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弗莱堡游客， 
    这本小册子不但为您提供关于弗莱堡公共交通的免费指导，

还包含了一些附近区域和旅游景点的基本信息。 

如何乘飞机前往弗莱堡如何乘飞机前往弗莱堡如何乘飞机前往弗莱堡如何乘飞机前往弗莱堡 

您可以从下面的机场按以下行程到达弗莱堡中央火车站

（Hauptbahnhof，HBF）： 
法兰克福（Frankfurt）机场：约 2 小时，每小时有运行一次或

两次的 ICE / IC / EC（高速列车）直达，或换乘一次。 
•苏黎世（Zürich）机场：2-3 小时， ICE / IC 每小时一班，只

需换乘一次。 
•巴塞尔/米卢斯欧洲机场（Basel/Mulhouse Euro-Airport）：55
分钟。弗莱堡中央火车站有直达巴士。 
•巴登-埃尔帕克 - 卡尔斯鲁厄/巴登 - 巴登（Baden-Airpark – 
Karlsruhe/Baden-Baden）机场：1.5〜2.5 小时，每小时有一班

公共汽车和火车到达（或者长途公共汽车）。 
•斯图加特（Stuttgart）机场：约 2.5 小时，每小时有一班 S-
Bahn 和 ICE。 
•腓特烈港（Friedrichshafen）机场：3-4.5 小时，  
•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机场：1.7-3 小时，每小时有区域

或德国国境内火车（或者长途公共汽车）。 

 

如何乘如何乘如何乘如何乘火车火车火车火车前往弗莱堡前往弗莱堡前往弗莱堡前往弗莱堡 
每小时有 ICE 连接北部（曼海姆 Mannheim 1.5 小时）和南部

（巴塞尔 Basel SBB 45 分钟。） 
•巴塞尔（Basel）： 
- 巴塞尔 SBB（瑞士站）每天 25 次 ICE / EC / IC 的直达线路，

45 分钟内到达。 
- 巴塞尔巴地舍尔火车站 Basel Badischer Bahnhof （巴塞尔温

泉火车站 Basel Bad Bf）：乘坐 ICE 35 分钟，区域火车

（RE）55 分钟到达。 
•柏林（Berlin）：约 6.5 小时到达，每天 5-7 班次 ICE 直达线

路。 
•多特蒙德（Dortmund）：5 小时到达，每天 4 班次 ICE / EC 
直达线路。 
•法兰克福（Frankfurt）中央火车站：约 2 小时，每天有 9 班次

ICE 的直达线路。 
•汉堡（Hamburg）：约 6 小时，每天有 10 班次 ICE 直达线

路。 
•汉诺威（Hannover）：约 4-5 小时，每天 7 班次直达线路。 
•卡尔斯鲁厄（Karlsruhe）：1 小时，每小时 1-2 班次 ICE/IC。 
•科隆（Cologne）：约 3-4 小时，每天 8 班次直达线路。 
•米兰（Milan）：每天 7 次 ICE（转乘 1-2 次）， 约 5.5 小时 
•慕尼黑（Munich）： 4-5 小时，每天 12 班次 ICE / IC， 只需

转乘一次。 
•巴黎（Paris）：3.5 - 4.5 小时, 每小时至少一班次的 TGV / 
ICE，中间转乘 1 火 2 次。 
•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1-1.5 小时，每小时一班， 转乘

一次。 
•斯图加特（Stuttgart）：2 小时，每小时有 ICE / IC，转乘一

次。 
•苏黎世（Zürich）：约 110 分钟，每日 7 班次 ICE 直达线路。 
 
其他快速列车连接需换乘 1-2 次。 

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在在在在弗莱堡弗莱堡弗莱堡弗莱堡游览游览游览游览 

从中央车站出发，8 分钟（距离 750 米）内可到达城市中心。发

达的城际列车和公交系统（从早上 5 点到凌晨 1 点）可以到达弗

莱堡的所有位置。还有许多当地与区域列车与弗莱堡周边地区相

连接，至少每小时一次向 6 个不同的方向出发。 

弗莱堡地区的交通系统弗莱堡地区的交通系统弗莱堡地区的交通系统弗莱堡地区的交通系统 RVF 

以弗莱堡为中心的的 RVF 运输系统，从北部的 Herbolzheim 一

直延伸到南部 Müllheim（约 60 公里），西至莱茵河东至黑森林

的 Feldberg, Titisee 和 Schluchsee（约 60 公里）。 
www.rvf.de/PDF/RVF-Schienennetz.pdf 

RVF 区域划分为 3 个下属区域。 B 区和 C 环绕着 A 区（弗莱堡

中心）。 
在 RVF 区域内，有以下几种车票出售： 
•单次车票, 任一个，两个或所有三个区域的成人价格为：2.20，
3.80 或 5.40 欧元。 
•一个区域内的多次往返车票（8 次），折扣在 10％左右或

