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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温泉分布图

北京温泉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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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春晖园

   

1、温泉简介

春晖园

北京春晖园温泉度假酒店地处北郊顺义区，坐落在美丽的"国门第一河"温榆河畔，是一个集商务

、会议、旅游、休闲度假、娱乐、餐饮于一体的综合度假场所。

度假酒店占地600多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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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弱酸性碳酸氢钠温矿泉。春晖园温泉会为北京首座结合温泉美容疗养、活水疗

养的复合式SPA休闲健康中心，处处精雕细琢，高贵典雅，营造出有如五星级的"泡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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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顺义区高丽营镇于庄

电话：010-69454433

温泉预订电话：010-69454433-5600

网址：www.chunhuiyuan.cn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09:30-24:00；周末及节假日09:30-凌晨01:00

温泉会门票：平日票168元/人；周末票268元/人。

   

2、交通

公交：

地铁东直门站下车，C口出前往长途汽车站乘942路（空调快车）于庄站下车，然后往回走约5分

钟，看到右侧有两个石狮子的路口，拐入此口，走15分钟可到。

自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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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晖园自驾线路导航图图

   

3、设施与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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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设施

   

4、餐饮服务

在春晖园，不同的餐厅有不同的感受，特别是在相映成趣的楼、台、亭、榭之间，提供的川菜、

杭州菜、粤菜、西餐等都能让您的味蕾得到充分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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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预订电话：010-69454433-5600

依次为名仕阁餐厅，观荷餐厅，明晖阁餐厅

 名仕阁餐厅

名仕阁餐厅位于会议中心首层，以粤菜、滋补养生官府菜、为主要特色。就餐的宫殿式宴会大厅

，可同时容纳400人用餐。下设紫晶殿可移动式宴会厅，可同时容纳360人用餐。丽晶殿可移动式

宴会厅，可同时容纳安排200人用餐。豪华v房21间，容纳人数6—16人不等。

营业时间：

早餐06:30-09:00

午餐10:00-14:00

观荷餐厅

观荷餐厅（水上餐厅）包间10间：位于会议中心首层。就餐者可透过高大的玻璃窗欣赏夏季盛大

的荷花与绽放的喷泉胜景。

营业时间：

午餐10: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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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17:00-21:30

（逢周末、节假日延长一小时，可散点、围餐、自助）

 明晖阁餐厅

明晖阁餐厅位于温泉会二层，经由专家级大厨调制而成的新派港式豆捞火锅，近十款汤底细熬慢

煮，上百种食精挑细选，私家秘制酱汁千斟万酌，呈现鲜美清淡、回味隽永的火锅食尚。

营业时间：

午餐11:00-14:00

晚餐17:00-21:00 

（逢周末、节假日延长一小时，可散点）

依次为绿茵阁餐厅和尚会俱乐部

绿茵阁餐厅

绿茵阁餐厅位于六层酒店首层，临窗而坐，可远观绿意盎然的园林精致，就餐区配备两步LED大

屏幕电视，分别满足就餐者体坛娱乐与新闻资讯的摄取需求。餐厅专聘的顶级大厨为阁下打造完

美的特色菜系，川菜为主的饕餮佳肴，为阁下演绎美食的魔幻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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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

早餐06:30-10:00

午餐11:00-14:00

晚餐17:00-21:00

夜宵21:00-02:00

（除早餐外，逢周末、节假日延长一小时）

尚会俱乐部

尚会俱乐部是一处Lounge风格的私密派对名所，可组织盛大的宴会或酒会等，可包场或VIP包房

消费。夏季尚会提供户外巴西自助烤肉。

营业时间：

18:00-24:00（周末节假日延长1小时）

   

5、住宿指南

春晖园温泉度假酒店拥有各类客房，大小不等的20个会议室，是宾客商务、度假的理想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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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酒店室内展示

度假酒店

度假酒店分复式客房与温泉标间两种。

复式客房，位于度假酒店六层，为两层复式风格，一层为客厅与室内观景泡池，二层为卧室。

温泉标间，位于度假酒店1—5层，399间豪华温泉居是城市商旅精英最佳的下榻首选。每个房间配

有两张单人床以及独立的温泉泡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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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酒店室内展示

花园酒店

花园酒店分度假套房、园景套房、泳池套房、湖畔别墅与复式套房五种。房间设施先进,配有电动

窗帘、触屏式液晶电视、房间配有室内SPA按摩床；并拥有与大自然融合的独立庭院、露天温泉

泡池，泡池带气泡按摩功能。

度假套房位于花园酒店二层，两室一厅，二层为大床卧室和客厅，一层为标准双床房，可入住4人

。

园景套房位于花园酒店一层，户型设计为一室一厅，可入住2人。

泳池套房位于花园酒店二层，两室一厅，二层为大床卧室和客厅，一层为标准双床房，可入住4人

。

48间环湖而建的河边联排温泉别墅，于京城首次将露天温泉引入别墅设计之中。

复式套房位于花园酒店一层，一层为客厅、二层为卧室，可入住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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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湖别墅

观湖别墅

春晖园尊崇推出8套观湖别墅，观湖别墅提供完备齐全的服务与设施，是与亲朋好友举杯畅谈和私

人聚会的绝佳之选，迎合宾客高朋极致品味的生活态度。

春晖园酒店预订电话：010-69454433-1233

 酒店价格：

度假酒店温泉标间--门市价1400元起，春晖园官网预定价格990元起；

度假酒店复式客房--门市价2000元起，春晖园官网预定价格1400元起；

花园酒店湖畔园景房--门市价1600元起，春晖园官网预定价格1140元起。

   

6、温馨提示

1）园内有儿童拖鞋，无需自带；

2）洗浴间内备有洗发露、护发素和沐浴乳，没有洗面奶，需自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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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游泳池出来，先把身体擦干，再去泡温泉，所有温泉皆为室外，湿身前往会很冷；

