛口、射洞等平台型建筑。此是古代士兵们

的巡逻放哨之处，以及发生战争时进行据守防御的地方。例如八达岭关城门顶的平台，即为

城台。 

 

看点⑤：战台 

修筑于长城沿线的交通要道或地势险要之处，为碉堡式建筑，有一、二、三层之分，规模大

小不 一。内可储兵器、弹药及其他战略物资，作用大于敌楼。据明代刘效祖所著《四镇三

关志》记载，在戚继光的规划和督办下，从山海关至北京的长城沿线，共筑敌台、战台一千

二百座(原计划要建三千座)。当遇战争爆发之时，在敌台上可"从上临下，用火器、佛郎机、

子母炮更番击打"，"器用尽以火炮代之"。一个战台一般需 30 人守台、30 人守垛，分 6 伍，

备火药 300 斤。此外，在战台上还存有神箭、铁棍，以及数以千计的大小石块，同时还储备

一个月的口粮和用水等。这种"制作久而弥精，心思熟而愈巧"的战台设施，既可出击，又可

据守，并可与长城上的城台、敌台(敌楼)等军事设施密切配合，以组成密集的火力网，大大

地增强作战威力，有效地阻击敌骑进攻，在军事防御上起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战术作用。 

 

看点⑦：八达岭关城 

八达岭关城东门外有一座庙，名望京寺，内有石岩凿成的大悲佛像；西门外立有牌坊，横额书“驱胡万里”。弘治十八年（1505 年）

经略边务大理寺少卿吴一贯修建关城时，庙及牌坊皆拆毁。关城设东、西关门，西城墙下部用 10 余层花岗岩条石垒砌，上部砌大城

砖。墙宽 20 余米、厚 17 米、高 7.8 米；顶部为长方形城台，长 19.8 米、宽 14.15 米，面积 280.17 平方米，四面筑宇墙垛口。城

台两侧 30～40 米处，各建敌楼 1 座，以墙连通，与关城构成犄角之势。西城墙两侧连接有南、北两道城墙，两墙均建于山脊之上，

东低西高，成 U 字形，在东门相遇。城墙厚 3.3 米、周长 2070 米、高 7.6 米。东西门相距 63.9 米，城内面积约 5000 平方米。嘉靖

十八年（1539 年）立东门，门额书“居庸外镇”；万历十年立西门，门额书“北门锁钥”，均保存完好。 

 

 

五郎像 
从弹琴峡隧道南口的停车场旁，登上新修的 60 级石阶，在一处平台前的石壁上，浮雕着一尊两米多高的佛像，民间传说是五郎像。

杨五郎在金沙滩大败脱身后，到五台山当了和尚，因而有身着袈裟的形像。但是，细致一瞧，就会发现传说与石刻不符，佛像的“印

契”（即法界的德行）表明是阿弥陀佛。佛像结跏趺坐，两脚压腿姿势叫“吉祥坐”；两手平置腿上，两手手指交叉，大拇指对顶，食

指弯曲作“上品上生”手印。这是阿弥陀佛九个手印中最高的手相，他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能接引念佛的人去“西方净土”。 
 
这个地万为什么要刻阿弥陀佛呢？古时，这岩坎下临溪谷，是关沟大道中最险要的地段而且有传说的“五鬼头”作祟，于是刻下阿弥

陀佛，来往行人受“菩萨保佑”，而一路平安。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网际飞侠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7211508#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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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碑林 
全称黄崖关长城碑林，坐落在八卦城内，为一仿清建筑，院落宽敞。碑廊正前和正中，分别耸立着两块花岗岩石刻，分别镌刻着毛泽

东的“不到长城非好汉”和邓小平的“爱我中国，修我长城”的题墨。长城碑林是中国北方最大的碑林，包括毛泽东诗词墨迹碑林、

百将墨迹碑林和百家墨迹碑林。 

 

