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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陕西省特色生态旅游线路路书（第二批）

一、秦岭印记生态旅游线路

路线：华阴-华州区-蓝田-长安区

节点：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少华山国家森林公园、王顺

山国家森林公园、翠华山山崩国家地质公园、南五台省级风景名

胜区、秦岭终南山世界地质公园。

线路简介：秦岭大美，丰富多彩，有北国的风光，有夏日的

凉爽，有秋的色彩！美景始终在等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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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一码进入导航，即刻就出发！您可以通过扫二维

码方式进入生态旅游线路，点击任意一个景点，即可了解每个景

区的吃、行、住、游、购、娱全部旅游信息，方便您快速规划出

游时间和路线。登山时注意脚下安全，做到“走路不看景，看景

不走路”。自拍和拍摄美景时，严格按照景区规定，避免翻越铁

锁链或在悬崖边取景拍照。

1.华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景区简介】景区南接秦岭，北瞰黄渭，神州九大观日处之

一，国家 5A 级景区。华山（古称“西岳”）是我国著名的五岳

之一，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华”和“华夏”之“华”就源于

华山。华山“奇、险、峻、秀”是极富形象美和动态美的自然景

观，尤以其独具的“卓绝三峰出，古松擎天柱”的石奇木秀之特

点享誉神州，自然景观独特，生态环境多样，人文蕴涵深厚，山

上云、雨、雾、雪给人以仙境美感，享有“奇险天下第一山”之

美誉。落雁、朝阳、莲花三峰鼎峙，云台、玉女二峰相辅于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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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小峰罗列于前，72 个半悬空洞，20 余座道观彰显西岳文化。

【交通购物娱乐】景区位于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市，距西安

120 公里。距离市区 5 公里，华山北站坐落山脚，连霍高速沿北

而过，高速变通。附近购物方便，沿华山路、华岳大道均有商超、

便利店，以及医院、ATM。华山参、水晶饼、华山灵芝、华山剪

纸、华山皮影、华山刺绣等特色是游客的最佳购物选择。休闲娱

乐场所沿太华路到市区非常方便。

【餐饮住宿】景区饮食住宿便捷，5 公里内能尝到陕西特色

的肉夹馍、水盆羊肉、面食，以及客栈、酒店、宾馆、山庄可便

于住宿。看日出去东峰，穿运动鞋，带够水和御寒衣物，山顶有

军大衣出租，可携带一件轻便塑料雨衣。

【游玩周边】4-10 月是旅游旺季，门票：旺季 160 元、淡

季 100 元。景区附近还有关帝庙、华山西岳庙、东岳庙、阴晋古

城遗址、城市文化公园、烈士陵园。

2.少华山国家森林公园

https://www.meet99.com/jingdian-huashan-14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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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简介】少华山因道教名山少华山得名，与华山并称

“二华”，景区海拔高度约 530-2491 米，总面积 6300 公顷，由

少华峰、潜龙寺、红崖湖、石门峡、密林谷等五个分景区组成，

以千年古刹潜龙寺景区为中心，沿佛禅文化和山地观光两条主线

展开，北接红崖湖景区，南连石门峡景区，连接未开发的密林谷、

少华峰景区，构成公园五大秀丽的风景格局，森林覆盖率达 90％

以上。景区山势峻险、山峰峻秀、巨石神奇、瀑布湍流、森林茂

密，生态环境近似原始，四季风光变幻无穷，空气中富含负离子，

是登山健身、亲近大自然的好地方。

【交通购物娱乐】渭南市华州区东南约 7 公里处，公共交通

只能从渭南市到华县，自驾车出游比较方便，西安方向出发经连

霍高速至少华山出口下，经 310 国道向东 5 公里到；山西方向经

连霍高速至罗敷出口下，经 310 国道向西 11 公里到达。景区山

http://travel.qunar.com/p-oi9553885-qianlongsi
http://travel.qunar.com/p-oi32749038-hongyahujingqu
http://travel.qunar.com/p-oi29810945-shimenxiajingqu
http://travel.qunar.com/p-oi32748986-shaohua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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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并不陡，一边爬，一边欣赏山上的如画风景。当然，也可乘坐

景区观光车游览，往返一次 30 元左右。附近无大型商场和娱乐

场所，便利店、超市、ATM 在西门可见。

【餐饮住宿】景区内有度假山庄，西门便有美食小店，向北

3 公里国道 G310 附近可更多选择住宿和餐饮店。

【游玩周边】门票平日 60 元。景区神仙台、现龙亭、祥龙

道、藏龙云海、蟠龙道、龙首阁、天贤阁等七大景观耀世而出，

附近宁山寺、潜龙寺、华州法治公园、石门峡、太平湖公园、永

庆寺、少华湖、天仙瀑布等美景距离不足 10 公里更添魅力。

3.王顺山国家森林公园

【景区简介】森林公园地处秦岭北麓，面积 3645 公顷，共

分 6 大景区，150 多个景点，有奇峰 40 座，秀岭 8 座，12 溪，

11 瀑，16 潭，10 处溶洞，生态环境优美、奇峰幽谷、山水林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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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清幽。独秀峰、五云峰、西峰、狮子峰、千指峰等犹如一幅