4）提供免费白开水，中央水吧区内有玻璃杯子，需工作人员帮忙接开水，建议自带水杯及泡茶物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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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京国际温泉酒店

   

1、温泉简介

北京国际温泉酒店

北京国际温泉酒店坐落在京城北部的西三旗，总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建筑层地上4层、地下2层

，是集体育健身、休闲娱乐、会议培训、住宿、餐饮、温泉理疗、旅游度假等服务为一体的，星

级标准的休闲娱乐中心。

北京国际温泉酒店的温泉洗浴在京城高档酒店中堪具特色，理疗药浴设施齐全，尤其是室外温泉

，曲径通幽，充斥南国风情。恢宏高雅的四季绿色阳光大厅是酒店的一大亮点，在同业中罕有匹

敌。拥有近万平方米的体育健身设施，在目前京城酒店堪称之最，其中室内游泳馆、网球和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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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馆可承接国内正规比赛。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枫丹丽舍西路1号

电话：010-57258816、010-57258817

网址：www.bjwqjs.com

营业时间：室外温泉：早09:00-24:00；体检时间：09:00-21:00

 温泉SPA水疗门票：198元/人

门票包含：24小时温泉泡汤+体检或晚餐、宵夜、早餐

旅人提醒：

用餐和体检两项项目只能二选一，所以自己先做好决定。在温泉水疗中心入口先跟工作人员说明

想做体检，否则默认为只用餐不体检。说明后工作人员会再引领你去体检的地方。

   

2、交通

公交：

线路1：691在“枫丹丽舍西站”下车（下车就可以看到温泉酒店了）。

线路2：629、432、614、462、119、609、444、315在“新都”下，向前走大概200米，到一个十字

路口，在路的北面，路旁还有醒目的指示牌。

地铁：

乘地铁在“霍营”站下，出站后倒444、446在“新都”下（4站即到，打车约15元即可到达）。

自驾：

八达岭高速往北，右转西三旗出口出，建材城西路往东开三公里左手边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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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车线路

   

3、设施与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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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与价格

   

4、餐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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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聚德与日料

北京国际温泉酒店拥有一流的餐饮，高品位、新特色、多选择。西餐、中餐及风味餐厅应有尽有

。“全聚德”老字号让您吃得放心，“六味”日本料理让您吃得潮流，水品茗轩茶舍让您品出中

国文化。

另外，凡购买温泉SPA水疗门票即可享受免费的自助餐（体检和用餐二选一）。劲辣的湘菜、清

爽的沙拉、精致的小点、新鲜的水果，还有膏肥细嫩的大闸蟹⋯⋯怎一个惬意了得！

   

5、住宿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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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

北京国际温泉酒店主楼高4层，拥有标准间、商务单人间、商务套房和总统套房等各式客房共157

套，可满足不同居住需求。

大厅休息区（非会员）22：00后，30元/人可以过夜，但是休息大厅不提供预约，如果没有空位且

要过夜，只能选择客房。

   

6、温馨提示

1）去露天温泉池（男、女）需要从酒店的游泳馆进入。

2）游泳馆内另有温泉理疗池和温泉按摩池，如果想泡这两个温泉，浴袍需寄存在游泳馆内露天温

泉池的入口。

3）男士有室内外温泉可供选择，女士只有室外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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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龙脉温泉

   

1、温泉简介

 

龙脉温泉度假村，位于北京昌平小汤山，地处故宫中轴线上，距市区20公里，近邻长城、十三陵

、蟒山、银山塔林、雪世界滑雪场等景区，交通极为便利，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地下蕴藏着国

内首屈一指的淡温泉，地热资源丰富。度假村内不论是住宿、餐饮还是各项惊险刺激的特色温泉

水上娱乐项目，都能使您尽兴而归。另外，还有隐藏于翠绿竹林之中的室外茗汤温泉会，在各具

特色的温泉汤池中，更能独享欢乐的私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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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龙脉温泉度假村

电话：010-64948115

网址：www.longmai-wenquan.com

营业时间：09:00-24:00

门票：

龙脉温泉游泳馆门票：120元

龙脉温泉度假村门票(竹林温泉+康体运动)：120元

龙脉温泉竹林温泉门票：100元

门票详情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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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通

自驾：

1）从八达岭高速22出口(小汤山出口)出来，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右转，然后一直顺路向东(百善、小

汤山方向)，到小汤山镇即是；

2）从北六环小汤山北苑出口右转，见主路左转直行，至大柳树环岛左转，镇政府后即是。 

公交：

1）从天通北苑乘坐643(天通北苑-朝凤庵)，在小汤山镇政府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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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安慧桥、北辰购物中心乘坐984、985路，984路至大柳树环岛下车向西500米即是；985路至小

汤山镇政府下车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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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施与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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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餐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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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脉温泉度假村拥有10个风格独特的餐厅，提供由名厨主理的川、鲁、粤等多种美味佳肴。 

位于度假村龙泉阁内的孙武居餐厅可容纳300人就餐；位于度假村东侧的川鲁风味华乐宫餐厅可容

纳800人同时就餐；位于大酒店一层右侧的天府之国可容纳180人婚宴或宴会就餐；位于大酒店一

层左侧的渔米之乡可容纳180人中、西自助及正餐。此外，龙脉温泉玫瑰烧烤苑依托于露天沐浴，

推出了露天烧烤等一系列的烧烤套餐，由专业的烧烤师傅为您掌厨，更是推出了火锅自助，物美

价廉，绝对超值。在您享受露天温泉的同时，也可以坐享烧烤套餐。晚间更是有篝火晚会，可以

让晚会的气氛到达高潮，尽情享受露天沐浴和烧烤的滋味。

餐饮收费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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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圈

   

5、住宿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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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圈

 

