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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加哥必看之芝加哥 360°和芝加哥悬空观景台

     

芝加哥 360°

芝加哥 360°，前身为约翰 · 汉考克观景台，位于密歇根湖

的尖点上，深处城市核心区，距离壮丽一英里 1000 英尺处。

位于芝加哥第三高楼 94 层上的芝加哥 360°，为游客奉上了

无与伦比的湖景和城市全景。追求刺激的游客还可以选择芝

加哥最新、最酷炫景点——“倾斜观景台”，这是一个由密封

玻璃和钢铁制成的可移动平台，平台可向外倾斜形成面朝下

方的角度，游客可以直接俯瞰下方城市的美景。

360chicago.com

登上观景台，不仅能看到无与伦比的城市全景，更能寓教于乐、

提升体验。您将有机会从各种可以想到的角度，全方位地了

解这一景色。此外，这里的全景触屏清晰地描绘出了芝加哥

的 360 度地平线，同时还展现了城市的历史、建筑、自然景

观和文化。芝加哥 360°的交互式多媒体技术有 7 种不同语

言可供选择，其中包括中文普通话。

威利斯大厦观景台

在这里，您将置身于全封闭的玻璃箱子内——此箱子悬空在

全北美第二高的建筑、威利斯大厦之外。想象一下自己站在

103 层楼、离地 1353 英尺的地方，享受着 360 度、绵延 50 

英里，覆盖了四个州的美景。威利斯大厦观景台让您全方位

欣赏芝加哥，这座城市的美景就在您脚下——毫不夸张！

theskydeck.com

  航班和机场

从中国直飞芝加哥的航班

      

芝加哥是一座多元且好客的国际性大都市，这里居住着来自

世界各地各个种族，生活在独具民族色彩的不同社区里。国

际游客将在此获得宾至如归的感受，以下是游客抵达前的须知。

      护照信息

每一位来美国的游客都必须持有有效护照。

      签证信息

来美国游玩的游客需要持有签证——除非游客来自免签项目

中的国家。

从 2016 年 11 月开始，持 10 年有效期 B1 或 B2 签证赴美旅

游的游客需每两年通过电子签证更新系统更新一次基本信息。

      清关

在抵达芝加哥之后，游客在通过海关时需要出示相关文件并

接受物品检查（符合条件的游客可以使用自动查验机，参与

护照自动查验系统）。之后所有游客需前往行李提领处领取个

人物品，向海关人员出示盖好章的表格，再出海关至候机楼

的下一层。在奥黑尔机场落地的国际游客，如果没有托运行李，

可以参与美国海关和边防局的一站式服务，以快速通过检查区。

奥黑尔机场和中途机场的护照自动查验系统和护照查验技术

为前来芝加哥的游客提供了快速高效的护照处理体验。奥黑

尔机场现在为游客提供了 5 种美国海关和边防局的清关方式，

包括护照查验、护照自动查验、一站式、国际入口和传统海

关线路。

      机场

芝加哥拥有大范围的航空网络覆盖率。她坐落于美国中心地

带，地理位置优越，并且拥有两个国际一流机场，每天有数

以千计的出入境航班，飞往世界及美国本土 240 余个目的地。

        奥黑尔国际机场

5 号国际航站楼向游客提供了琳琅满目的免税奢侈品零售店、

广受欢迎的芝加哥本土品牌和热门餐饮地点。

        中途国际机场

中途机场是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机场之一。旅客可以选择加

入 TSA Pre       项目，该项目致力于为游客提供更高效的安检

筛选流程。

CHICAGO
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在芝加哥能体验到什么呢？期待一个生机勃勃、摩登现代却不乏文