山水画屏,一线天、刃峰、孔雀梁、醉仙台、石墙谷等如鬼斧神

工，峭壁兀立，飞去流雾，景区风景变幻莫测。其自然山水和地

貌特征与我国名山黄山相似，因而有陕西“小黄山”的美誉。王

顺山原名玉山，著名的蓝田玉即产于此山中。

【交通购物娱乐】公园位于陕西省境内秦岭北麓的蓝田县蓝

桥镇，距西安市 45 公里，312 国道横贯公园。驾车沿 312 国道，

到蓝桥镇也就到达了王顺山。上山有两条步行道，有些路段很陡，

缆车便捷（往返 80 元）。园内和周边没有购物、商店、ATM、药

店、娱乐场所等，游玩提前准备必需品。

【餐饮住宿】园内和周边 4 公里的路程便有多家农家乐、养

生餐厅、客栈酒店，以及民宿、山庄、宾馆等供游客住宿饮食，

主要沿 G312 以北分布。

【游玩周边】门票 40 元，开放时间 8:00-18:00，16:30 停

止进入，春夏秋三季最佳。玉皇坪为王顺山主峰玉皇顶的所在地，

登上主峰玉皇顶可东眺西岳华山，西瞰古都长安，南观群山逶迤，

北望渭水连天。距离公园 10 公里内的西安莲花森林公园、玉山

蓝河风景区、辋川溶洞、水路庵、蓝天猿人风景区、流峪飞峡生

态旅游景区、蓝天古道等风景优美。

4.翠华山山崩国家地质公园

【景区简介】公园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国家水利风景

区、国家地质公园，是秦岭终南山的一条支脉，主要地质遗迹类

型为山崩地质遗迹，主峰终南山海拔 2604 米，有“终南独秀”

https://baike.so.com/doc/1639651-1733217.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87493-5624026.html
https://baike.so.com/doc/1017041-10756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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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誉。景区也是我国山崩地质作用最为发育的地区之一，山崩地

质作用形成了一系列山崩地质景观，如山崩悬崖景观、山崩石海

景观、山崩地堆砌洞穴景观、山崩堰塞湖景观、山崩瀑流景观及

山崩形成的各种造型奇石景观等，秦岭北坡的两个堰塞湖—水湫

池和甘湫池就是山崩形成的。山崩地貌类型多样、结构典型，保

存完整、规模巨大，素有 “中国山崩奇观”和“中国地质地貌

博物馆”之美称。在研究秦岭和关中平原形成历史及山崩地质作

用类型上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山中集山、石、洞、水、林、庙

一起，共有各类景点 68 处，也有很高的生态旅游和历史文化价

值。

【交通购物娱乐】地质公园位于西安市长安区，距西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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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从西安绕城高速曲江口进包茂高速（西柞段）太乙宫口下

向南 20 分钟即到；从子午大道经秦岭环山旅游路向东 30min 可

抵达，也可乘坐蒋家寨—翠华山路旅游专线直达。商店在园内和

西北入口附近均有便利店、超市、小酒馆等。

【餐饮住宿】距离市区较近，可选择园内和景区西北角餐饮

住宿，也可返回市区。

【游玩周边】门票 70 元，儿童免票；8:00-17:30 开放。天

池寺、二龙塔、南五台山、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王莽千亩荷花、

太乙宫、嘉午台风景区等均在地质公园 7 公里距离内。

5.南五台省级风景名胜区

【景区简介】南五台景区位于终南山岭，古称太乙山，为“终

南神秀之区”。山上有清凉、文珠、现身、灵应、观音五峰，因

其位于陕西耀县五台山（药王山）以南，故名南五台。南五台上

寺院众多，布局有序，建造精巧，引人入胜，到明清时期已有大

小寺院 40 多座，现存有观音寺、五佛殿、圆光寺、西林寺、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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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寺等，自古为佛教名山与避暑之地。终南山·南五台景区自然

风景颇佳，从山下看 5 座山峰如笔架排列，一览无余，似乎近在

咫尺。从竹谷进山至大台，山重水复，峰回路转，险峰秀岩，目

不暇接。山中植物种类繁多，“特殊活化石”孓遗植物、观赏珍

品七叶树、望春花，森林景观优美，四季景色各异，涓流如帛、

流水瀑布，岩石多姿、景色如画，像集植物、地貌一体的自然博

物馆。

【交通购物娱乐】南五台风景区位于西安长安区子午镇，距

西安约 27 公里，省道 S108 过景区北，附近超市便利店很多，华

乐美购物广场采购种类较多，向北 ATM、药店，向东 4 公里有酒

馆娱乐。

【餐饮住宿】景区北 1.5 公里内可品尝秦镇米皮、灌汤包子、

牛羊肉泡馍等特色小吃，也能遇到多家民宿、客栈、庄园、公寓

等住宿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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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玩周边】门票 45 元，除了较寒冷的冬季外，其它时间