度假村分为豪华的温泉大酒店和环境幽雅的度假会所，有标准间、温馨公寓、家庭套房、花园别

墅、豪华温泉行宫、总统套房等客房1500余套。

住宿价格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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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圈
  

五、摩锐水世界

   

1、温泉简介

北京摩锐水世界隶属于郁金香温泉度假村，是该度假村花巨资兴建的室内水上乐园，乐园秉承“

北方夏威夷”的伟大构思，面积达35000平米。

摩锐水世界是京城大规模高档次的戏水乐园，这里拥有炫目的水幕电影、刺激的室内水滑梯和身

临其境的大海仿真冲浪、惊险刺激的旋涡池、探险漂流河，还有卡通智能儿童嬉水池及儿童嬉水

城堡、缓解疲劳的石板浴、20种全方位水疗，游乐的同时还有健身的功效；另外还配设了各种球

类运动、时尚餐厅和按摩养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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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金香温泉度假村平面图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苇路金盏郁金香花园

电话：010-51781888

销售电话：010-51781898

网址：http://www.bjyujinxiang.com

 EMAIL：tulipresort@hotmail.com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13:00-22:30

          周六、日：09:00-22:30

门票：平日138元/人（包一顿简餐）；周末168元/人（包一顿简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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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圈
2、交通

1）直达班车

摩锐水世界提供免费直通巴士服务，天天发车，但最好提前一天预约。

 发车时间：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点30分在东直门发车开往摩锐水世界。从摩锐水世界发车的班车为每天下

午1点和晚上6点30分。

周六、周日，每天有两班车从东直门发车，分别为上午9点和下午1点30分，回程班车在上午8点，

下午1点和晚上6点30分各有一班。 

东直门发车点

如何到达发车地点：水世界的班车每天从东直门东方银座门前发车，游客可以选择乘坐24路,

107路, 117路, 123路, 131路, 132路, 206夜, 401路, 404路, 413路, 416路等公交到达东直门公交站，下车

后步行220米到达集结点。游客也可以选择地铁，地铁二号线东直门站下车C口出站，步行210米即

到。

2）自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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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圈

摩锐水世界位置图

首都机场第一高速：

游客如果自驾可以分别在二环、三环、四环和五环选择相应进入首都机场高速公路的入口，然后

沿着机场高速一直行驶至苇沟出口出来直行至东苇路，右转向南800米路西即到摩锐水世界。

首都机场第二高速：

游客自驾可以沿着机场第二高速直行，然后在金盏出口左转直行过第一个红绿灯200米路北即到。

京通快速：

游客可以选择京通快速至远通桥上北五环，姚家园出口右转至机场第二高速,至金盏出口左转直行

过第一个红绿灯200米路北即到。

3）公交

线路1、乘坐641路公交（郁金香花园南门－海淀桥东）在小店路口站下车。

线路2、乘坐672路公交（燕莎桥南－郁金香花园南门）在郁金香花园南门站下车。

线路3、乘坐640路公交（北京站东－顺义半壁店）在郁金香花园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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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4、乘坐364路公交（小庄－金盏）在长店路口东站下车。

线路5、乘坐418路（金盏－东直门）长店路口东站下车。

   

3、设施与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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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世界包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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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世界每层平面图

   

4、餐饮服务

度假村里的中餐厅汇聚各地名家美食，9个特色包间是高档商务宴客的理想去处；快脍乐自助餐厅

、风味自助、口感精美、大众消费、随意选择。走的是无国界路线，各种不同风格的菜肴，把自

助餐包罗万有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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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金香大酒楼：

郁金香食府是其在度假村饮食文化上的重大创举，集采中华美食，融合众家菜式，荟萃名师大厨

。既有可容纳500余人的高档宴会厅，又有温馨典雅、富丽堂皇的包间。是您举办商务宴请、歌舞

伴宴、婚宴、寿宴、亲朋聚会、篝火晚宴等的理想场所。

食府的主打菜为老北京风味菜，为了满足不同的宾客需求，食府将：川、湘、京、鲁、东北菜、

粤菜、官府等多口味的精品菜奉献给广大宾客。

小苑餐厅：这里主打老北京涮肉以及东北铁锅炖， 拥有10个舒适简约包间以及同时容纳300余人的

宴会大厅，酒楼以“时尚、健康、快乐”的饮食理念，以热忱的服务为顾客营造舒适的用餐环境

。

快脍乐自助餐厅：这里可以说是度假村里人气最旺的中餐厅，可以同时容纳600人左右同时用餐 , 

可满足于各个大中型会议与团队的需要。虽然是自助餐，但这里的自助餐做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非常的美味。价格：58元/人

   

5、住宿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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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摩锐水世界游玩可以选择住在郁金香温泉花园度假村内的宾馆或者别墅，度假村拥有设施配套

齐全的豪华标准间、欧式建筑风格的连排露天温泉别墅、日式建筑风格的露天温泉会所小苑、独

栋豪华别墅A、B、C、D、E，金香单套温泉别墅A、金香复式温泉别墅B，共计 309间/套。这些风

格各异档次不一的建筑供不同人群选择。这里的高贵典雅、设施齐全、色调温馨、环境一流的住

宿条件，会让每一个到水世界放松，休闲的人们感到愉悦，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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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圈
  

六、温都水城

   

1、温泉简介

温都水城位于北京中轴线以北的20公里处，经专家证实，这里正是290年前兼具康熙行宫、亲王府

、城墙和护城河的郑家庄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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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圈
它主要由水空间，养生馆和红楼岛和会议中心组成。跨度达70M的可开启屋顶别具一格，温都水