艺底蕴的城市吗？“她”能带给您的体验绝对超乎想象！白天有目不暇接的各种文化

艺术展览，晚上有风格多样的现场音乐会；这里有世界知名的餐厅和主厨，还有美国

数一数二的剧院。

芝加哥是一个整体规划宏大的城市——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大型的庆典活动以及前

卫的创意公园，别具风格的艺术空间都与这个城市无比契合。芝加哥拥有 60 座博物馆

（从位于博物馆区的三座博物馆开始算起）、无与伦比的购物体验（仅壮丽一英里就有

百余个奢华购物中心及精品店），还有绵延 26英里的湖滨地带，令人叹为观止！

您可以使用本手册中的信息为国内和国际游客制定无限机遇的旅游计划。

      城市介绍

      芝加哥亮点之千禧公园和芝加哥艺术学院

千禧公园

欢迎来探索芝加哥豪华的千禧公园，这里坐落着著名的云门

（也被称为“大豆子”）、杰 · 普利策克露天音乐厅、卢瑞花

园和皇冠喷泉。千禧公园建造于一个铁路调车场和广阔的停

车场之上，由于腹地广阔，这里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屋顶之一。

想度过惬意悠闲的一天？这里绝对是您的首选之地。

millenniumpark.org

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

艺术学院中藏有超过 30 万件艺术品，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

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作品收藏。不论您是追寻古典艺术、喜欢

亚洲或者非洲历史文化艺术，抑或是偏爱先锋艺术和当代作

品，您都能在此找到合您赞叹的大师杰作。

artic.edu

芝加哥艺术学院提供中文语音导览，采用交谈式语气，对听

众而言能起到引人入胜的效果。除了永久性展览的语音导览

之外，不定期的、季节性的专题展览也包括其中。

芝加哥精神巡游公司

芝加哥精神巡游公司为您奉上最富娱乐性的餐饮、舞蹈、娱

乐和芝加哥美景的独特组合，还可以按照您的需求为您提供

特殊定制活动。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您站在一艘壮观邮轮的

甲板上，饱览着世界上最美丽的地平线景致。
 
spiritcruises.com/chicago 

芝加哥奥德赛游轮

芝加哥是一座非同寻常的城市，而在优雅的奥德赛游轮上巡

游则能为您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这里融合了令人惊叹的美

景和愉悦的就餐体验，为您带来一次难忘的经历。您的餐食

均由当地食材制作而成，不仅如此，还提供备受赞誉的美酒

和当地啤酒，以及高档的DJ 娱乐系统和雅致的环境。
 
odysseycruises.com 

温德拉观光游轮

作为芝加哥当地创立的建筑游览游轮，温德拉已经专注服务

芝加哥逾 75年了，服务对象包括芝加哥的家庭、游客、学生、

宾客和通勤者。作为一个传承了三代的家族企业，他们的使

命就是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安全、舒适、可靠的水上体验。

他们经验丰富的员工和专业的导游将全力以赴，确保您每一

次登上游轮，都能捕捉到芝加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真正含义。

wendellaboats.com

阿德勒天文馆

阿德勒天文台是西半球第一座天文博物馆，拥有一座艺术级

的顶尖剧院，能带您走入一段穿越时间和空间、扣人心弦的

旅程。在此您可以通过壮观的展品、顶尖的科技和阖家互动

活动中放飞太空梦想。在经历过太阳系外围的探索后，您甚

至会不想重返地球回到家中！

谢德水族馆

让谢德水族馆带您走进海洋世界。从鲸鱼到蜗牛，从狼蛛到

海龟，这里拥有超过 32,500 种来自全世界的水生生物。您可

以参观阿伯特海洋馆和白鲸、海豚、海獭以及企鹅面对面的

互动；也可以在蓄水高达 9 万加仑的加勒比暗礁展馆中和潜

水员对话；还可以在亚马孙涨潮展馆中于一片洪溢林之间探

险。谢德水族馆，作为全美最大的室内水族馆，是您在芝加

哥的必看景点之一。 海军码头

海军码头是芝加哥地标，也是这座城市最热门的景点，始建

于 1916 年，近几年重建过后，成为购物、餐饮、巡航和活动

承办的度假胜地。这个占地超过 50 英亩的湖滨游乐场拥有一

座顶级摩天轮、迷你高尔夫球场、儿童博物馆和 IMAX   影院。

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到劳动节期间，您还可以在夜晚欣赏精彩

的焰火表演。

全球第一座摩天轮建于 1893 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位于海军

码头。

      

芝加哥第一夫人巡游

 