都比较适合旅游。景区北门附近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五台古镇、

太乙宫、白塔寺、至相寺，翠华山国家地质公园和秦岭终南山世

界地质公园也相距不远。

6.秦岭终南山世界地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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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简介】秦岭终南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位于秦

岭中段，地质、动植物资源丰富，山水景色优美。公园面积1074.85

平方千米，是中国南北大陆板块碰撞拼合的主体部位和主要结合

带，是中国南北天然的地质、地理、生态、气候、环境乃至人文

的分界线，有“中国天然动物园”、“亚洲天然植物园”之称。

景区地貌北仰南俯，山岭与河谷、台地相间，由翠华山山崩地貌、

骊山裂谷地垒构造、冰晶顶韧性剪切带与构造混合岩化、玉山岛

弧型花岗岩峰岭地貌、南太白板块碰撞缝合带与第四纪冰川等五

个各具特色主题又互相联系的园区，是集地质、动植物资源、旅

游观光于一体的自然科普博物馆。

【交通购物娱乐】公园距西安市城南约 30 公里，紧邻翠华

山国家地质公园，旅游路线、购物娱乐等信息参照“翠华山山崩

国家地质公园”可乘坐火车、公共交通（蒋家寨—翠华山 905 路

旅游专线）、自驾游等方式。

【餐饮住宿】信息参照“翠华山山崩国家地质公园”。

【游玩周边】门票 70 元，中小学生半价，高中大专 6.5 折，

儿童、军人、老寿星等可享受免票待遇。除园内翠华山、南五台、

骊山、太平、朱雀、王顺山、黑河等景区外，终南山国家森林公

园、翠华山山崩国家地质公园及其周边景区等均方便前往游玩。

二、黄河湿地生态旅游线路

路线：潼关-大荔-合阳-韩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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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陕西潼关黄河国家湿地公园、陕西大荔朝邑国家湿地

公园、合阳洽川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陕西遽水国家湿地公园。

线路简介：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陕西黄河湿地公园特

征典型、自然风景优美、美学价值较高、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

系统功能和生态效益良好，具有科研、观赏、科普价值，是各类

旅游爱好者的旅游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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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一码进入跟着导航走，即刻就出发！您可以扫二

维码进入生态旅游线路，点击任意一个景点，了解每个景区的吃、

行、住、游、购、娱全部旅游信息，方便您快速规划出游时间和

路线。

1.陕西潼关黄河国家湿地公园

【景区简介】潼关黄河湿地公园，位于陕西省潼关县，在黄

河、渭河、洛河的交汇区，东以黄河为界，与山西、河南相临，

西沿渭河至华阴、潼关县。公园内地势平坦宽阔，沿黄河呈南北

带状，沿渭河又呈东西带状，有大面积的河漫滩原生湿地，野生

动植物资源丰富完整，共有植物 112 科、野生鸟类 119 种，水草

丰富、鸟类众多，生态环境极佳，是关中地区多沙河流湿地的典

型代表。公园分为生态农业观光体验区、湿地景观旅游区、民俗

风情区、儿童游乐广场、自驾车营地、会议中心等，融地域民族

文化和休闲活动为一体，服务于城市的国家湿地公园。

【交通购物娱乐】公园位于关中平原东端，东至河南、西至

华阴、南至港口、北至大荔。沿 G30 连霍高速经过 X319 即到，

交通便利。公园向南向西方向都有商超提供购物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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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住宿】景区向南 2 公里穿过郑西高速铁路就有多家小

店餐馆品尝关中美食。向东 5 公里有温泉酒店、民宿、驿站等多

家酒店。

【游玩周边】开放时间 8:30-19:50。潼关黄河国家湿地公

园、潼关黄河风景区、三河口水利风景区组成了黄河风景区，附

近关雎长歌、处女泉温泉景区、赵家农家乐、洽川风景区、夏阳

瀵、木罂古渡、凤翼塔、少陵亭、岳渎孔雀园、民国铁路遗址、

女娲像等都很方便参观游玩。

2.陕西大荔朝邑国家湿地公园



— 15 —

【景区简介】陕西大荔朝邑国家湿地公园以湖泊湿地、沼泽

湿地和人工湿地于一体，具有永久性咸水湖、内陆盐沼、盐田、

库塘湿地等类型湿地资源。其生态系统完整，动植物众多，植被

群落类型多样，野生动物 57 科 159 种，植物 55 科 164 种。在生

态、科研、文化、教育、休闲等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方面具有较

高的研究价值。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丰富的水体资源，古朴的

台原风光，便利的交通条件为广大游客创造了观光游览的天然场

地，是人们休闲旅游的好去处。

【交通购物娱乐】公园位于大荔县城东 5 公里，朝邑镇北 3

公里，东西长 10 公里、南北宽 1.5 公里，总面积 1185.3 公顷。

自驾游交通便利，乘坐高铁可到大荔县城再换成出租车或公共交

通前往。沿路超市和商店较多，娱乐可选择县城。

【餐饮住宿】公园向北 X206、向东 X208、向南大朝公路、

向西到县城均为便捷。

【游玩周边】门票以当地景区发布为准。附近还有丰图义仓、

岱祠岑楼、朝邑遗址、畅家农业公园、玫瑰湖、文殊广场、千年

古渡大庆关、大荔鼓楼、大荔县同州里等游玩去处。

3.合阳洽川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景区简介】合阳洽川风景名胜区，面积 176 平方公里，是