看点①：毛泽东诗词墨迹碑林 

毛泽东诗词墨迹碑林占地 1100 平方米，坐北向南，廊长 138 米，由高 1.4 米，宽 0.9 米的

99 块青花岗岩镶嵌而成，寓意落成之年正值毛泽东诞辰 99 周年。整个碑廊分为 26 组，放

大镌刻了毛泽东自 1923～1964 年间创作并手书的公开发表的诗词 26 首，共 1893 个字，

恰好与毛泽东诞辰之年相巧合。碑林以毛泽东《沁园春.雪》为主碑，把毛泽东建国前后两部

分作品分成南北走向嵌列，碑廊形成回顾状。碑林入口处的台阶正中，树立了一座长 4 米，

高 1.226 米，厚 0.5 米的青花岗石题名碑，碑的正面镌刻着江泽民题写的“毛泽东诗词墨迹

碑林”九个行书大字，碑的背面镌刻着原天津市市长聂璧初为碑林题写的碑记。 

 

看点②：当代百将墨迹碑林 

碑廊西半部为当代百将墨迹碑林。在一块块白色大理石上，镌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两位元帅、

两位大将、22 位上将、74 位中将、7 位少将共 107 位将帅的题墨，绝大部分是专为黄崖关

长城题写的。碑廊东半部为百家墨迹碑林，荟萃了 104 位名人墨宝，其中有 16 位全国人大

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有著名画家吴作人、刘海粟，著名书法家启功，著名剧作家曹

禺，国际友人黄文欢，日本书法家川上景年，香港书法家佘雪曼，台湾书法家台静农等。三

座碑林，文治武功，交相辉映，令人叹绝。 

 

 

石佛寺 
位于延庆县东南部八达岭长城脚下。东邻黄土岗，西北靠近青龙桥火车站。旧时建有石佛寺，村以寺而得名。 
 
石佛寺建于明朝，据明《西关志》记载：“石佛寺在关北一十五里，因石凿大悲缘，永乐年间建。”寺中原有千手千眼佛和十殿阎王像，

现庙已毁，寺中佛像也多遭毁坏。八十年代，修八达岭公路时，石佛寺村迁移，在公路边专门修建了一座平台，将残损的佛像加以修

复后，置于平台上，供游人观赏。九十年代，在附近修建御都园，在园内重新建造石佛寺，寺中塑有佛像，供人们参观游览。 

 

 

弹琴峡 
从弹琴峡隧道北口下到小溪旁，只见崖壁陡峭，向东不远，石崖题刻有”弹琴峡、五贵头”六个大字，这里原是关沟著名景观——弹

琴峡。古时，这里峰回路转，山清水秀。两山相峙，石壁相对，清溪中流。溪水从缓坡泻下，淌流在石罅之间，淙淙有声，两岸的石

壁为之共鸣，悠扬婉转，如弹琴声清脆悦耳，故名”弹琴峡”，元朝诗人陈孚到此，曾写诗”月作金徽风作弦，清声岂待指中弹？伯

牙别有高山调，写在松风乱石间。”清代诗人魏源描写这一胜景是：”无复战场悲，但寻响琴峡。”修京张铁路时，曾将东北面小山

和峡谷削为平地，修八达岭公路，开山凿洞的泥沙石块，填平了沟谷。如今石壁题字依存，溪水旋荡于峡谷的优美声音再也没有了。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江山笑烟雨遥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2692458#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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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阁 
在弹琴峡石壁上，有一小山洞，洞原为一个庙。顾炎武说：弹琴峡“水流石罅，声如弹琴，上有佛阁。”如今佛像已无，只剩洞口门楣。 

 

 

古炮台 
陈展于八达岭关城内登城入口处的马道旁，共有五尊铁炮，为当时的先进武器之一。其中最大一尊炮筒长 2.85 米，口径 105 毫米，

射程达千米以上，威力甚大。炮身上刻有“敕赐神威大将军”字样，为明代崇祯十一年(1638 年)制造。该炮是 1958 年从八达岭东十

余里的张堡地方运来的。另外四尊牛腿小炮，为 1957 年整修长城时的出土文物，同时还发掘出数百枚炮弹，均为明朝制品。据《武

备志》记载：“古代以机发石，其机之木架，形如虎蹲。后来使用火炮，炮身短而粗大，以发开花弹者，名虎蹲炮，俗称田鸡炮”，由

此可见当时武器情况之一般。 

 

 