欢迎登上芝加哥最棒河上的舰队！选择芝加哥第一夫人巡游

和芝加哥建筑基金会，您将体验到不可思议的 90 分钟巡游。

在芝加哥的旗舰舰队巡游中，您可以在具备 CAF 认证的志愿

讲解员陪同下，欣赏到芝加哥的河畔建筑，并捕捉到超过 53

座著名建筑和桥梁的壮美景色。上层甲板座位为您提供了最

佳景色和美景拍摄地。此外，每艘船上的设施配备都十分齐全，

并设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酒吧。

cruisechicag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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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豹探险

海豹探险为您提供激动人心的快艇巡航、河流和湖泊建筑游，

以及极限刺激游，不论您是独自旅行者还是属于 450 人的大

旅行团，都堪称完美。想要欣赏芝加哥最著名的景点，快来

乘坐这个疯狂的海豹巡游，加入探险之旅吧！
 
seadogcruises.com/chicago 

海岸线观光公司

和海岸线观光公司一起踏上一段趣味横生的沿河之旅、经典

湖泊游或者刺激的焰火巡游吧！其中，建筑之旅是由经验丰

富、幽默风趣的海岸线导游带队，他们对芝加哥的伟大建筑

充满热情；海岸线的经典湖泊游则是覆盖了芝加哥举世闻名

的地平线全景图，全程搭配了具城市历史地标认证的专业解

说员相伴。此外，海岸线公司广为人知的线路还包含两项焰

火巡游：建筑焰火巡游和密歇根湖焰火巡游。

shorelinesightseeing.com

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博物馆之一，动手实践和互动体验是

这里的一大卖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占地面积 14 英亩，是全

家出游的最佳目的地。在科学风暴展中，您可以探索人体奥秘，

乘车穿过一片煤矿区，还可以亲眼目睹 40 英尺高的龙卷风奇

观。此外，一定要随 U-505——二战时期第一艘俘获的德国

潜艇一起潜入历史之海！在这座令人着迷人的博物馆里，相

信无论是成人或是孩童都能收获意外的知识和惊喜。

菲尔德博物馆

您对什么最感到好奇呢？不论您的答案如何，菲尔德博物馆

都能回答您对世界的各种好奇。在这里，您能探索 2600 万件

史前古器物，其中包括苏（Sue）——目前为止发现的世界上

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霸王龙。您还可以探索令人目眩的宝石、

阿兹特克帝国、23 座埃及木乃伊和 3D 影院。在自然历史领

域中数世纪的时间洪流中穿越，您一定会忘却时间，在此流

连忘返。

一月

芝加哥餐饮周

中国新年

二月

芝加哥剧院周

芝加哥汽车展

三月

圣帕特里克节日游行 / 绿色的芝加哥河

芝加哥园艺展

四月

芝加哥文娱博览会

五月

杰姆斯比尔德基金会颁奖典礼

芝加哥啤酒周

六月

芝加哥蓝调音乐节

芝加哥同志骄傲游行

芝加哥福音音乐节

七月

芝加哥美食节

独立日烟花表演

音叉音乐节

R

八月

Lollapalooza 音乐节

芝加哥“空气与水”航空表演

芝加哥爵士音乐节

九月

芝加哥世界音乐节

芝加哥美食家节

芝加哥世博会

十月

芝加哥马拉松

芝加哥开放日

芝加哥万圣节狂欢游行

十一月

芝加哥艺术与设计展

壮丽一英里灯光节

麦当劳感恩节游行

圣诞树点灯仪式

十二月

芝加哥圣诞集市

冬季奇迹节

芝加哥新年夜

芝加哥 – 盛典日历

 北京：13 小时：美国联合航空、美国航空以及海南航空

上海：13小时：美国联合航空、美国航空以及中国东方航空

香港：15小时：美国联合航空、国泰航空



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芝加哥必看之芝加哥 360°和芝加哥悬空观景台

     