黄河流域最大的河滨温泉湿地。洽川东临黄河、西依青山，水源

充足、气候湿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景区内有黄河流域最大

的芦苇荡和最大的湿地保护区，处女泉、夏阳瀵、黄河魂、福山

等景点都值得一游。其间，自然风景优美，百余种国家一、二级

https://baike.so.com/doc/6902292-71229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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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动物在此栖息，如“万顷芦荡，千眼瀵泉，百种珍禽，十里

荷塘，一条黄河”诗意般画卷。春天蒹葭遍地，夏日绿波万顷，

秋来芦花漫天，隆冬百鸟欢唱，有“黄河最美在洽川”、“诗经

文化之乡，中华情诗之源”等美誉。

【交通购物娱乐】景区位于合阳县城东 22 公里，国道 G342

和沿黄观光路都穿其而过，自驾游交通便利；从西安或渭南乘坐

大巴约 2 小时到达合阳县汽车站，下车后站内即可转乘到洽川风

景名胜区（处女泉）的中巴车。风景区内多家便利超市方便购物。

游客可以乘快艇、坐游船，或者骑马穿越芦苇荡，灯光表演等娱

乐活动。

【餐饮住宿】景区西南角处有农家乐、四合院等各种旅游服

务，提供餐饮和住宿供游客选择。喜欢热闹的游客可驾车 20 余

公里前往合阳县城。

【游玩周边】门票 55 元，开放时间 8:00-18:00。景区除了

处女泉、福山、莘国水城、神泉景区外，周围向西曹全碑、天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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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碑廊和文化广场，向东黄河魂水利风景区、木罂古渡、吴王古

渡等各有特色。

4.陕西澽水国家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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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简介】公园位于陕西省韩城市，面积 2570 公顷，其

中湿地面积 1580.6 公顷，占总面积的 61.5%。公园主体为澽水

河，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中曾记述“澽谷水，出夏阳

县西北梁山，东南流注河”。湿地公园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

和人文景观资源，湿地植被类型多样、动植物群落独特完好、生

态系统完整而典型，是黄土高原地区森林植被和自然生态系统保

存最为完好的区域。公园较为著名的景点有牛心瀑布、神龟奇岛、

石上清泉、神龙戏水、大石奇瀑、海眼神泉、仙人神瀑、澽水冰

挂等二十余处。自然景观秀美，有山水之灵秀，山因水流，景因

水成，水随山转，山依水立。

【交通购物娱乐】公园在韩城市偏南，被国道 G108、京昆

高速、沿黄观光路、Y529 等道路环绕，自驾游、公共交通都很

便利，向东便是黄河。公园南有 1 家商店，北过涺水河 G108、

西环路附近多家便利商超，市区内娱乐游玩方便。

【餐饮住宿】公园北过了涺水河 1 公里路程就非常热闹，餐

饮有古城美食街和各种菜馆、小吃店，住宿有古城客栈、大酒店、

旅馆、旅社、公寓等。

【游玩周边】涺水河北韩城古城有韩城门、庆善寺、群贤堂、

闯王行宫、隍庙古街、韩城文庙、状元府博物馆、韩城市博物馆，

再向北新城附近还有司马迁史记博物馆、赳赳寨塔、陕西司马迁

史记碑林博物馆、法王庙、象山森林公园等。韩城周边值得一去

的景区有韩城黄龙山褐马鸡自然保护区、紫云观三清殿、玉皇后

土庙、梁带村遗址、司马迁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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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陕北大漠风光生态旅游线路

线路：神木-榆林-靖边

节点：红碱淖、榆林沙地森林公园、红石峡森林公园、镇北

台风景名胜区、芦河湿地、靖边龙洲丹霞地质公园。

线路简介：地处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的交接地，独特的地

理位置造就了独特的陕北大漠风光，大漠与高原同在，形成一幅

雄奇壮美的自然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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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一码进入跟着导航走，即刻就出发！您可以扫二