水关长城 
八达岭水关长城位于北京市西北 40 公里，此段长城是八达岭长城东段，因修建中国第一条自主设计的京张铁路而截断。水关长城是

明长城的遗址，由抗倭名将戚继光督建，距今有四百余年历史。此段长城建于险谷口，自水门箭楼长城呈“V”字型，顺应山势而行，

如巨龙似鲲鹏展翅欲飞，箭楼即是敌楼同时兼具水门功效，此种建筑方式在沿线长城中极为罕见，故名水关长城。水关长城地势险要，

苍龙起伏于崇山峻岭之间，穿行于悬崖峭壁之上，城堡相连，烽燧向望，双面箭垛，拒敌万千。水关长城东起“川字一号”，西至京张

铁路，全长 6.8 公里，以奇、险、陡、坚著称。 
 
八达岭水关长城地处关沟中部，七十二景似明珠般散落于长城四周，弹琴峡、金鱼池、石佛寺、骆驼石等诸多景点散落于方圆 25000

平方米空间，为游客提供丰富的旅游资源。长城四季美如画，春看山花烂漫，夏览草木蓊郁，秋观漫山红叶，冬游苍龙卧雪，这里山

清水秀长城壮美，人杰地灵古寺清幽。顺着长城西行三千米，将看到中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及“人”字型铁道，去瞻仰詹天佑

衣冠冢，领略近代伟人风采。水关长城于 1995 年正式对外开放，越来越成为诸多长城景点中游客的首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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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布衣亮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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岔道古城 
据《延庆州志》记载：“岔道有二路，一至怀来卫，榆林、土木、鸡鸣三驿至宣府（今宣化）为西路，一至延庆州、永宁卫、四海治为

北路。”故得名“岔道”。 根据考古报告，公元 1551 年（明嘉靖三十年）岔道城开始修筑，历经三十余年终于建成，整个城呈不规则

长方形，中间略鼓，两端略缩依山势而建，北部城建在半山之上。整个城东西 510 米，南北宽 185 米，为船形。全城总占地面积约

8.3 万平方米，城墙高 8.5 米，由石条城砖、石灰、泥土筑成。城上设有马道，外侧宇墙设垛口、望孔、射口，南城墙有烽火台 2 座。

城墙的建造分为两个时期，早期是内夯土，外用石块加白灰砌筑，晚期又在原城墙外用条石和砖砌筑。 
 
古老的岔道城三面被青山环抱，城中原建有关帝庙、城隍庙、泰山庙、东狱庙等 10 座庙宇，还有守备衙门、公馆、戏楼等。西城门

外有练兵的校场。还有粮秣、武器弹药仓库。城的东北两侧山顶各筑一座堡垒。周围山峰筑有嘹望敌情的烽火台。为加强防御，在西

关外还建有土边城垣。建成的岔道城镇守官兵常驻守备 1 名，把总 3 名，兵丁 788 名。清代以后，岔道城不再驻军设防。明朝后期以

来，因战争和自然因素破坏，岔道城城墙的南段、东西段均保存较为完整，北城墙塌毁较严重。其四角现保留有实的城台，南墙中还

有两处马面，西城门尚存，东城门仅存条石地基。城内原铺户、客栈等老式建筑已被部分现代民房所替代，只留下驿站、把总署、守

备署、玉皇庙、城隍庙、关帝庙、清真寺等遗址以及散落在街道两旁的石碾、石磨盘等。 

 

 

中国长城博物馆 
中国长城博物馆坐落于八达岭长城景区内，与长城全周影院相毗邻，是一座以万里长城为主题，全面反映长城历史、军事、建筑、经

济、文化艺术及现状的专题性博物馆。 
 
1994 年 9 月建成开馆。由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题写馆名。建筑面积 4000 余平方米，使用面积 3200 平方米。2007 年进行全面改陈，

并于 2008 年 5 月 18 日正式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主题为“世界奇迹·历史丰碑”，基本陈列由“两千余年·续建不绝”、“恢弘巨制·绵

亘万里”、“长城内外·同是一家”、“浩气长存·发扬光大”四个部分组成。 
 
展览集中了全国各地长城沿线出土的文物、标本，辅以图表、照片、人文景观和模型，并采用触摸屏、投影仪等多媒体手段，对长城

——这一中华民族的象征进行全方位的展示。馆舍建筑独特，外形似连体式烽火台，内部展线似长城马道高低起伏。从内到外，到处

渗透着长城博大精深的文化气息。是青少年了解长城、认识长城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也是人们旅游、休闲、娱乐等的重要场