城在两万平米的空间上营造了一个京城人吸水泡温泉的绝妙出去。红楼岛上小桥流水、柳暗花明

。湖水与环城水系相通，可乘坐游船直达HI水空间、水城四合院和平西王府院区域。红楼岛湖水

碧波荡漾，亭台水榭错落有致，白天可在树下沿湖垂钓、晚上亦可在亭中休息赏月，可容纳百人

独立商务会议和居住。另外，构思新颖的水中升降舞台还可举办歌舞晚会、水上婚礼、服装展示

等大型活动。

地址：北京昌平区北七家镇王府街55号

电话：010-80796112

网址：www.wendushuichengbj.com

营业时间：

HI水空间营业时间：早10:00-晚22:00；温泉养生会馆营业时间：早09:00-凌晨02:00；用餐时间：午

餐：11:00-14:00或晚餐：17:00-20:30

门票： 

温都水城2011-2012年门票价格

                                             45 / 106

http://www.wendushuichengbj.com


�������

北京温泉圈

   

2、交通

自驾车路线：

路线1：八达岭高速回龙观出口东行至回龙观社区东侧1公里。

路线2：八达岭高速北安河出口东行，定泗路开车10分钟，7公里。

路线3：亚运村以北，立汤路平西府路口西行2公里。

路线4：京承高速后沙峪出口西行8公里。 

乘车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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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圈
路线1：839 路、803 区间、22 路到宏福苑小区。

路线2：996 路、966 路、919 路到平西府。

路线3：安定门总站坐快3去往温都水城方向直达或乘地铁5号线到天通苑站下车，过天桥转快3。

   

3、设施与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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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费用信息，仅供参考，请以实际为准

   

4、餐饮服务

温泉会馆二楼提供自助餐，65元/位，自助餐有热菜、凉菜、主食、汤、粥、点心、水果样样不缺

，倒也齐备，餐厅的环境也很不错。 

温泉会馆二楼自助餐

温都水城内酒店的餐饮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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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温泉圈

   

5、住宿指南

可选择的住宿有水城国际酒店、宏福大厦、湖湾东区酒店等，具体标间价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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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议室的信息如下： 

   

6、温馨提示

★建议从Hi水空间进入；

★领手牌，确认时间（一般不超过半个小时都不会另收费，超时则一次性付60元/人）；

★水城内无儿童拖鞋，建议自带；

★两个更衣室都备有吹风机，有洁癖的MM可考虑自备浴巾；

★洗浴间提供多姿沐浴露和飘柔洗发水，想护发的建议自带护发素；

★嬉水设施很齐备，但平时开放的项目不多。泳池旁边还有台球；

★温泉会馆分为南区（位于入口处）、露天区、北区。南区4个，露天区3个，北区3个药浴池，推

荐北区的3个药浴池（美容养颜、香醋、益智汤），温度稍高一些；

★北区温泉馆内有桶装纯净水，旁边有一次性杯子，可随时补充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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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石板理疗床绝对是个很棒的体验，位于温泉会馆二楼通往自助餐厅的途中，一不小心会错

过！

★更衣室、水空间、温泉会馆和地热石板旁都有钟表，很方便看到时间。

                                             51 / 106



�������

北京温泉圈
  

七、花水湾温泉

   

1、温泉简介

花水湾温泉

花水湾磁化温泉水采自地下1800米深处，形成于远古北京海陆地质变迁时期，位于断层磁化地带

，该泉水系低矿化淡温泉,含有数十种人体必需的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其中尤以偏硅酸、锂、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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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锶、镓等有益微量元素的含量高于普通天然水。偏硅酸具有降低动脉硬化、软化结缔组织、保

持组织弹性、促进钙的吸收；并有抗衰老作用。锂具有良好的镇静作用，对植物神经系统有良好

的调节稳定作用，在预防心脏病和肿瘤方面也有明显作用，锰能促进人体醣类和脂类的分解代谢

，防止动脉硬化，对内分泌有一定调节作用，对生长发育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锶可以预防老年性

骨质疏松症，并有一定防龋作用，镓对肿瘤有一定抑制作用。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北高路99号

电话：010-69456668 / 400-660-3055

网址：www.huashuiwan.cn

营业时间：10:00-24:00

门票：269元/位

   

2、交通

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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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直门乘坐直达花水湾公交专线。

东直门外：9:00、10:00、14:00、16:00发车

花水湾度假村：10:00、11:00、15:00、17:00发车

自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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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1：四元桥—北皋出口—孙河桥—古城桥—高丽营—花水湾度假村

线路2：北四环至望和桥—来广营桥—京承高速-（后沙浴出口）-古城桥—高丽营—花水湾度假村

   

3、设施与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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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餐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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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餐厅

充分体现“经典、时尚、品位”弘扬了传统的粤菜、川菜、杭州菜文化，融入了花水湾独特的餐

饮风格，餐厅的每个出品都经过厨师精心制作，无论从色、香、味、摆饰都极为考究，让您流连

往返，赞不绝口。成就了最有特色的风范餐厅，引领度假村美食走向餐饮前沿。餐厅设有豪华包

间20间，400余人的用餐大厅，装饰高贵，典雅，是您商务宴请之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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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 106



�������

北京温泉圈
5、住宿指南

住宿

北京花水湾磁化温泉度假村拥有308间不同风格类型的豪华客房。标准间158间， 套间11套，19栋

独立大别墅，90间温泉公寓。其中别墅风格有现代时尚家居区域；豪华总统别墅区域；简约欧式

现代区域；联体别墅的装修风格以简单日式、现代简捷式风格为主基调；标准客房为舒适型简捷

风格。客人可根据不同的住宿需求自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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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凤山温泉

   

1、温泉简介

凤山温泉

凤山温泉度假村背倚凤山和蟒山国家森林公园，西临十三陵水库和九龙游乐园，山清水秀，气候

宜人。其建筑依山就势、错落有致、风格各异。既有现代气息的楼宇，又有风光迷人、豪华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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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俱乐部以及独具特色的温泉乐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接待区及各具特色的服务区；这里既有幽

