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伦敦至爱丁堡：皇家之旅伦敦至爱丁堡：皇家之旅 14 hrs, 55 mins
驾驶时间

1240 km
总路程

地点地点 1  伦敦至巴斯伦敦至巴斯 05:00:00
驾驶时间

292 km
总路程

http://www.motorhomerepublic.com/itineraries/zh/united-kingdom/london-to-edinburgh

Overview

驾车穿行于英国，可以体验到
该国悠久历史与现代生活的水
乳交融。这里不仅有鼎鼎大名
的巨石阵、伦敦塔、爱丁堡城
堡，还有不期而遇、真正令人
难忘的感受：在古老而迷人的
酒馆享用午餐、远观湖畔古雅
的村庄、游览史书上鲜有记载
的城堡废墟。文化之旅少不了
自然风光，从荒芜的峰区，到
美不胜收的湖区，以及连绵起
伏的苏格兰南部，都是英国美
妙风光的一个个缩影。
 
租赁房车是探索英国最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是房车俱乐部和周日出行的优良传统。英国的公路养
护良好，四通八达，您大可自驾房车无忧出行，迷路一两次也是值得的！敬请阅读从伦敦至爱丁
堡风景如画、乐趣横生的路线概述，以及英格兰到苏格兰的一路见闻。

提取租赁的英国房车后，离开伦敦，驶向英格兰南都的怀抱。从沙滩乐趣到海洋史，从历史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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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罗马浴场，这段房车旅程满是令人惊喜的景致。总驾驶时间虽不到一天，但还是建议您慢慢品
味，找个适合停靠房车过夜的
地方绝非难事！
 
伦敦
许多去过伦敦的游客，都会爱
上那里，其中肯定有道理。这
座大城市延绵不绝，散发着独
特的英伦魅力，仅凭一个词或
短语难以形容。“惬意”最贴
切，“古雅”有点过，而“朴
素”离烘托氛围都嫌远。大家
总把伦敦叫做乡村大荟萃，街
街相似，却又各自精彩，游历
其间便会认同这种说法。在伦敦，总有得看、有得吃、有得听，万千百姓、多元文化、各色菜
肴，定会让你大吃一惊。
 
提取房车前，不妨游览一下伦敦，避开城内拥挤的道路，搭乘四通八达的高效公共交通。拿着牡
蛎旅行卡，搭乘地铁和红色双层巴士，畅享伦敦之旅。游客牡蛎卡适合观光游，购买日票，便可
尽情出行，无里程限制。
 
您可按自己的喜好和安排游玩伦敦，但有些主要景点绝对值得一去。白金汉宫、大本钟、威斯敏
斯特教堂、伦敦眼都在威斯敏斯特和兰贝斯区，轻松步行就能达到。也许您还能看到士兵换岗仪
式，或在圣詹姆斯公园享受日光浴。特拉法加广场也不远，这里不仅有纳尔逊纪念柱，还有国家
肖像馆。国家肖像馆收藏一些非常著名的画作，可免费参观。
 
沿泰晤士河一路向东，另一片必到景点会印入眼帘。伦敦塔与塔桥相得益彰，公众可付费一睹伦
敦塔的尊容，还有御用侍从卫士做您的向导。前往伦敦塔，您还能欣赏到不列颠王冠宝石、白
塔、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物件及发生地。伦敦桥就在不远处，再走一段就是莎士比亚环球剧
场。
 
伦敦的集市值得一游：伦敦桥附近的博罗市场以美食闻名；在卡姆登市场，可买衣服，吃午餐，
静看人来人往；布里克巷市场有不少小摆设出售。伦敦绿意盎然，您可去海德公园、摄政公园、
绿园沐浴日光。晚间，徜徉于皮卡迪利圆环、莱斯特广场、科文特花园，流连于酒馆、酒吧、餐
厅和剧场，感受城市脉动。
 