芝加哥 360°

芝加哥 360°，前身为约翰 · 汉考克观景台，位于密歇根湖

的尖点上，深处城市核心区，距离壮丽一英里 1000 英尺处。

位于芝加哥第三高楼 94 层上的芝加哥 360°，为游客奉上了

无与伦比的湖景和城市全景。追求刺激的游客还可以选择芝

加哥最新、最酷炫景点——“倾斜观景台”，这是一个由密封

玻璃和钢铁制成的可移动平台，平台可向外倾斜形成面朝下

方的角度，游客可以直接俯瞰下方城市的美景。

360chicago.com

登上观景台，不仅能看到无与伦比的城市全景，更能寓教于乐、

提升体验。您将有机会从各种可以想到的角度，全方位地了

解这一景色。此外，这里的全景触屏清晰地描绘出了芝加哥

的 360 度地平线，同时还展现了城市的历史、建筑、自然景

观和文化。芝加哥 360°的交互式多媒体技术有 7 种不同语

言可供选择，其中包括中文普通话。

威利斯大厦观景台

在这里，您将置身于全封闭的玻璃箱子内——此箱子悬空在

全北美第二高的建筑、威利斯大厦之外。想象一下自己站在

103 层楼、离地 1353 英尺的地方，享受着 360 度、绵延 50 

英里，覆盖了四个州的美景。威利斯大厦观景台让您全方位

欣赏芝加哥，这座城市的美景就在您脚下——毫不夸张！

theskydeck.com

  航班和机场

从中国直飞芝加哥的航班

      