所。另外，博物馆内还设有临展厅，用以举办临时展览、学术研讨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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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周影院 
全周影院是国内唯一具有 360 度环幕电影加穹顶影视效果两项高科技数字产品的影院。环幕影片《万里长城》采用先进技术拍摄，由

高科技专利融合技术合成为 360 度无缝拼接的完整画面。影片由十部投影机同步放映于环形的银幕上。影片场面宏大、画面精美，影

片将万里长城沿途的古迹，有关长城的历史和故事展现在 360 度银幕上，使观众仿佛置身于长城之历史空间。影片通过东起鸭绿江、

西至嘉峪关万里长城古迹、战争场面、春夏秋冬的景色、历史故事秦始皇下诏书修长城，向观众展示长城的过去和现在。同时拍摄的

八达岭、山海关和嘉峪关等是中国万里长城的精华地段。由山海关开始，依山势蜿蜒曲折、高低起伏，一直延伸到 甘肃的嘉峪关长城，

人在环境中，历史与自然巧妙结合，回味无穷。 

 

 

 

 

 

 

 

 

 

 

 

 

 

 

 

 

 

 

 

 

 

古崖居 
古崖居，一个千古之谜的人文遗迹。它位于八达岭长城西北 20 公里处延庆县张山营镇域内，南邻妫水，北依海陀，是由一支不见史

志记载的古代先民在陡峭的岩壁上开凿的崖居洞窟 。 
 
古崖居是中国目前已发现规模最大的崖居遗址。在一条不到 10 米宽的山沟两侧，距离谷底近 10 万平方米的陡峭花岗岩石壁上，遍布

着人工凿刻的 147 个石室，山体海拨约 800 米。石室大小不均、形状不一；有的套间平行，有的复式两层，有的甚至极类似现代居

民楼的“三居室”。其中最大的一间分上下两层，并配有耳房，廊柱历历，可能是穴居的主人集会或祭祀之地。全部洞穴内，门、窗、

炕、灶、马槽、壁厨、烟道等一应俱全，闭上眼，似乎就能嗅到炊烟的味道，穿过历史的岑寂扑鼻而来。 
 
古崖居的来历至今仍是千古之谜，但她却以雄奇精巧的工艺，注释了古代建筑的神奇成就。147 间石室全部没有柱，没有梁，却能设

置出楼的结构；没有梯，没有板，却上下多层，层层相通。且全部石室圆则圆，方则方，均合乎美学规矩，表现出一种原始的审美情

趣。置身石室之中凝神冥思，宛若置身于历史的藏经阁，所有的石穴都如同无字的书，再现当时的金戈铁马、刀耕火种，让后人从凝

重的空气里读出豪迈，读出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更有数条清晰可见的经过一亿三千万年地质变化的脉岩，山体间自然形成的石墙会让

人感叹大自然的奥妙。以置于被后人誉称为“中华第一迷宫、北京第二个周口店、北京的敦煌、人文艺术的“哥德巴赫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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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景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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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到达八达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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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行在北京 
公交车 

 编号在 600 路以下的公共汽车，单一票价，1 元/人，也就

是说无论你坐 1 站地还是从总站坐到总站都是 1 元/人 

 编号在 600 路以上 900 路以下的公共汽车，票价按路程累

计，前 12 公里（含 12 公里）是 1 元，12 公里以外每增

加 5 公里（含 5 公里）票价增加 0.5 元 

 编号在 900 路以上的公共汽车，由于是城郊汽车，因此有

部分空调车是 2 元起价，价格累进方式也是前 12 公里是

起价，每增加 5 公里票价增加 1 元 

 

地铁 

 北京轨道交通（不包括机场线）采用单一票制，票价 2 元。

可使用单程票/福利票和一卡通储值卡。 

 首都机场客运专线采用单一票制，票价 25 元。可使用机

场快轨单程票和一卡通储值卡。 

 