伦敦如此好玩，孩子一定高兴坏了。去玩什么，就要看孩子的年龄了，但许多博物馆颇有趣味，
而且互动性强（有不少火车、飞机、舰船），一定要去看看：国家航海博物馆（格林尼治）、自
然史博物馆（肯辛顿）、雷普利信不信由你奇趣博物馆（皮卡迪利圆环）、V&A 儿童博物馆（贝
思纳尔绿地），从博物馆开启伦敦之旅。如果天气晴朗，您可以去伦敦动物园和巴特西公园儿童
动物园，享受绿意。年龄稍长的孩子可以去伦敦眼、白金汉宫，好玩的地方真是数不胜数！
 



游完伦敦，自驾房车一路向南，驶上前往布莱顿的 M23 高速公路。如果道路通畅，很快就能到海
边。
 
布莱顿
布莱顿是英格兰名气最大的一座海滨城市，白天码头繁忙，夜晚活色生香。海滩生活丰富多彩，
颇有趣味，不妨好好享受。卵石沙滩和海滨长廊热闹非凡，街头艺人、咖啡馆和酒吧、水上运
动、帆船运动是海滨胜地的主角。布莱顿摩天轮有海滨伦敦眼的美誉，可在上头尽览海景。
 
宫殿码头是布莱顿码头的官方名称，这里有街机游戏、露天游乐场、及许多好玩的亲子娱乐。海
洋生物中心是世上经营年代最久的海洋馆，老少皆宜。布莱顿有许多游乐场和休闲活动，高尔
夫、保龄球、电影，任君挑选。
 
布莱顿看似浮华，文化历史底蕴一点不差。英皇阁是英格兰最富丽堂皇、最具异国风情的一座建
筑，这座19 世纪初的建筑散发着浓郁的东方韵味。英皇阁看似与英伦风情格格不入，却是布莱顿
一道靓丽风景。“巷区”在旧城区，原来是渔村的中心，布莱顿城依此而建。这里古老的街巷蜿蜒，
时装店和珠宝店散落期间，游客一不小心便会迷了路。布斯自然历史博物馆颇为诡异，馆藏各种
动物标本，您要是看腻了主流博物馆，不妨来这里走一遭。
 
要是想在布莱顿呆久点，可以去周边众多的房车公园和露营地，有的在海滨（带扣假日公园），
有的在乡村（羊栏谷房车俱乐部），就此开始崭新一天。我们继续出发，沿A27 海滨公路向西而
行，一定在途中拜访海滨的小村庄！
 
南安普敦
这座繁忙的港市并不只有邮轮。南安普敦航海历史悠久，城内有许多剧场不断上演戏剧、音乐会
和现场音乐。游客喜欢细细品味南安普敦的博物馆和画廊，沿老城墙漫步，学驾驶帆船，而或了
解些许历史，再去高街上的红狮酒馆喝杯啤酒。
 
海洋城市博物馆原名南安普敦航海博物馆，哪怕不去其他地方，也绝对要来这里。博物馆展示南
安普敦的航海传承，讲述泰坦尼克号秘闻。泰坦尼克号首航触礁沉没，引人浮想联翩。这艘巨轮
于 1912 年 4 月 10 日从南安普敦启航。博物馆展示人造器物、视频和口述记录，揭秘南安普敦与
这场海难千丝万缕的联系。
 
离开南安普敦，与大海告别，驾驶房车沿A36 公路向内陆进发。
 
索尔兹伯里与巨石阵
索尔兹伯里离海滨不远，这座城市的悠久历史可追溯到铁器时代，当时有座要塞建于老萨勒姆山
头，守卫着市镇。现如今，这里矗立着雄伟的大教堂和迷人的砖木结构都铎老屋。您依然能游览
丘陵上的老萨勒姆遗址。
 
当然，巨石阵才是索尔兹伯里附近的大景点，这些史前巨石摆成一圈，此般神力令人敬畏。考古
学家认为巨石阵形成于公元前 3,000 至 2,000 年，其已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尽
管大家对巨石阵众说纷纭，但其功能及建造方式还依然成谜。