芝加哥是一座多元且好客的国际性大都市，这里居住着来自

世界各地各个种族，生活在独具民族色彩的不同社区里。国

际游客将在此获得宾至如归的感受，以下是游客抵达前的须知。

      护照信息

每一位来美国的游客都必须持有有效护照。

      签证信息

来美国游玩的游客需要持有签证——除非游客来自免签项目

中的国家。

从 2016 年 11 月开始，持 10 年有效期 B1 或 B2 签证赴美旅

游的游客需每两年通过电子签证更新系统更新一次基本信息。

      清关

在抵达芝加哥之后，游客在通过海关时需要出示相关文件并

接受物品检查（符合条件的游客可以使用自动查验机，参与

护照自动查验系统）。之后所有游客需前往行李提领处领取个

人物品，向海关人员出示盖好章的表格，再出海关至候机楼

的下一层。在奥黑尔机场落地的国际游客，如果没有托运行李，

可以参与美国海关和边防局的一站式服务，以快速通过检查区。

奥黑尔机场和中途机场的护照自动查验系统和护照查验技术

为前来芝加哥的游客提供了快速高效的护照处理体验。奥黑

尔机场现在为游客提供了 5 种美国海关和边防局的清关方式，

包括护照查验、护照自动查验、一站式、国际入口和传统海

关线路。

      机场

芝加哥拥有大范围的航空网络覆盖率。她坐落于美国中心地

带，地理位置优越，并且拥有两个国际一流机场，每天有数

以千计的出入境航班，飞往世界及美国本土 240 余个目的地。

        奥黑尔国际机场

5 号国际航站楼向游客提供了琳琅满目的免税奢侈品零售店、

广受欢迎的芝加哥本土品牌和热门餐饮地点。

        中途国际机场

中途机场是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机场之一。旅客可以选择加

入 TSA Pre       项目，该项目致力于为游客提供更高效的安检

筛选流程。

      芝加哥亮点之千禧公园和芝加哥艺术学院

千禧公园

欢迎来探索芝加哥豪华的千禧公园，这里坐落着著名的云门

（也被称为“大豆子”）、杰 · 普利策克露天音乐厅、卢瑞花

园和皇冠喷泉。千禧公园建造于一个铁路调车场和广阔的停

车场之上，由于腹地广阔，这里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屋顶之一。

想度过惬意悠闲的一天？这里绝对是您的首选之地。

millenniumpark.org

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

艺术学院中藏有超过 30 万件艺术品，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

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作品收藏。不论您是追寻古典艺术、喜欢

亚洲或者非洲历史文化艺术，抑或是偏爱先锋艺术和当代作

品，您都能在此找到合您赞叹的大师杰作。

artic.edu

芝加哥艺术学院提供中文语音导览，采用交谈式语气，对听

众而言能起到引人入胜的效果。除了永久性展览的语音导览

之外，不定期的、季节性的专题展览也包括其中。

芝加哥精神巡游公司

芝加哥精神巡游公司为您奉上最富娱乐性的餐饮、舞蹈、娱

乐和芝加哥美景的独特组合，还可以按照您的需求为您提供

特殊定制活动。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您站在一艘壮观邮轮的

甲板上，饱览着世界上最美丽的地平线景致。
 
spiritcruises.com/chicago 

芝加哥奥德赛游轮

芝加哥是一座非同寻常的城市，而在优雅的奥德赛游轮上巡

游则能为您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这里融合了令人惊叹的美

景和愉悦的就餐体验，为您带来一次难忘的经历。您的餐食

均由当地食材制作而成，不仅如此，还提供备受赞誉的美酒

和当地啤酒，以及高档的DJ 娱乐系统和雅致的环境。
 
odysseycruises.com 

温德拉观光游轮

作为芝加哥当地创立的建筑游览游轮，温德拉已经专注服务

芝加哥逾 75年了，服务对象包括芝加哥的家庭、游客、学生、

宾客和通勤者。作为一个传承了三代的家族企业，他们的使

命就是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安全、舒适、可靠的水上体验。

他们经验丰富的员工和专业的导游将全力以赴，确保您每一

次登上游轮，都能捕捉到芝加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真正含义。

wendellaboats.com

阿德勒天文馆

阿德勒天文台是西半球第一座天文博物馆，拥有一座艺术级

的顶尖剧院，能带您走入一段穿越时间和空间、扣人心弦的

旅程。在此您可以通过壮观的展品、顶尖的科技和阖家互动

活动中放飞太空梦想。在经历过太阳系外围的探索后，您甚

至会不想重返地球回到家中！

谢德水族馆

让谢德水族馆带您走进海洋世界。从鲸鱼到蜗牛，从狼蛛到

海龟，这里拥有超过 32,500 种来自全世界的水生生物。您可

以参观阿伯特海洋馆和白鲸、海豚、海獭以及企鹅面对面的

互动；也可以在蓄水高达 9 万加仑的加勒比暗礁展馆中和潜

水员对话；还可以在亚马孙涨潮展馆中于一片洪溢林之间探

险。谢德水族馆，作为全美最大的室内水族馆，是您在芝加

哥的必看景点之一。 海军码头

海军码头是芝加哥地标，也是这座城市最热门的景点，始建

于 1916 年，近几年重建过后，成为购物、餐饮、巡航和活动

承办的度假胜地。这个占地超过 50 英亩的湖滨游乐场拥有一

座顶级摩天轮、迷你高尔夫球场、儿童博物馆和 IMAX   影院。

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到劳动节期间，您还可以在夜晚欣赏精彩

的焰火表演。

全球第一座摩天轮建于 1893 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位于海军

码头。

      

芝加哥第一夫人巡游

 