维码进入生态旅游线路，点击任意一个景点，了解每个景区的吃、

行、住、游、购、娱全部旅游信息，方便您快速规划出游时间和

路线。

1.红碱淖风景区

【景区简介】红碱淖景区位于陕西省神木市境内，处于黄土

高原与内蒙古高原过渡地带、毛乌素沙漠与鄂尔多斯盆地交汇

处，是沙丘戈壁中的一汪清水，有“沙海明珠”之称有。景区湖

面 41.8 平方公里，水域辽阔，烟波浩渺，蓝天白云，碧水黄沙，

交相辉映，景色壮观。环湖四周自然生态良好，环境优雅，湿地

是全球最大的珍稀濒危鸟类——遗鸥繁殖与栖息地。是全国最大

的沙漠淡水湖，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

【交通购物娱乐】景区位于榆林神木县尔林兔镇东北角，距

https://baike.so.com/doc/1954506-2068405.html
https://baike.so.com/doc/1954506-206840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02857-611575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70233-5606107.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23723-5836341.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85146-61981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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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榆林市区约 140 公里处。一级公路连接红碱淖景区和包茂高

速、210 国道等交通要道。景区距包茂高速红碱淖出口为 16 公

里，交通畅通。晚间有“大漠之夜篝火晚会”和特色“湖滨舞会”

等大型娱乐活动；自然湿地保护区可观赏美丽的草原湿地风光；

湖北区是大漠娱乐中心,有滑沙、沙地摩托、沙地越野车、水陆

两用娱乐车、沙漠骆驼、风味野餐、海滨浴场等；湖区为水上娱

乐区，有快艇、摩托艇、游湖画舫、水上滑翔机等游乐。

【餐饮住宿】湖东区为综合游览服务区，设施完备，功能齐

全，拥有大型生态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三星级宾馆、酒店、

餐饮、影院、购物一条街,游客还可以品尝当地出产鲤鱼、草鱼、

鲢鱼、鲫鱼等各种湖鲜。

【游玩周边】4-10 月开放，门票 30 元。红石岛上有许多野

生的沙生植物,南部湿地区域是珍禽濒危鸟类——遗鸥繁殖与栖

息地。游客在景区内还能看到白天鹅、鸬鹚、白鹭、金雕、鱼鹰、

鸳鸯等各类珍禽。

2.榆林沙地森林公园

【景区简介】榆林沙地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毛乌素沙漠与黄土

高原过渡地带上建立的以人工林为主体的森林公园，属“干旱草

原植被带”，也是我省“长城沿线风沙草原区”。多种天然植物

和人工栽植的乔木、灌木类把公园装饰的五彩缤纷，三季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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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常青，森林覆盖率达 65%，是黄土高原上难得的避暑圣地、

天然氧吧。公园由服务区、特殊景观区、生态保育区、游憩区等

4 个功能区组成，以沙地森林生态环境为主体，以维护生态平衡、

保护现有林地为前提，集休闲度假、文化娱乐、科普教育和生态

观光为一体的国家级沙漠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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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购物娱乐】公园位于榆林空港生态区规划范围内，距

榆林中心城区西北 7 公里，东临 G65 包茂高速，交通便利。西北

地区最大的林业展览馆、大漠绿淘沙高尔夫球场、射击场、华纳

巨树假日酒店、漠海丽江酒店、汽车主题公园、跑马场、大型器

械游乐场、陕北民间音乐馆、沙漠之花美术馆、盆景园艺博览园、

动物园等游玩场所。

【餐饮住宿】景区东包茂高速和西榆乌路约 3 公里有宾馆、

民俗，以及菜馆、超市、便利店等，但不是很多。也可驾车 10

公里前往城区，品尝地道的陕北美食，享受民俗风格的酒店。G210

榆林大道加油站很便利。

【游玩周边】主要有城运村、大型器械游乐场、跑马场、沙

漠汽车公园、影视文化城、鸟语花香园林、民俗艺术园、生态餐

饮、驼鸟、名犬养殖区（园）等。

3.红石峡生态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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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简介】红石峡也叫雄石峡，长城穿峡而过，有“万里

长城第一胜景”的美誉。公园依山傍水，远离城市的喧嚣。在秀

美的自然环境中融入历史人文，使人“触摸自然、感悟文化”。

红石峡东西两崖对峙，依壁凿石成窟，石窟大多分布在东崖，最

具看点的是“塞山碑林”之称的摩崖石刻，身在其中能品位醇久

如诗的塞北古文化。

【交通购物娱乐】公园位于陕北历史文化名城——九边重镇

榆林城北 2 公里处。西临包茂高速、北源大道，南接环城北路，

交通便利。公园娱乐丰富，生态八景足以陶冶情致，民俗演义尽

可赏心悦目。索道飞降、弯弓骑射，骝毛驴、打腰鼓意趣横生，

点狼烟更能跨越历史感受古国纷争。沙地飞驰、乘热气球、缆车、

划舟享受沙地和山水融合。附近昭君路便可购物。

【餐饮住宿】公园南 3 公里左右迎宾大道有多家酒店下榻，

https://baike.so.com/doc/6301953-65154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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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餐馆感受陕北饮食文化，豪饮陕北老酒的醇香，细品陕北农