伦敦地标 布莱顿码头 巨石阵

地点地点 2  巴斯经牛津至曼彻斯特巴斯经牛津至曼彻斯特

05:00:00
驾驶时间

372 km
总路程

 
绕道沿 A303 公路，前往游览巨石阵，对其起源评说一番。下一站，我们要去历史名城巴斯。

地点地点 1 亮点亮点

这段房车旅程较为轻松，共三
天时间，文学爱好者无疑会去
拜访莎士比亚和简·奥斯汀的
故居。不要忘记驶下高速公
路，探访行程以外的各色英伦
小镇。
 
巴斯
这座历史名城也收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是此
次英国房车自驾旅行的重头
戏。巴斯是温泉胜地，景色宜
人，别具韵味，深得度假者推
崇。养眼的乔治亚式建筑映衬
着昔日的罗马浴场。古人都喜欢到这里来“洗澡”。
 
英格兰唯一的温泉每天为这些浴场供应100 多万升热水。浴场原址及周边建筑群是世界上保存最
完好的一片罗马浴场，其中有大浴池、国王浴池、泵房、神殿遗迹等。游客可走近浴场，坐落其
中的博物馆展示着浴场建造和经营时期的物品。
 
尽管公众无法在罗马浴场入池，但巴斯温泉浴场可了却游客享受天然热疗的心愿。在继续房车之
旅前，好好泡个澡！
 
简·奥斯汀 25 岁（1800 年）开始随父亲在巴斯居住了好几年。她有几部小说都以巴斯为背景，建



立简·奥斯汀纪念馆也是水到渠成。这座纪念馆介绍简·奥斯汀的生活，揭示巴斯对她写作的影响。
馆员身穿当年服饰，让人身临其境。不妨穿上服饰，拍照留念，还可去摄政茶室。纪念馆是简·奥
斯汀迷的必到之处。
 
如果您想让孩子在巴斯玩得开心，光游泳还不够，还要去城外不远的埃文河谷冒险与野生动物
园。动物园全年开放，寓教于乐。从游乐场和与动物亲密接触，到驾驶赛格威和桨板冲浪，无论
老少，都有得玩。
 
大家公认巴斯是英格兰最美的景致，要是喜欢泛舟赏美景，您定愿意在此享受大把美好时光。巴
斯的建筑，有的精美绝伦，有的雄伟壮观。游览这座城市，好比一场视觉盛宴。离城不远就是门
迪普丘陵，它有英格兰“杰出自然风景区”的美誉。石灰岩山脊、山谷和峡谷在荒芜中透出魅力，远
处一马平川，您可远眺威尔士。
 
离开巴斯，驾着房车往北驶上 A46 公路，然后沿 M4 高速公路朝东驶向斯温顿，再下高速，往牛
津方向开。您将途径布里斯托尔，要是时间允许，心里也有念想，不妨去拜访下，甚至跨过塞文
河，去游玩威尔士。
 
牛津
牛津是座古老庄严的大学城，可谓享誉四海。邂逅哥特式建筑、富足的学生、泰晤士河上的划
艇，在牛津小住几日，真是妙不可言。
 
牛津大学由许多学院组成，其影响力远胜于学府之范畴。学院建筑精美，历史悠久，通常向公众
开放。鉴于开放时段不定，还请具体查询。牛津大学最大、最有名的学院要算基督堂和莫德林学
院，参观这两所学院要买门票，但有许多学院通常是免费的：埃克塞特学院、新学院、万灵学
院、伍斯特学院等。如果可以的话，在学院礼拜堂唱诗班唱一曲。
 
牛津的学院设立许多博物馆、画廊、教堂，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博德利图书馆是现存最古老的
公立图书馆，可能也是最漂亮的。您不妨边走边游，边看边听，真切感受牛津魅力。
 
牛津及牛津郡附近有许多房车公园和露营地，阿宾顿路景点附近就有露营和房车俱乐部。
 
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
莎士比亚故乡值得一游，离 M40 高速公路并不远，只需绕一小段路。都铎老屋、迷人的镇中心及
许多景点都留有这位吟游诗人的足迹，游客都慕名而来。
 