雅自然、又有21000平米的温泉乐园，72种独具特色的温泉浴，源于3800米深的侏罗纪白云岩温泉

水再加上细致周到的一体化亲情服务，是休闲、会议、旅游、度假的理想选择。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蟒山路10号

电话：010-60711188(总机) 010- 60713847 010-60713942

网址：www.fsdj.com.cn

营业时间：全天

门票：298元（1.2米以下儿童免票；身高1.2-1.4米儿童149元）

   

2、交通

公交

线路1：在德胜门西站乘坐公交888路或345路，888路在昌平凤山站下车即到，345路在昌平北站下

车打车前往。

线路2：公交：乘坐空调919区间车（开往十三陵水库方向），北京凤山温泉度假村站下车；或从

德胜门乘坐919路公交车支线1 (德胜门—凤山度假村)，可直达度假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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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

线路1：沿G6京藏高速（原八达岭高速）向北35公里，在32出口进入辅路，直行到关西环岛并右转

，沿政府街向东至东关十字路口，此路口左转向北，沿路标行驶10分钟即到。

线路2：八达岭高速至(昌平南环)出口，东行至龙水路左转向北，过东关环岛沿水库路过军都桥，

见路牌右转即到。

   

3、设施与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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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餐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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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山温泉迎宾楼

宴会厅位于宴宾楼一层，其中大宴会厅可容纳300人，小宴会厅可容纳80人另有4个豪华包间，为

您提供川菜、家常菜等多种美食，可根据您的需要预定。

位于宴宾楼二楼的凤鸣阁有14个豪华包间，为您提供多种高档精致的粤菜和湘菜。一层雅间1000

元/桌起（不含酒水）；二层雅间1280元/桌起（不含酒水）。所有用餐收取总消费的（不含酒水）

的15%服务费。

   

5、住宿指南

凤山温泉度假村共有300多间客房，包括八种房型：豪华套房、A类套间、B类套间、C类套间、A

类标准间、B类标准间、C类标准间、单人间。

价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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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温馨提示

1）室内温泉区24小时营业，室外温泉区09:00-24:00营业

2）免费无限量供应茶点/水果/饮料；休息厅过夜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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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顺景温泉

   

1、温泉简介

北京顺景温泉酒店总占地面积为十三万平米，顺景温泉取自京热-131号地热井，该井深度3075米

，温泉水来自地下深度2600～3075米间蓟县系热储层地热带，平均出水温度66度，最高出水温度8

2度，出水量1002立方米∕天，属弱碱性硫酸氯化钠型矿质温泉水，其中偏硅酸含量47.9mg/L、锶

含量11.7mg/L、氟含量5.9mg/L，均远远高于理疗热矿水浓度标准，因其矿质含量相当丰富，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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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极高的理疗保健价值。

顺景温泉水取自地下基岩深处，洁净无污染，水质滑腻，对多种疾病具有明显的疗效，经常泡温

泉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提高防病能力。水中特殊矿物组份对治疗高血压、冠心病、慢性风湿病

、风湿性关节炎、神经性皮炎、神经痛、粘膜伤口和溃疡等有非常好的疗效。

此类高矿质含量的温泉水在北京并不多见，极其珍贵，目前顺景温泉已经通过英国吉尼斯总部的

权威认证，荣幸的被命名为“全球最大室内温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2号

电话：58271888 58653888

网址：www.shunjingwenquan.com

营业时间：24小时

门票：238元（不含餐）、336元（含一餐）

备注：

1、门票限用24小时，超时按30元∕时加收费用，超半小时按1小时计算，加收3小时封顶！

2、自助餐一餐：午餐11:00-13:30；晚餐17:00-21:00

   

2、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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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景温泉位置图

自驾：

a、东三环至三元西桥三元大厦右转，直行过太阳宫北街，近四环路到达；

b、北三环东行至三元西桥，桥下左转直行，过太阳宫北街，近四环路到达；

c、东四环到望京桥下调头，沿辅路直行，过路口过街天桥到达；

d、北四环过望京桥走辅路，直行过过街天桥到达。

公交：

131路、401路、403路、404路、641路、847路在四元桥西下；361路、408路、470路、628路、740路

外环、740内、753路、944路、946路、975路、特9内环、特9外环、运通101路在望京桥东下。

   

3、设施与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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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餐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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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景温泉内的餐厅可提供多样的美食供客人选择，其中不乏各类精美的中餐、西餐菜品，更有各

类甜品供人在泡温泉之余品尝。

   

5、住宿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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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住宿兼顾人性化、现代感与人文美学设计于一身的景观客房,舒适贴心的会务享受，会务专员

的全程陪同，充溢味蕾的西式美食⋯⋯这一切因为有了全球最大室内温泉的介入而变得更加完美

。就是如此的极致用心和贴心款待，让您不论商务公洽或度假观光，均能感受到最周到的尊荣礼

遇，提升您的幸福指数!

豪华房：

安全私密的华丽个人空间，仿日式的超大立体灯墙，独家设计理念的吊灯，让您置身在五星级的

设施之中体验真正的奢华。

价格：1088元/天

王府套房：

传承明清时代精华理念，改变原有空间格局思想，庄重不失典雅，古典而不缺少现代感，独立温

泉泡池的介入，达成中式韵律与典藏温泉的完美融合！

价格：16800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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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套房：

超自由灵动空间设计，超豪华复式跃层，绝对气派会客大厅，先进智能卫浴及如厕系统，给您绝

对贵族享受！

价格：5800元/天

豪华大套房：

在华贵的个性空间基础上增加客厅与餐厅，仿欧式酒吧台的介入，使房间的功能性得到加强，干

湿浴的分设为您带来更加清新宽敞的舒适享受。

价格：3800元/天

四合院套房：

门口栩栩如生的龙凤影壁设计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俩个超大卧室内陈设明式硬木家具、中国字