“Punktekarte”（点卡），具有灵活的打票系统。 
•24 小时覆盖一个区或整个 RVF 区域的车票，1 人（一个区 5.50
欧,整个区域 9.9 欧）或 5 人票（一区 9.90 欧, 整个区域 19.80
欧）。 
•“WelcomeKarte”（欢迎卡）的有效期为 3 天，覆盖 1 人在整

个 RVF 系统的所有车，也包括夜班车（周五和周六），在

Schauinsland 的缆车：24 欧。 
•“RegioKarte”（月票，可转让的）51 欧，在整个 RVF 区域有

效,：允许在星期天和节假日额外携带 1 个成人和儿童。 
•“Baden-Württemberg-Ticket（巴登 - 符腾堡州票）”：适用

于一天内，多至 5 人在巴登 - 符腾堡州的所有地区的火车和巴

士，1 个人 21 欧元，从第二人开始, 每增加一人多 4 欧，可在所

有的德国铁路售票机上购买。 

火车和公共汽车信息火车和公共汽车信息火车和公共汽车信息火车和公共汽车信息 
 

德国铁路公司（国家和地区火车）: 
www.bahn.de 

Baden-Württemberg旅程规划者:  

www.efa-bw.de 
弗莱堡城市旅游:  

www.vag-freiburg.de 

www.vag-freiburg.de/liniennetz/liniennetzplan/ 

弗莱堡区域交通网络:  

www.rvf.de 
Südbadenbus 有限责任公司（区域公共汽车）: 

www.suedbadenbus.de 

KONUS 的贵宾卡。如果你在该地区住宿,可免费乘坐黑森林区域

的公共汽车和火车:  

www.schwarzwald-

tourismus.info/content/view/full/3102 
长途汽车 (德国新增): 

www.meinfernbus.de   

www.deinbus.de  

其他移动网站: 

www.freiburg.de ➔ 活动与交通 

www.freiburg-fuer-alle.de ➔ 活动 

www.vcd.org/freiburg ➔ 服务 

 



其他活动提议其他活动提议其他活动提议其他活动提议 

自行车出租： 
        www.mobile-freiburg.com, 在中央火车站附近的自行车

站“mobile”. 

拼车：  

        www.car-sharing-freiburg.de, 也可供使用其他德国汽车

共享项目的成员使用。 

弗弗弗弗莱莱莱莱堡堡堡堡的商务的商务的商务的商务场地场地场地场地 

Official city portal: 

www.freiburg.de 
www.fwtm.freiburg.de 旅游和展览会。 

www.greencity-cluster.de 环境和可再生能源的公司和机

构。 

www.konzerthaus.freiburg.de, 音乐厅，靠近中央车站。 

阿尔布莱希特-路德维希-弗莱堡大学 

    www.uni-freiburg.de � Anreise.主楼在城市中心，步行 5
分钟到中心站，城际列车 1，3，5 号线，“市立剧院”下

车。 

自然科学校园，市中心的北部，10〜15 分钟。从中央火车

站，城际列车走，在“Tennenbacher大街”下车。 

弗莱堡大学医院 (c. 2 km from central station.) 城际列车 5 

号线, 在'Friedrich-Ebert-Platz'站下车。 

应用科学学院, 在 “新展览会中心/大学”下车 (Breisach方

向)  

弗莱堡展览会中心和“Rothaus竞技场”（展会和活动） 

www.messe-freiburg.de ➔访客/旅游方向指南：列车行驶

4 分钟，在“新展览会中心/大学”站下车（Breisach方向，

另需约 10 分钟的步行路程），或者乘公交车 11 路，约 15 分

钟。 

容易到达的容易到达的容易到达的容易到达的旅游景旅游景旅游景旅游景点点点点 
Schauinsland 
    弗莱堡所属的山，1284 米，可观看弗莱堡全景，莱茵河谷，孚