出租车 

白天（早 5：00—晚 22：59） 起步价 10 元（三公里以内），

超出（含）三公里至十五公里以内的公里数每公里按 2 元计

费。超出（含）十五公里以外的公里数（每公里加收 50%空

驶费）按 3 元计费。乘距超过基价公里（3 公里）后，收取

燃油附加费 3 元/运次。  
 
夜间（晚 23：00—早 4：59） 起步价 11 元（三公里以内）

其它计费方式同上，但是每公里另加收 20%的夜间费用。 
 
等候、低速行驶费 每累计五分钟，收一公里租价的费用（不

含空驶费）  
 
叫车电话 北京有两个叫车服务电话，一个是 68373399，另

一个是 96103。叫车成功后需付 3 元服务费 

八达岭位于北京西北方向的延庆县境内，距离市区约 80 公

里。从市区到八达岭有高速公路。 

 

公交车 

德胜门乘 919 路可直达八达岭长城脚下 

票价：普通车 7 元，快车 12 元 

发车时间： 

德胜门—延庆  早上 6:00 发车   末班车   19:00 

延庆—德胜门  早上 5:00 发车   末班车   18:30 

 

旅游集散中心大巴 

八达岭、十三陵  早上  6：00—10:30 

票价成人 160 元，60 岁以上老人、学生凭证件 125 元。1.2

米以下儿童免费。 
 
直达八达岭专线  早上  9:30 发车 

票价成人 100 元，60 岁以上老人、学生凭证件 80 元。1.2

米以下儿童免费。 

 

城铁 S2 线 

到北京北站乘坐市郊 S2 线城铁，到八达岭车站，然后步行约

1000 米左右，就可以到达八达岭长城。北京北站在西直门，

可以乘坐地铁 2 号线、13 号线、4 号线均能到达。 

票价 6 元（一站 5 元，两站以上 6 元） 

 

自驾 

自驾车可从北三环马甸桥上八达岭高速公路，八达岭高速公

路从北京至八达岭长城只用一个小时时间。 

 

 

八达岭入口与停车场信息 

缆车入口：后山停车场，不能徒步上山只能搭乘缆车，缆车不属于长城景区，直达长城景区北 7 楼

附近，再买门票拐上长城。 
 
滑车入口：前山熊乐园停车场，只能搭乘滑车，只到北 4 楼。 
 
正门入口：前后山停车场之间，注意前后山停车场开车慢速仅需 5 分钟左右，估计步行 15 分钟左

右。正门可以步行从 1 楼上到北 10 楼，也可以去南楼。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1100_3.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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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路线 
登城→西平台→北门锁钥→北一楼到四楼→原路返回 
 
登城→西平台北门锁钥→北一楼→袁崇焕石像→北口至东平台居庸外镇→观看望京石→观看

国宾接待室→西平台→北一到四楼→原路返回 
 
登城→西平台北门锁钥→北一楼→袁崇焕石像→北二到八楼→好汉坡→好汉碑合影留念→原路返回或者缆车下山 
 
登城→西平台北门锁钥→北一楼→袁崇焕石像→北二到八楼,好汉坡→好汉碑合影留念→北九到 12 楼→参观熊乐园→沿后山返回观景 
 
登城→西平台北门锁钥→南一到 4 楼→贵州碑亭→原路返回 

 

北京五日游行程推荐 

天安门 → 故宫 → 景山公园 → 北海公园 → 什刹海 

天坛 → 雍和宫 → 南锣鼓巷 

清华 → 北大 → 颐和园 → 圆明园 

水立方 → 鸟巢 → 国家大剧院 → 中央电视塔 

明十三陵 → 八达岭长城 

 

 

美食 
八达岭饭店座落于举世闻名的八达岭长城脚下，南依青山，北眺长城，距长城仅二百余米，是目前景区内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的涉

外酒店。饭店以传统淮阳、粤菜为主，兼顾川、鲁菜品，午餐营业时间为 11 时至 14：30，晚餐营业时间为 17：30 至 21：30。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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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泉度假村 
 

  普通景观房    398 元 
 长城景观房    498 元 

 立即预定  

 

 

华坤庄园酒店 
 

  商务大床房   380 元 
    标准间     380 元 

 立即预定  

 

 

长城老院子客栈 
 

  中式大床房   480 元 
  双床标准间   480 元 

 立即预定  

 

 

义和庄园度假村 
 

  别墅标间    330 元 
  别墅套间    420 元 

 立即预定  

 

左边五条游览线路都有人工

陪同讲解服务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234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234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459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459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2587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2587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398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398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53980.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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