欢迎登上芝加哥最棒河上的舰队！选择芝加哥第一夫人巡游

和芝加哥建筑基金会，您将体验到不可思议的 90 分钟巡游。

在芝加哥的旗舰舰队巡游中，您可以在具备 CAF 认证的志愿

讲解员陪同下，欣赏到芝加哥的河畔建筑，并捕捉到超过 53

座著名建筑和桥梁的壮美景色。上层甲板座位为您提供了最

佳景色和美景拍摄地。此外，每艘船上的设施配备都十分齐全，

并设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酒吧。

cruisechicago.com

       景点

千禧公园

芝加哥艺术学院 

03

海豹探险

海豹探险为您提供激动人心的快艇巡航、河流和湖泊建筑游，

以及极限刺激游，不论您是独自旅行者还是属于 450 人的大

旅行团，都堪称完美。想要欣赏芝加哥最著名的景点，快来

乘坐这个疯狂的海豹巡游，加入探险之旅吧！
 
seadogcruises.com/chicago 

海岸线观光公司

和海岸线观光公司一起踏上一段趣味横生的沿河之旅、经典

湖泊游或者刺激的焰火巡游吧！其中，建筑之旅是由经验丰

富、幽默风趣的海岸线导游带队，他们对芝加哥的伟大建筑

充满热情；海岸线的经典湖泊游则是覆盖了芝加哥举世闻名

的地平线全景图，全程搭配了具城市历史地标认证的专业解

说员相伴。此外，海岸线公司广为人知的线路还包含两项焰

火巡游：建筑焰火巡游和密歇根湖焰火巡游。

shorelinesightseeing.com

霸王龙 菲尔德博物馆

谢德水族馆

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博物馆之一，动手实践和互动体验是

这里的一大卖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占地面积 14 英亩，是全

家出游的最佳目的地。在科学风暴展中，您可以探索人体奥秘，

乘车穿过一片煤矿区，还可以亲眼目睹 40 英尺高的龙卷风奇

观。此外，一定要随 U-505——二战时期第一艘俘获的德国

潜艇一起潜入历史之海！在这座令人着迷人的博物馆里，相

信无论是成人或是孩童都能收获意外的知识和惊喜。

菲尔德博物馆

您对什么最感到好奇呢？不论您的答案如何，菲尔德博物馆

都能回答您对世界的各种好奇。在这里，您能探索 2600 万件

史前古器物，其中包括苏（Sue）——目前为止发现的世界上

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霸王龙。您还可以探索令人目眩的宝石、

阿兹特克帝国、23 座埃及木乃伊和 3D 影院。在自然历史领

域中数世纪的时间洪流中穿越，您一定会忘却时间，在此流

连忘返。

R



     

     

   芝加哥必看之芝加哥 360°和芝加哥悬空观景台

     

芝加哥 360°

芝加哥 360°，前身为约翰 · 汉考克观景台，位于密歇根湖

的尖点上，深处城市核心区，距离壮丽一英里 1000 英尺处。

位于芝加哥第三高楼 94 层上的芝加哥 360°，为游客奉上了

无与伦比的湖景和城市全景。追求刺激的游客还可以选择芝

加哥最新、最酷炫景点——“倾斜观景台”，这是一个由密封

玻璃和钢铁制成的可移动平台，平台可向外倾斜形成面朝下

方的角度，游客可以直接俯瞰下方城市的美景。

360chicago.com

登上观景台，不仅能看到无与伦比的城市全景，更能寓教于乐、

提升体验。您将有机会从各种可以想到的角度，全方位地了

解这一景色。此外，这里的全景触屏清晰地描绘出了芝加哥

的 360 度地平线，同时还展现了城市的历史、建筑、自然景

观和文化。芝加哥 360°的交互式多媒体技术有 7 种不同语

言可供选择，其中包括中文普通话。

威利斯大厦观景台

在这里，您将置身于全封闭的玻璃箱子内——此箱子悬空在

全北美第二高的建筑、威利斯大厦之外。想象一下自己站在

103 层楼、离地 1353 英尺的地方，享受着 360 度、绵延 50 

英里，覆盖了四个州的美景。威利斯大厦观景台让您全方位

欣赏芝加哥，这座城市的美景就在您脚下——毫不夸张！

theskydeck.com

  航班和机场

从中国直飞芝加哥的航班

      