有许多景点是莎士比亚迷朝圣之旅的必到之处。莎士比亚出生地亨利街复原了当时的装饰，展示
莎翁用过的许多真实物品。莎士比亚与妻子安妮·海瑟薇于 1582 年成婚。他们婚前居住的农舍在
肖特瑞附近发现，现已复原并陈列传家之宝。皇家莎士比亚剧场上演莎翁戏剧，若有意观赏，一
定提前订票！许多莎士比亚迷都会去圣三一教堂，瞻仰长眠于此的莎翁。教区欢迎游客前来，但
教堂并非旅游景点，游客必须尊重祈祷仪式，还要捐上两英镑，供教堂开办和修缮。
 
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让全家人了解这位吟游诗人的戏剧。除了学校假期活动、免费展览和预告、家



巴斯罗马浴场 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 峰区国家公园

地点地点 3  曼彻斯特至卡莱尔曼彻斯特至卡莱尔

02:30:00
驾驶时间

200 km
总路程

庭旅游，还有“Stage Fighting”和“Speaking Shakespeare”等有趣的研讨会。前往欣赏戏剧前，请
访问网站，了解上演的剧目，您还可以为青少年选择一天入门课程。
 
峰区国家公园
离开斯特拉特福，您可绕开伯明翰，继续沿M6 收费公路朝北驶向曼彻斯特。沿M6 公路自驾房车
不久，便到了峰区国家公园，这里是房车自驾者的好去处。如果您喜欢自然风光，不妨在此露营
一晚，再前往曼彻斯特。峰区地势起伏，期间缀有几个古老的石头村落，而查茨沃斯庄园坐落于
东南广袤的土地上。欣赏起伏的山丘、受风蚀的平原、壮观的山脊，参加经典徒步等各种娱乐活
动，将约克郡的美刻在心间。上天的鬼斧神工，人类自叹不如。
 
如果您心心念想四处走走，那么峰区是再合适不过了。这里有全英很常见的短途线路，也有难些
的长距离徒步，冒险之旅就此开启。尝试行程 74 公里的石灰岩线路，或拜访附近的村落，打听风
景宜人的线路和提示，最美的景色可不在旅游指南上！您还可去洞穴探险和滑翔伞运动，身体素
质极好的度假者常在周末参加越野路跑活动。

地点地点 2 亮点亮点

这段房车自驾旅程沿干线而行，距离并不算长，但会途经英国最大的两座国家公园。您不如打破
常规，来一探究竟。如果您喜爱观景和户外运动，不妨留点时间去苏格兰的湖区。
 
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是昔日的工业中心，现在已经是英格兰北部首府。曼彻斯特盛产音乐，夜生活丰富，足
球氛围浓郁，是全英最热门的购物胜地。曼彻斯特紧邻利物浦、布莱克浦和利兹，是区域内理想
的枢纽。
 
博物馆逐渐成为曼彻斯特新的景点。这里有帝国战争博物馆北馆、曼彻斯特博物馆、人民历史博
物馆、国家足球博物馆、科学与工业博物馆，还有洛利艺术中心等许多美术馆。洛利艺术中心馆
藏许多 L·S·洛里的作品。
 

https://www.motorhomerepublic.com/zh/united-kingdom/manchester-motorhome-rental/


去加冕街，欣赏更具当代色彩的景致！您能参观著名连续剧的布景，在“浪子归乡”酒吧留影，让导
游讲述 50 多年拍摄的逸闻趣
事。不爱看肥皂剧，喜欢体
育？那就去“梦剧场”老特拉福
德球场，与无数曼联球迷一同
欢呼。如果弄不到比赛门票，
不妨游览博物馆和球场，去看
看球员更衣室、媒体室及更多
标志性地点。
 
乐高探索中心是曼彻斯特亲子
活动的好去处。孩子还会喜欢
上曼彻斯特海洋生命水族馆、
英国驴庇护所 (Abbey Hey)、
大型室内游乐场 Play Factore。上路前，尽情释放吧。如果孩子年龄合适并有兴趣，参观博物馆
互动展览，甚至去老特拉福德，都会有大收获。
 