家小吃的精美。

【游玩周边】门票 30 元，公园是塞上自然人文名胜红石峡

系列景观的一部分，无定河的两条干流之一榆溪河穿园而过，下

游是驰名遐迩的红石峡南峡摩崖石刻宝库，上游是榆溪河上最大

的人工海子红石峡北峡水库，东望镇北台，西眺毛乌素沙丘。

4.镇北台风景名胜区

【景区简介】镇北台建于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 1067 年），

是明代长城遗址中最为宏大、气势最为磅礴的建筑物之一。台依

山踞险，居高临下，控南北咽喉，锁长城要口，是古时重要关隘

和军事瞭望台，素有中国长城“三大奇观之一(东有山海关、中

有镇北台、西有嘉峪关)”和“万里长城第一台” 之称。台呈方

https://baike.so.com/doc/1928381-2040146.html
https://baike.so.com/doc/1279856-24188840.html
https://baike.so.com/doc/1928381-2040146.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03933-5816542.html
https://baike.so.com/doc/1062615-1124135.html
https://baike.so.com/doc/24684224-255825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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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共 4 层，高 30 余米。台基北长 82 米，南长 76 米，东、西

各 64 米，占地面积 5056 平方米。

【交通购物娱乐】镇北台位于榆林市城北 4 公里之红山顶上，

与红石峡生态公园隔榆西路。城内乘坐 3 路、11 路公交可直接

抵达。景区距离城区很近，购物、娱乐 10 分钟路程便可前往。

【餐饮住宿】景区南 3 公里左右迎宾大道有多家酒店下榻，

以及餐馆感受陕北饮食文化，豪饮陕北老酒的醇香，细品陕北农

家小吃的精美。

【游玩周边】门票 30 元，建议 2 小时游玩。附近 5 公里内

还可前往西老爷庙、红石峡、白龙观、关帝庙、无量寺、沁园、

鼓楼等景点。

5.芦河湿地

【景区简介】芦河，黄河支流无定河的支流，发源于靖边县

白于山地，大致由南向北于横山区吴家沟附近汇入无定河，全长

157 公里，是陕北干旱地区、沙漠化边缘地带河流，是农业生产

https://baike.so.com/doc/5603933-58165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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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水源。芦河湿地沿芦河覆盖河道两岸沼泽地、泛洪区及人

工湿地区域。芦河湿地栖息、繁衍着 20 多个种类、上万只大小

鸟群，这里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琵鹭、蓑羽鹤，省级保护动物

苍鹭、大天鹅、小天鹅等。

【交通购物娱乐】芦河湿地沿线较长，从靖边县城沿省道

S106 向东 20 公里内可经过杨家湾水库、沙畔水库、河口庙水库

等芦河湿地风景，再沿 S106 向北一路有湿地风景伴随直至芦河

汇入无定河。

【餐饮住宿】住宿和餐饮在靖边县城附近较为方便，或到横

山区就餐住宿，沿途路况比较方便，城区住宿和用餐选择较多。

【游玩周边】芦河湿地由南向北沿途附近有杨桥畔瀑布、西

云寺、响铃塔、波冲山等景点。

6.靖边龙洲丹霞地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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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简介】龙洲丹霞地貌景地，当地人称“波浪谷”、“红

石峁”，也叫靖边红沙岩峡谷，是“中国黄河 50 景”之一。公

园红岩环绕，绿水萦绕，形成独特的盆地地势，方圆百公里（主

景区 20 余平方公里）属奇异的红砂岩地貌。公园分为水上丹霞

区、火焰丹霞区、地心丹霞区三个部分。在夕阳的光辉下，火焰

丹霞的色彩越发红艳，地面波浪的模样像是梵高的画，是一座天

然的丹霞地貌博物馆，也是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丹霞地貌地区之

一，具有很高的科考价值和旅游观赏价值，其独特的地质地貌和

奇特的外观被称为中国的波浪谷奇观。

【交通购物娱乐】公园位于靖边县东南 22 公里处的龙州镇

闫家寨子。靖边县城大约半个小时车程可抵达，乘车或者公共交

通都很便利。景区距离龙洲镇不足 2 公里，购物也非常便利，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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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游玩景点很多，“一线天”出来后，就去水边坐船，在水上

观赏峡谷的风光，山水变幻无穷。

【餐饮住宿】公园附近 3 公里内，多家当地农家乐的伙食都

不错，能吃到好吃的羊肉炖豆腐、羊肉剁荞面、黄米年糕，农家

院可住陕北炕，院内有餐饮、卫生间、热水、Wifi，农家乐的消

费也很实惠。五杨路向东、向北还有现代式酒店可供住宿餐饮。

【游玩周边】成人票 100 元，半价票 50 元。建议时间 1-2

天，除了景区的时光岩、凤尾岩、波浪谷景区外，闲暇时可去周

围杨桥畔瀑布、五台山森林公园、龙州堡明长城遗址约 10 公里

路程。

四、高山杜鹃生态旅游线路

线路：西安-柞水县-镇安县

节点：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柞水溶洞、木王国家森林公园。

线路简介：高山杜娟最浪漫，十里花谷惹人怜，线路最具有

特色的高山杜鹃，都是一片花色惹人醉!