芝加哥是一座多元且好客的国际性大都市，这里居住着来自

世界各地各个种族，生活在独具民族色彩的不同社区里。国

际游客将在此获得宾至如归的感受，以下是游客抵达前的须知。

      护照信息

每一位来美国的游客都必须持有有效护照。

      签证信息

来美国游玩的游客需要持有签证——除非游客来自免签项目

中的国家。

从 2016 年 11 月开始，持 10 年有效期 B1 或 B2 签证赴美旅

游的游客需每两年通过电子签证更新系统更新一次基本信息。

      清关

在抵达芝加哥之后，游客在通过海关时需要出示相关文件并

接受物品检查（符合条件的游客可以使用自动查验机，参与

护照自动查验系统）。之后所有游客需前往行李提领处领取个

人物品，向海关人员出示盖好章的表格，再出海关至候机楼

的下一层。在奥黑尔机场落地的国际游客，如果没有托运行李，

可以参与美国海关和边防局的一站式服务，以快速通过检查区。

奥黑尔机场和中途机场的护照自动查验系统和护照查验技术

为前来芝加哥的游客提供了快速高效的护照处理体验。奥黑

尔机场现在为游客提供了 5 种美国海关和边防局的清关方式，

包括护照查验、护照自动查验、一站式、国际入口和传统海

关线路。

      机场

芝加哥拥有大范围的航空网络覆盖率。她坐落于美国中心地

带，地理位置优越，并且拥有两个国际一流机场，每天有数

以千计的出入境航班，飞往世界及美国本土 240 余个目的地。

        奥黑尔国际机场

5 号国际航站楼向游客提供了琳琅满目的免税奢侈品零售店、

广受欢迎的芝加哥本土品牌和热门餐饮地点。

        中途国际机场

中途机场是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机场之一。旅客可以选择加

入 TSA Pre       项目，该项目致力于为游客提供更高效的安检

筛选流程。

      芝加哥亮点之千禧公园和芝加哥艺术学院

千禧公园

欢迎来探索芝加哥豪华的千禧公园，这里坐落着著名的云门

（也被称为“大豆子”）、杰 · 普利策克露天音乐厅、卢瑞花

园和皇冠喷泉。千禧公园建造于一个铁路调车场和广阔的停

车场之上，由于腹地广阔，这里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屋顶之一。

想度过惬意悠闲的一天？这里绝对是您的首选之地。

millenniumpark.org

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

艺术学院中藏有超过 30 万件艺术品，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

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作品收藏。不论您是追寻古典艺术、喜欢

亚洲或者非洲历史文化艺术，抑或是偏爱先锋艺术和当代作

品，您都能在此找到合您赞叹的大师杰作。

artic.edu

芝加哥艺术学院提供中文语音导览，采用交谈式语气，对听

众而言能起到引人入胜的效果。除了永久性展览的语音导览

之外，不定期的、季节性的专题展览也包括其中。

芝加哥精神巡游公司

芝加哥精神巡游公司为您奉上最富娱乐性的餐饮、舞蹈、娱

乐和芝加哥美景的独特组合，还可以按照您的需求为您提供

特殊定制活动。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您站在一艘壮观邮轮的

甲板上，饱览着世界上最美丽的地平线景致。
 
spiritcruises.com/chicago 

芝加哥奥德赛游轮

芝加哥是一座非同寻常的城市，而在优雅的奥德赛游轮上巡

游则能为您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这里融合了令人惊叹的美

景和愉悦的就餐体验，为您带来一次难忘的经历。您的餐食

均由当地食材制作而成，不仅如此，还提供备受赞誉的美酒

和当地啤酒，以及高档的DJ 娱乐系统和雅致的环境。
 
odysseycruises.com 

温德拉观光游轮

作为芝加哥当地创立的建筑游览游轮，温德拉已经专注服务

芝加哥逾 75年了，服务对象包括芝加哥的家庭、游客、学生、

宾客和通勤者。作为一个传承了三代的家族企业，他们的使

命就是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安全、舒适、可靠的水上体验。

他们经验丰富的员工和专业的导游将全力以赴，确保您每一

次登上游轮，都能捕捉到芝加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真正含义。

wendellaboats.com

阿德勒天文馆

阿德勒天文台是西半球第一座天文博物馆，拥有一座艺术级

的顶尖剧院，能带您走入一段穿越时间和空间、扣人心弦的

旅程。在此您可以通过壮观的展品、顶尖的科技和阖家互动

活动中放飞太空梦想。在经历过太阳系外围的探索后，您甚

至会不想重返地球回到家中！

谢德水族馆

让谢德水族馆带您走进海洋世界。从鲸鱼到蜗牛，从狼蛛到

海龟，这里拥有超过 32,500 种来自全世界的水生生物。您可

以参观阿伯特海洋馆和白鲸、海豚、海獭以及企鹅面对面的

互动；也可以在蓄水高达 9 万加仑的加勒比暗礁展馆中和潜

水员对话；还可以在亚马孙涨潮展馆中于一片洪溢林之间探

险。谢德水族馆，作为全美最大的室内水族馆，是您在芝加

哥的必看景点之一。 海军码头

海军码头是芝加哥地标，也是这座城市最热门的景点，始建

于 1916 年，近几年重建过后，成为购物、餐饮、巡航和活动

承办的度假胜地。这个占地超过 50 英亩的湖滨游乐场拥有一

座顶级摩天轮、迷你高尔夫球场、儿童博物馆和 IMAX   影院。

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到劳动节期间，您还可以在夜晚欣赏精彩

的焰火表演。

全球第一座摩天轮建于 1893 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位于海军

码头。

      