约克郡谷地
沿 M6 高速公路，在兰卡斯特附近，自驾房车驶上A683 公路，游览约克郡谷地高地沼泽和高原。
这里地形独特，散布着宜人的村庄和城镇，天然景色与当地文化水乳交融。这里是徒步圣地，您
也可前往列治文、斯基普顿、格拉辛顿、塞特尔、霍斯宜人的城镇和村庄游玩。
 
丘陵和谷地间还有气势恢宏的城堡。博尔顿城堡位于莱本，玛丽一世于 1658 年囚禁于此，遂闻名
于世。纳尔斯伯勒城堡紧邻哈罗盖特，有近九百年历史（可追溯至 1130 年），原是约翰国王的狩
猎小屋。里士满城堡是全英最古老的一座城堡，建于斯韦尔河畔的悬崖上，不仅风景如画，在当
地还有段佳话。斯基普敦城堡位于谷地的最南端，这座保存完好的建筑镇守着这片土地的南大
门。
 
约克郡谷地拥有著名的喀斯特石灰岩地貌，可溶岩（即：石灰岩）溶解后形成灰岩坑和溶洞，才
会这般鬼斧神工。约克郡著名的喀斯特景点有：塞特尔附近的阿特玛崖面、Colt Park 森
林、Elbolton 丘陵、Gordale 崖面、马勒姆山丘、Kilnsey 悬崖（热门攀岩地点）。
 
肯德尔与湖区
湖区是坎布里亚郡的瑰宝、英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也是英格兰美景的缩影。绿油油的农田、
起伏的山丘、货真价实的崇山峻岭（英格兰的！）、静谧流淌的水道，让游客忍不住去户外一探
究竟。这里的酒馆又多有安逸，夜晚时分，随便选家饱餐一顿，犒劳自己。狡兔隐现、松鼠觅
食、天鹅浮游，宛如仙境，让人都不想走了！
 
肯德尔是通往湖区的门户，是购物补给的好去处。这里还有肯德尔城堡遗迹和坎布里亚郡最大的
教区教堂圣三一教堂。然而，您需要自驾房车出城，才能感受湖区的最美景致！要是有意住上一
两晚，不妨去湖畔的房车公园，比如位于 Tower Wood 的橡树丘，您可一边享受房车的舒适，一
边将湖景尽收眼底。



曼彻斯特老特拉福德球场 约克郡乡村 湖区温德米尔

地点地点 4  卡莱尔至爱丁堡卡莱尔至爱丁堡

02:25:00
驾驶时间

160 km
总路程

 
游览湖区没个定数，有人喜欢静坐在岸边赏湖景，有人喜欢徒步探险，还有不少游客热衷于前往
湖畔一座座小镇。泛舟于温德米尔湖，乐趣颇多，老少皆宜。文学迷可以去鲍内斯的彼得兔童话
世界。童书作者碧雅翠丝·波特常来湖区度假，最终定居于此，当地有许多与童书角色和场景有关
的景致。亚瑟·兰塞姆的著名系列小说《燕子号与亚马逊号》也以湖区为背景，主人公不仅学会了
驾船，还入读了当地的学校。尽管兰塞姆小说中描写的地点与湖区并不完全一致，但读者早已沉
醉于小说之中。
 
孩子呢？孩子见到宽阔的湖区一定很开心，却没什么耐性观赏湖景。还好有莱克兰迷宫农场公
园，大人带着小孩花上几小时玩玉米地迷宫、观赏农场动物、玩蹦床、开卡丁车、坐拖拉机，乐
趣不少。
 
游览完湖区，自驾房车重新驶上 M6 高速公路，往北开不久就到了卡莱尔。

地点地点 3 亮点亮点

徜徉在风景如画的英国北部，
在这段短暂终极之旅就要结束
之时，您可穿过边界到苏格兰
一游。英国路标的奇妙之处在
于，其根本无法指明国家变
换，这多多少少得由您自行判
断—英国标志把苏格兰含糊地
称为“北部”，而苏格兰则称英
国为“南部”。
 