温馨提示：一码进入跟着导航走，即刻就出发！您可以扫二

维码进入生态旅游线路，点击任意一个景点，了解每个景区的吃、

行、住、游、购、娱全部旅游信息，方便您快速规划出游时间和

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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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

【景区简介】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位于秦岭南坡的商洛市柞

水县营盘镇，秦岭长隧穿腹而过。公园有羚牛谷山水游憩区、六

尺岭峰林景观区、牛背梁高山风光区和铁佛寺宗教文化区四大景

区。资源丰富，集“奇、险、清、幽”于一体，汇“峰、瀑、溪、

林”于一山，牛背梁森林茂盛、峰林矗立、冷杉健硕、杜鹃吐芳、

草甸生香、冰川似海；森林覆盖率高达 91%，是名副其实的“天

然氧吧”。踏上黄河、长江分水岭，站在“中华脊梁”，游览三

峡、六瀑、八园、十桥、三十六潭、四十八怪等山光水色，伴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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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回响，体验秦风楚韵交汇处独特的景观和民俗文化，感受

青山绿水和自然风光的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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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购物娱乐】公园面积 2123 公顷，距西安 42 公里。自

驾游西安上绕城高速，经包茂（西康）高速过秦岭终南山隧道至

营盘出口左行 5 公里即到。园内沿着步道一路古树古藤、溪水瀑

布。景区内的交通车也很便利。野生猕猴桃、板栗、包谷酒、核

桃等都是柞水当地的地道美味。

【餐饮住宿】景区内美食广场、汉阴院子、乾博堂-农家、

陕北人家、香满楼等服务区可休息用餐以及住宿酒店/客栈，向

南 G211 附近也有农家美食和多家民宿、酒店。

【游玩周边】门票 90 元。5 月份是牛背梁杜鹃花盛开的季

节，夏季气候适合，深秋时观赏红叶。公园的羚牛谷山水游憩区

奇险峡谷，清流飞涧，苍郁古树，山泉婉转，如诗如画的醉人景

致。六尺岭峰林景观区的秦岭冷杉林带、十里高山杜鹃、峰林石

柱，还可以看到牛背五绝：天公石、地母峰、冷杉王、万寿龟和

花中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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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柞水溶洞

【景区简介】柞水溶洞位于陕西省南部秦岭山中，自然环境

灵秀典雅，景点多而集中，已发现的溶洞有 115 个，在已探明的

17 个溶洞中，最为吸引游人、自然景观绚丽多姿、可以开发利

用的溶洞有 9 个。其中佛爷洞（转景楼、尽布石人、石罗汉、石

https://baike.so.com/doc/5391784-56285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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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石马、海石花、钟乳倒悬、石笋林立）、天洞（玉瀑厅、莲

花池、龙宫、惊魂道、罗汉堂、观庵草堂等）、百神洞(百神厅、

二龙嬉珠、太白池、大圣井、听涛台等）、风洞、对峰台等有名

景点。这里既有可与瑶林仙境媲美的喀斯特溶洞群，又有山清水

秀风光迷人的山峰美姿，是一处难得的以溶洞和自然景色为主的

旅游区。

【交通购物娱乐】景区位于商洛市柞水县城南 13 公里，S102

省道和 307 省道交汇处，磨石沟南 4 公里的石瓮乡。距西安市约

100 公里，自驾南三环（三兆）曲江口上西柞高速，安康方向。

从西安城南客运站或商洛市汽车站都可乘坐到柞水或者到镇安

的班车，柞水车站发往柞水溶洞的公交车很方便，附近商超都很

便利。

【餐饮住宿】柞水小炒、腊肉、腊肉炒粉皮、柞水搅团、柞

水洋芋糍粑都是来商洛必尝美食。午餐可在溶洞周边吃，也可到

古色古香的凤凰古镇边逛边吃。景区附近住宿的酒店、客栈、农

家乐等都很方便实惠。

【游玩周边】门票 82 元。附近柞水九天山景区、东坡森林

公园、三道井旅游风景区、绣屏公园、虹化山公园、锦湖公园、

云盖寺古镇、金台山文化旅游区等景区最远不足 16 公里。

3.木王国家森林公园

【景区简介】公园位于秦岭南坡中段，汉江支流旬河上游的

商洛市镇安县木王国有林场，总面积 3616 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98.3% ，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高达 5 万个。气候温和，雨量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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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园内原始森林茂密，珍稀动植物品种繁多，以林海杜鹃和奇

峰怪石景观为主，分为四海坪、双头马、茨沟三大景区和鹰嘴峰

特别保护区。十里杜鹃画廊颇负盛名，浓缩秦岭精髓，融林、花、

峰、石、水、洞景为一体，集雄、奇、秀、险、野、幽、闲于一

身，有“天开画卷”之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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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购物娱乐】公园位于镇安县西部木王国有林场境内，