画、古董及各种手工艺品，传统手工彩绘配以豪华工艺装饰的古色古香风格贯穿整个结构，是集

文化历史、现代经典于一身的神功之作！

价格：12800元/天

商务豪华套房：

为政界名士和商界高端资深人士独立打造的高顶棚、中式古朴型顶级格局，专业高级商务办公写

字台的完美搭配，必然使在外办公的您感到格外的舒心和惬意。

价格：2588元/天

行政豪华房：

首创室内私家花园设计理念，宽敞舒适空间感与异域风情花园的自然之景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给您完美温馨空间体验！

价格：1788元/天

水景豪华房：

绝对通透格局，超宽敞的落地玻璃窗，遍布满眼异域格调美水世界，瞬间的切换，让您置身其中

而又超脱其外，带给您无法复制的穿梭之美！

价格：1288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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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南宫养生温泉

   

1、温泉简介

南宫温泉养生中心由室内温泉水疗区和园林式露天温泉保健区组成，让您在愉悦身心的同时排出

体内毒素、轻松瘦身美容等功效。这里的地热温泉水，来自北京南宫京热96号地热井，水温为72

摄氏度。温泉水中含有偏硅酸、锶、锂、氟、溴、铜、硒等对人体有益健康的物质及微量元素，

这就是南宫温泉不同于其它温泉源的特质。因为水温度高，矿物质含量丰富，具有医疗保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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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王佐镇南宫村

电话：83392528 83392538

网址：http://www.nangongdujiacun.com/net.asp

营业时间：09:00-22:00

门票：98元（养生中心室内室外通票） 

南宫温泉平面图

   

2、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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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宫养生温泉位置示意图

自驾：

走京港澳高速（原京石高速），经过“杜家坎”收费站，直行第二个出口“南宫、王佐19A“出

口出，沿南宫旅游景区标志前行2000米即到。

公交：

乘458路直达世界地热博览园下车；或乘坐321路、983路、339路、978路、459路到南宫市场下车，

换458路至博览园下车即到。

   

3、设施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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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餐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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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养生餐厅主要以活鱼、农家菜、风味菜及全鱼宴等供您选择。可同时容纳500人用餐。

   

5、住宿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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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宫养生温泉在泉怡园度假村内，度假村由24座风格各异的特色乡村别墅和连排式经济房组成；

每栋别墅均精心打造，电话、有线电视、空调等一应俱全。连排二人间经济、整洁宽敞明亮。24

小时温泉洗浴，同时容纳230人住宿。

九人别墅：1080元∕栋/天

六人别墅：1480元∕栋/天（带自动麻将桌或卡拉OK）

经济房：100元/间/天

会议室：会议室可根据需要摆设圆桌、教室、口型台等各种台型

20人会议：350元/次

30人会议：400元/次

100人会议：800元/次

500人会议：2000元/次

投影、幕布：300元/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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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龙熙温泉

   

1、温泉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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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假酒店。它以三十八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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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0平米的阳光海岸温泉水世界，是龙熙的一大亮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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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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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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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熙温泉水世界平面图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顺景路8号

 电话：010-89282222

传真：010-89283333

 网址：www.longxiresort.com

EMAIL：reservation@longxiresort.com

营业时间：09:0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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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票：369元/人

   

2、交通

1）自驾

龙熙温泉距离北京首都国际机场50公里，距离火车站30公里，距离市中心30公里。

线路1：

从市区出发沿着三环到达六里桥上京开高速公路，在第十三个庞各庄出口驶，走辅路，见第二个

红绿灯右转，延途有酒店路标，顺路标指示可快速到达酒店。 

龙熙温泉自驾图

线路2：

由南三环“玉泉营环岛”向南，驶上“京开高速公路”一路直行，行驶约26公里后来到“庞各庄

”出口，下高速后继续前行2公里，可以见到左侧为“瓜乡桥”的十字路口，右转进入“顺景路”

，直行3公里，第一个路口右转，就可以看到左侧的“龙熙温泉度假酒店”。

2）公交车

线路1：乘坐937路公交（南礼士路-西胡林）庞各庄建材市场下车，往西走两公里到达龙熙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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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2：乘坐842路公交（东方时尚驾校-西胡林）庞各庄民生村下车，往西走两公里到达目的地。

线路3：

乘坐10路、456路、610路、631路、631路快车、829路、840路空调、940路、954路、968路公交在黄

村西大街下车，步行到大兴区医院换乘大兴28路区间，在酒店学院路站下车。

   

3、设施与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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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餐饮服务

那珀西餐厅

该餐厅位于酒店二层，以美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地那珀溪谷命名的那珀西餐厅，充满异国情调。无

论餐式品种大块朵颐的自助餐或是心有所属之散点，均可满足阁下享用美食的要求。阁下还可在

享用美食的同时坐观水世界美景。在每周五和周六的晚上有来自异域的歌手演出，为用餐增添一

丝浪漫。

自助早餐：07:00-10:00

自助午餐（周五、六）：11:30-13:30

自助晚餐（周五、六）：17:30-21:00

送餐服务：24小时

芭叶香依泰餐厅

该餐厅位于酒店二层，以经营东南亚的各色美食为主。泰式青木瓜沙拉，冬阴贡汤，是国内难得

一见的异国美食。点上一个又香又热辣的单人泰式小火锅，再配上一份咖喱系列的米饭，是对都

市白领挡不住的诱惑。

午餐：11:00-14:30

晚餐：17:00-21:30

龙吟阁中餐厅

位于酒店五层，以经营湘菜、潮粤菜、杭州菜、新派淮扬菜、北方菜、官府菜为主。特色菜中华

宝鼎集燕、翅参鲍于一品，是来自天伦王朝饭店的至尊菜肴，彰显龙吟阁华贵不凡的王者之风。

餐厅环境优雅而尊贵，配有中厅花园、室内回廊以及二十三不同风格的包间，是宴请宾客的上选

之处。

午餐：11:30-14:30

晚餐：17:3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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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礼睦餐厅 