日山脉和阿尔卑斯山。www.bergwelt-schauinsland.de，

约 60 分钟。从市中心（Bertoldsbrunnen）乘坐城际列车 2
号线和公交车 21 路，在此之后乘缆车（往返车票 12 欧），或

火车到 Kirchzarten，然后转乘汽车（Todtnau方向），

“Hofsgrund”，“Schauinsland Halde”站下车（45 分

钟，然后步行约 2 公里，车票为“2 区价格”）。 

Waldkirch 
  美好的乡村小镇, 有城堡废墟，www.stadt-

waldkirch.de，弗莱堡中央火车站乘坐火车 20 分钟车程，车

票为“2 区价格”。 

Staufen 
“浮士德博士”的小镇, 有大教堂与城堡遗址，

www.staufen.de, 距离弗莱堡的中心 30 分钟车程，车票为

“2 区价格”。 

Kaiserstuhl 

  小山区，莱茵河谷，适合徒步旅行的葡萄园和一些景观，

www.kaiserstuhl.com ，距弗莱堡中央火车站 20-60 分

钟，车票为“2-3 区价格”。 

莱茵河畔的布莱萨赫（Breisach） 

有大教堂的历史名镇（12-15 世纪）www.breisach.de，距

离弗莱堡中央火车站 30 分钟车程，车票为“3 区价格”。 

Hinterzarten和 Titisee  

散步的天堂，适合游泳，游船和观光的黑森林湖泊区，

www.hinterzarten.de，www.titisee-neustadt.de，距

离弗莱堡中央火车站 40 分钟车程，车票为“3 区价格”。 

Schluchsee 

最大的黑森林湖泊， www.schluchsee.de，距离弗莱堡中

央火车站 60 分钟车程，车票为“3 区价格”。 

费尔德山（Feldberg） 

被誉为“黑森林的屋顶”，1493 米，是黑森林最高的山，

www.hochschwarzwald.de，在弗莱堡中央火车站乘坐火

车和公共汽车 80 分钟到达，车票为“3 区价格”。 

巴登 - 巴登（Baden-Baden） 

一个具有赌场和的各种温泉的城市，www.baden-

baden.de，在弗莱堡中央火车站乘坐 ICE（单程 28 欧）45
分钟，或区域列车 85 分钟到达。巴登 - 符腾堡州机票（往返

车票 21 欧元，在奥芬堡换乘一次）。 

康斯坦斯湖（Lake Constance） 

www.bodensee.de,从弗莱堡中央火车站乘坐区域列车 160-
200 分钟到达康斯坦斯兹 （Konstanz），可用巴登 - 符腾堡

州票（往返车票 21 欧元）。 

海德堡（Heidelberg） 

www.heidelberg.de，每小时一班 ICE，约 2 小时到达，单

程 47 欧元。区域列车 2.5 小时到达。 

附近的法国和瑞士的城市和地方附近的法国和瑞士的城市和地方附近的法国和瑞士的城市和地方附近的法国和瑞士的城市和地方 

科尔马（Colmar） 

历史悠久值得参观的城市中心，有众多的历史建筑和运河，

“菩提树下”博物馆和剧院，www.ot-colmar.fr。从弗莱堡

中央火车站乘坐火车和公共汽车 70〜90 分钟到达，可用 1 或

5 人的区域票（24 小时）。 

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 

历史悠久的城市中心被著名的大教堂，博物馆和剧院环绕，

www.otstrasbourg.fr，从弗莱堡中央火车站乘火车 70
（ICE）-100 分钟（RE/RB）到达，在奥芬堡（Offenburg）

换乘。 

 

米卢斯（Mulhouse） 

具有很多博物馆和剧院的购物和工业城市，

www.mulhouse.fr/de，周一至周五每天 5 次区域火车和汽

车前往，60-80 分钟到达，或者乘坐每日每小时一班途径巴塞

尔的火车，约 90-120 分钟。 

巴塞尔（Basel） 

 历史悠久的城市中心，教堂，博物馆，www.basel.ch，列车

时刻，请参阅前页，巴登 - 符腾堡州票可覆盖部分到巴塞尔的

路程。 

伯尔尼（Bern） 

瑞士首都，历史悠久的城市中心被阿尔河（Aare）环绕，

www.bern.ch，乘坐 ICE/IC 2 小时到达。 

伯尔尼高地 

紧靠图恩湖（Thuner）和布里恩茨（Brienzer）湖，附近有

“艾格峰（Eiger）”，“蒙克峰（Mönch）”和“少女峰

（Jungfrau）”，www.berneroberland.ch，从弗莱堡中央

火车站乘坐 ICE到因特拉肯（Interlaken）约 3 小时（每天几

班直达火车）。 

弗莱堡地区的其他信息弗莱堡地区的其他信息弗莱堡地区的其他信息弗莱堡地区的其他信息 

www.frsw.de (弗莱堡和周边地区的门户网站) 

www.upperrhinevalley.com (巴登，阿尔萨斯，瑞士西北

部和 Palatinate) 

www.schwarzwald-geniessen.de 

www.dreisamtal.de 

www.hochschwarzwald.de 

www.naturpark-suedschwarzwald.de 

www.schwarzwald-tourismus.info 

www.markgraefler-land.com 

www.schwarzwald-bike.de/touren_uebersicht.php 
www.fahrradland-bw.de (巴登-符腾堡州,骑自行车) 

www.wanderservice-schwarzwald.de （散步） 

www.loipenportal.de/schwarzwald （跨国滑雪） 

www.europapark.de 
www.vcd.org/freiburg I（乘火车或公共汽车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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