东与山阳县和湖北郧西县相连，西与宁陕县交界，南与安康市汉

滨区、旬阳县接壤，北与柞水毗邻。位于 210 国道和西康铁路、

西康高速公路之间，北达西安，南至安康，西到汉中。旅游交通

便利，景区购物娱乐不便。

【餐饮住宿】山下有许多农家乐，农家乐里的小吃都是农家

自己种的，少很多农药与化肥，吃起来也特别美味，来到这里一

定要尝尝。附近度假山庄、民宿都方便也实惠。

【游玩周边】门票+景交车双线 125 元（参考价）。双头马

景区中千米石瀑属奇特地质景观，四海坪景区以峡谷瀑布和植物

景观为主，茨沟景区茨沟景区的十里杜鹃画廊颇负盛名，鹰嘴峰

为木王森林公园景区之主峰，山型一如大鹏展翅，孤峰突兀亦如

鹰嘴，雄伟孤傲。

五、畅游草原生态旅游线路

线路：西安-宝鸡-陇县

节点：宝鸡大水川、关山草原。

线路简介：大美陕西最，草原迷人醉，一年四季皆风景，蓝

天白云，碧草绿茵，山花烂漫，景色旖旎，一幅幅彩绘的画卷美

的让人流连往返！

温馨提示：一码进入跟着导航走，即刻就出发！您可以扫二

维码进入生态旅游线路，点击任意一个景点，了解每个景区的吃、

行、住、游、购、娱全部旅游信息，方便您快速规划出游时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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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

1.大水川

【景区简介】大水川（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位于陕西省

宝鸡市陈仓区香泉镇，总面积 60 平方公里，是一处原生态的高

山草甸，曾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多个朝代的皇家马场，

https://baike.so.com/doc/5574822-578924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93763-5630816.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75502-104338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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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景区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森林茂密，

草场广阔，植被很好，风景如画，各类高等植物高达 2100 多种，

蕨类植物 110 种，野生中草药多达 160 余种。景区以生态保护为

原则，融入无痕开发理念，现已形成大众休闲、趣味娱乐、休闲

养生、户外体验四大体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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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购物娱乐】连霍高速宝天段（天水方向）到坪头/晁

峪下高速，左转沿 G310 行驶约 3 公里，过韩家山隧道 200 米右

转进入大水川旅游专线，途径九龙山景区、灵宝峡景区、抵达南

由古城，大水川景区。进入大门先坐 20 分钟的中巴车，然后再

换乘电瓶车停留四站，可欣赏《三英战吕布》节目演出，体验露

营、骑马、滑草、射箭，观看梅花鹿和孔雀等。周围没有便利店，

游玩需提前准备。

【餐饮住宿】景区内的独院木屋、大水川宾馆、驿栈等提供

标准间、三人间、单人间，还可体验蒙古包、房车、帐篷住宿。

岐山挂面、豆花泡馍、岐山臊子面、扶风烙面皮等当地美食值得

品尝，但路程较远。

【游玩周边】门票 80 元。南由古镇、关山森林公园、陇县

秋菊山庄、狮子谷森林公园、驼铃谷、非子梁、八龙潭、汉关、

吴山风景区、九龙山景区、灵宝峡景区、关山草原、雷音山景区

等约 30 公里以内。

2.关山草原

【景区简介】关山草原位于陇县西南部，是西北内陆地区唯

一的以高山草原为主体的风景名胜区，海拔 2200 米，年平均气

温 5.4℃。关山草原享有“小天山”之美誉，有“关山六月寒凝

霜”的写照，自古以秦非子养马而闻名于世，为陕西最大的林牧

区、我国内陆中东部地区最大和唯一的天然草原。景区荟萃山峦、

槽谷、森林、草原、天象和气候等多种自然景观，使人流连忘返。

https://baike.so.com/doc/1225369-12961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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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购物娱乐】景区距宝鸡市 134 公里，西安 300 公里。

从西安汽车站（火车站对面）、宝鸡汽车北站均有景区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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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游从连霍高速公路到陇县，通过陇州大道和关山大道到达关

山草原游客服务中心。景区内购物方便、活动丰富，主要有骑马、

射箭、滑索、滑草、篝火晚会、烤全羊、滑雪等。

【餐饮住宿】景区内吃饭住宿方便，主要以臊子面为主，还

有搅团、饸饹、涮肉、烤羊肉、炒菜等多元美食。1 公里路程内

的酒店也有很多供游客挑选，也非常方便。

【游玩周边】门票 60 元，景区摆渡车往返票价 60 元，游览

观光客运车往返票价 20 元。从陇县到关山草原的路上会路过“秋

菊山庄”，这里是电影《秋菊打官司》的拍摄地，有兴趣可以前

往一游。附近还有风情小镇、望月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