位于酒店五层，经营新疆菜、清真菜，是同类酒店中少有的特色新疆餐厅，来自异域的美

食和服务定会另您流连忘返。

午餐：11:00-14:30

晚餐：17:00-21:30

   

5、住宿指南

龙熙温泉酒店备有274套豪华客房，8栋风格各异的独立别墅，布置舒适典雅，充满时代气息。

海景房

坐在窗边可以一边看杂志一边欣赏水世界的景色。水世界的热带雨林景色尽收眼底。

房间设施： 中央空调、国际直拨电话、冰箱、迷你酒吧、卫星闭路电视、宽带、枕吧服务。

翠景房

房间设有独立淋浴间，打开我们的百叶窗帘您可以看到外围高尔夫球场，绿色尽收眼底。沐浴时

观景，别有风尚感受。

房间设施： 中央空调、国际直拨电话、冰箱、迷你酒吧、卫星闭路电视、宽带、枕吧服务。

套房

商务套房：

一室一厅 可270度环视高尔夫球场

行政套房：

一室一厅 明窗玻璃门，浴室可观赏高尔夫球场

龙熙套房：

二室一厅 明窗玻璃门，浴室可观赏高尔夫球场

房间设施：中央空调、国际直拨电话、迷你酒吧、冰箱、卫星闭路电视、宽带上网、功夫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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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吧服务。

别墅

八栋独立的豪华别墅，每栋的外观和内饰迥然不同，风格各异，适合不同类型的聚会，商务聚会

、家庭聚会、生日派对等。

别墅设施：小型会议室、棋牌室、台球、卡拉OK包间、宽带上网、酒吧、枕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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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瑞麟湾温泉

   

1、温泉简介

瑞麟湾温泉度假酒店是集温泉、客房、餐饮、会议、娱乐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园林度假酒店。酒

店园区占地3000亩，绿化率约70%，一期建筑面积约为6万平方米。酒店拥有天然宜人的温泉泡池

，豪华的客房设施，各类风味的特色餐饮，高档齐全的会议设施及健康时尚的康体娱乐设施，整

体设计典雅时尚，是集异域风情于一身的多元化度假酒店，使宾客于方寸之间享尽异域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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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南彩镇顺平辅线39号(近南彩镇政府)

电话：010-89468899

网址：www.rlwresort.com

营业时间：周日至周四09:00-01:00

                  周五、周六09:00-02:00

门票：368元

   

2、交通

自驾 

1）京顺路线：京顺路→枯柳树环岛→燕京桥→潮白河大桥→下桥第一个红绿灯左转到左堤路→第

一个红绿灯右转到顺平辅路→直行5公里路北即到；

2）机场高速线：机场高速→1号航站楼(绕过1号航站楼，向机场北线行驶)→右转至顺平路→燕京

桥→潮白河大桥→下桥第一个红绿灯左转到左堤路→第一个红绿灯右转到顺平辅路→直行5公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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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即到；

3）京承高速线：京承高速→机场北线→顺平路出口出→燕京桥→潮白河大桥→下桥第一个红绿灯

左转到左堤路→第一个红绿灯右转到顺平辅路→直行5公里路北即到；

4）顺通线：通州→北关环岛→燕京桥→潮白河大桥→下桥第一个红绿灯左转到左堤路→第一个红

绿灯右转到顺平辅路→直行5公里路北即到；

5）五环线：

南边：走第二高速→三号航站楼→过收费站→见十字路口右转→上机场东路→燕京桥→潮白河大

桥→下桥第一个红绿灯左转到左堤路→第一个红绿灯右转到顺平辅路→直行5公里路北即到；

北边：走机场高速→1号航站楼（绕过1号航站楼）向机场北线行驶→右转至顺平路→燕京桥→潮

白河大桥→下桥第一个红绿灯左转到左堤路→第一个红绿灯右转到顺平辅路→直行5公里路北即到

；

6）第二高速线：3号航站楼→过收费站→见十字路口右转→上机场东路→燕京桥→潮白河大桥→

下桥第一个红绿灯左转到左堤路→第一个红绿灯右转到顺平辅路→直行5公里路北即到。

公交

1）乘915支2路公交到东风小学站下车，换乘915路到河北村站下车前行五分钟即到；

2）到东直门换乘915路公交车到河北村站下车前行五分钟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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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施与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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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餐饮服务

酒店为宾客提供多样化的餐饮服务，中餐主要经营以精品鲍燕翅为主的官府宴和粤菜，同时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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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鲁风味。32个包间窗外风景各异，用餐宛若身临仙境。东南亚风味餐厅使您不出国门尽享东南

亚风味美食。优雅别致的咖啡厅充满异国情调。大堂吧清新典雅，透过落地的玻璃窗，青山、瀑

布、流水尽收眼底，宛若画中。 

亚泰风味厅

奉上名厨为您烹饪的正宗泰国、及东南亚各种特色不同口味的美食，让您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体验

浪漫之旅，充分感受美食的真、味、美。

地点：酒店一层

午餐：11:00-14:00

晚餐：17:00-21:00

逍遥吧

午后会友、小憩于逍遥吧，当午后被修剪的阳光透入宽敞的大堂内，欣赏窗外的满园绿色，品一

杯浓浓的咖啡，供应各类饮料及小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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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酒店一层