卡莱尔
这座坎布里亚首府历史上动荡
不安，漫长历史中，维京人、



苏格兰人和边境掠夺者相继入
侵抢掠。城中的城堡采用红锈色围墙，修建于 1092 年，围绕凯尔特和罗马要塞而建。从城垛上远
眺，风景令人心旷神怡，过去几个世纪中，城堡屡屡发挥作用，抵御外敌。卡莱尔大教堂修建于
1112 年，是另一栋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建筑。这座建筑最让人眼前一亮的特色莫过于 14 世纪的
大东窗，是英格兰最大的一块哥特式窗户之一。
 
哈德良长城是该地区最为知名的景点。虽然有人误以为这道长城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边界长城，
但实际上这处古罗马防御长城的遗迹有效地充当过罗马帝国的北方界限，但比边界要短一些。
 
苏格兰
穿过边界，途径格雷特纳格林（很多情侣逃往这里，避开严苛的英国婚姻法—私奔者如今仍旧对
此情有独钟），您就进入了苏格兰低地。公路从 M6 变为了 A74(M)，您在 A702 上转向，途径拉
纳克郡，驶向爱丁堡。途径错落有致的小山村，尽享富有魅力的灰色石屋和村舍，停下来小憩片
刻，喝一杯清茶，享一片乡村风情！
 
爱丁堡
爱丁堡是一处不错的最终目的地。在苏格兰首都为旅途画上句号，归还房车，您还有时间四处观
光一番，充分利用功能全面的公共交通系统，可看可做之事数不胜数，您尽可以探索一番，也定
会不虚此行。
 
爱丁堡中心坐落着历史悠久的皇家一英里大道，徜徉此地，信步而行，堪称视觉盛宴。狭巷和小
巷从主路上蜿蜒散开，富有魅力且神秘莫测、历史悠久的酒吧召唤着您把酒言欢、铺着鹅卵石的
繁忙街道周围高层建筑林地，标牌上宣传着爱丁堡地下惊悚之旅，有时，实际上确实如此。玛丽
金街狭窄程度令人瞠目，建于 18 世纪，如今经过一番发掘，供游人体验城中中世纪的神秘生活风
貌。在皇家一英里大道的最高处，坐落着众所周知的宏伟建筑爱丁堡城堡，面向游客开放，而在
较低处则坐落着荷里路德宮和苏格兰议会大厦，两座建筑均至关重要，是各自领域决策者的容身
之所。
 
在皇家一英里大道附近，各个景点之间无需长途跋涉。这条大道两侧除了城堡和宫殿之外，还有
圣吉尔斯大教堂、景色壮观的北桥、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爱丁堡地牢，还有各种各样、丰富多彩
的吃、喝，购物之地，可以买到苏格兰格子呢、羊绒，还有威士忌。
 
一路前行，“新城”就在眼前，这里是另一个城市中心，您可以自下而上，一揽皇家一英里大道宏伟
大理石建筑的壮丽景观。这里不像老城（还是指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一样游客云
集，主要是购物和商业区，大街小巷错落交织。新城的经典之处包括王子街花园的司各特纪念
塔、苏格兰国立美术馆和苏格兰国家肖像馆、历史悠久的迪恩村，还有无所不在的购物场所和美
味食肆。
 
家庭可以享受之前提及的众多景点，包括博物馆和令人惊悚的玛丽金街（建议太年幼的儿童不要
前往）。“动感地球”互动式自然历史中心及暗箱和幻影世界十分有趣，值得一游，后者在室内屋顶
上投影全景图像，让您从独特角度，纵享全程风景。爱丁堡动物园、高基城市农场及蝴蝶和昆虫
世界会让动物爱好者不虚此行。



卡莱尔城堡 皇家一英里大道 爱丁堡城堡

 
我们的房车自驾行程在爱丁堡结束，但您的假期仍可继续。苏格兰的湖泊、山峰、城堡和威士忌
酿酒厂仍旧等您探索，您不管是归还房车，跟团旅行，还是接着租赁房车，自行游览，都会无比
享受在这个美丽国度游览的时光。

地点地点 4 亮点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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