营业时间：10:30-23:00

得月楼中餐厅

以新派高级粤菜为主，川湘名菜为辅，配合典雅的设计风格，为您带来：“脍不厌细、食不厌精

”的饮食风格；是您商务宴请、亲朋聚会的最佳场所。周六日及节假日提供广式早茶服务。

地点：酒店二层

午餐：11:00-14:00（周一至周五）

           10:30-14:00（周六、周日及法定假日）

晚餐：17:00-21:30

麒麟阁官府宴

麒麟阁公馆宴为您打造属于您的私人养生宴席—按照您的口味要求，身体需要为您量身定制私人

菜谱。

地点：酒店一层

午餐：11:00-14:00

晚餐：17:00-21:30

铁木真烧烤场

铁木真烧烤场主要经营西北草原特色，粤港挂炉及异国风味烧烤美食。独特的蒙古大营，现场烧

烤制作，秘制的酱料，是视觉与味觉的盛宴。并接受团体及私人聚会订餐。

地点：温泉区东南侧

营业时间：12:00-22:00

巴萨西餐厅

优雅浪漫的环境，精美的菜式、味道可口的西式美食，这里是您品位高雅，体验浪漫的理想场所

。主要经营意大利及法国的西餐，独具特色的中西式国际自助餐。

早餐：07:00-11:00（07:00-09:30自助早餐）

午餐：11:00-14:00

下午茶：14:00-17:00

晚餐：17:0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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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住宿指南

酒店共有291间（套）客房，古朴典雅、温馨舒适客房的将瑰丽的湖光水色揽于一室。使您在温馨

、周到的管家式服务中尽显尊贵。所有房间配有中央空调系统、安全消防系统、国内国际直播电

话、迷你吧、私人保险柜、卫星电视、宽带等设施，无线网络覆盖酒店每个角落。

E栋共有111间客房，开放式设计，为您带来顶级的奢华，如家般的温馨。 

 

F栋贵宾楼层，共设有69套贵宾客房。酒店为每位贵宾提供专享礼遇，专享的温泉泡池，独立的停

车场，快速办理入住的服务。这一系列人性化的设施及服务不仅能让您享受到私密的度假空间，

更是您尊荣之旅的象征。

                                             94 / 106



�������

北京温泉圈
  

十三、九华山庄

   

1、温泉简介

九华山庄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这里从元代起就被开辟成皇家园林，成了历代封建帝王专

有的享受。九华山庄是古典园林庭院式宾馆，别墅套房、四合院、标准间，户户通温泉，拥有国

内首屈一指的地热淡温泉和完善的会议展览设施。 

九华山庄拥有丰富多彩的温泉、保健、娱乐、运动项目。露天温泉主题公园、室内温泉游乐宫、

温泉游泳馆、各种SPA和保健养生项目、大型室内嘉年华、游艺室、32道保龄球馆、室内网球场

、羽毛球场、各种球类室、健身房、棋牌室及夜总会、KTV包房、EVD影院等精彩节目令人目不

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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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华山庄平面图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紧邻北六环

 电话：010-61782288

网址：www.jiuhua.com.cn

 营业时间：08：00-凌晨02：00

 门票：汤泉行宫与美人鱼温泉休闲宫（二选一）300元

   

2、交通

1）自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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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华山庄方位图

普通线路：

从亚运村向北,途经立水桥，一直到小汤山的大柳树环岛向东(向右)500米。此条路线大概18公里，

行车大概需25分钟。

八达岭高速公路：

从北二环或者北三环上八达岭高速公路向北，至北六环后向东（顺义方向），到小汤山北苑口下

高速公路，再向北（小汤山方向）约2km，至大柳树环岛，右转500米即是。

全程约40km，需35分钟左右。

京承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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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四元桥继续向北，路过望京西桥，即遇到京承高速公路入口，上高速继续向北至北六环后向

西（昌平方向）到小汤山北苑口下高速，再向北（小汤山方向）约2km，至大柳树环岛，右转500

米即是。全程约25公里，需20分钟左右。

机场高速公路

：出机场后，上机场高速公路，直接进入北线，从“北七家”出口下，向西直行至定泗路口后，

往北小汤山方向至大柳树环岛，向东500米即到。

2）公共交通

公交

路线1：可乘坐984路公交车直达九华山庄内下车。

路线2：乘坐643路公交车到大柳树环岛下车，之后东行500米即到。

路线3：乘坐985、537路公交在大柳树环岛南下车，然后步行到九华山庄。

地铁

路线1：从市内坐地铁至西直门或至东直门后换乘城铁，至立水桥下车，下车后可乘坐出租车至九

华山庄，约15公里，也可换乘985、643路至大柳树环岛，下车后东走500米即是，如果换乘984（空

调）可以直接到九华山庄终点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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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地铁图

路线2：从市内坐地铁至雍和宫站后换乘5号线地铁，至天通苑站下车，下车后可乘坐出租车至九

华山庄，约13公里，也可换乘985、643路至大柳树环岛，下车后东走500米即是，如果换乘984（空

调）可以直接到九华山庄终点站下车。

   

3、设施与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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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餐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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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华山庄餐厅

川菜的麻辣、湘菜的厚重、淮扬菜的淡雅温婉、上海菜的清醇和美、杭州菜的明丽可人、东北菜

的不拘小节、西餐自助的浪漫随意、韩国烧烤的异国情趣，以及形态娇美的各色小吃⋯⋯无论您

来自哪里，无论您是会议用餐、婚庆喜宴，还是合家团聚、朋友小酌，九华的各个特色餐厅都会

给您唇齿留香的悠长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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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华山庄内的餐厅

   

5、住宿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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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内部

九华山庄有多种类型、不同档次的客房标准间2400套、近5000个床位，可以满足不同层次宾客的

需求。

别墅套房，舒适典雅，温泉直通入户。风吕别墅自带露天温泉，足不出户即可恣意享受温泉之乐

。四合院，宁静清幽，古色古香。院内绕回廊，植修竹，点美石，格调清新隽雅，是怡情养性的

绝佳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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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华山庄部分户型与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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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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