芝加哥第一夫人巡游

 

欢迎登上芝加哥最棒河上的舰队！选择芝加哥第一夫人巡游

和芝加哥建筑基金会，您将体验到不可思议的 90 分钟巡游。

在芝加哥的旗舰舰队巡游中，您可以在具备 CAF 认证的志愿

讲解员陪同下，欣赏到芝加哥的河畔建筑，并捕捉到超过 53

座著名建筑和桥梁的壮美景色。上层甲板座位为您提供了最

佳景色和美景拍摄地。此外，每艘船上的设施配备都十分齐全，

并设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酒吧。

cruisechicag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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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豹探险

海豹探险为您提供激动人心的快艇巡航、河流和湖泊建筑游，

以及极限刺激游，不论您是独自旅行者还是属于 450 人的大

旅行团，都堪称完美。想要欣赏芝加哥最著名的景点，快来

乘坐这个疯狂的海豹巡游，加入探险之旅吧！
 
seadogcruises.com/chicago 

海岸线观光公司

和海岸线观光公司一起踏上一段趣味横生的沿河之旅、经典

湖泊游或者刺激的焰火巡游吧！其中，建筑之旅是由经验丰

富、幽默风趣的海岸线导游带队，他们对芝加哥的伟大建筑

充满热情；海岸线的经典湖泊游则是覆盖了芝加哥举世闻名

的地平线全景图，全程搭配了具城市历史地标认证的专业解

说员相伴。此外，海岸线公司广为人知的线路还包含两项焰

火巡游：建筑焰火巡游和密歇根湖焰火巡游。

shorelinesightseeing.com

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博物馆之一，动手实践和互动体验是

这里的一大卖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占地面积 14 英亩，是全

家出游的最佳目的地。在科学风暴展中，您可以探索人体奥秘，

乘车穿过一片煤矿区，还可以亲眼目睹 40 英尺高的龙卷风奇

观。此外，一定要随 U-505——二战时期第一艘俘获的德国

潜艇一起潜入历史之海！在这座令人着迷人的博物馆里，相

信无论是成人或是孩童都能收获意外的知识和惊喜。

菲尔德博物馆

您对什么最感到好奇呢？不论您的答案如何，菲尔德博物馆

都能回答您对世界的各种好奇。在这里，您能探索 2600 万件

史前古器物，其中包括苏（Sue）——目前为止发现的世界上

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霸王龙。您还可以探索令人目眩的宝石、

阿兹特克帝国、23 座埃及木乃伊和 3D 影院。在自然历史领

域中数世纪的时间洪流中穿越，您一定会忘却时间，在此流

连忘返。

芝加哥河游船

芝加哥亮点

芝加哥 360 观景台

芝加哥观景台

 芝加哥旅游专家推荐

芝加哥必看之建筑巡游之旅（季节性）



     

     

   芝加哥必看之芝加哥 360°和芝加哥悬空观景台

     

芝加哥 360°

芝加哥 360°，前身为约翰 · 汉考克观景台，位于密歇根湖

的尖点上，深处城市核心区，距离壮丽一英里 1000 英尺处。

位于芝加哥第三高楼 94 层上的芝加哥 360°，为游客奉上了

无与伦比的湖景和城市全景。追求刺激的游客还可以选择芝

加哥最新、最酷炫景点——“倾斜观景台”，这是一个由密封

玻璃和钢铁制成的可移动平台，平台可向外倾斜形成面朝下

方的角度，游客可以直接俯瞰下方城市的美景。

360chicago.com

登上观景台，不仅能看到无与伦比的城市全景，更能寓教于乐、

提升体验。您将有机会从各种可以想到的角度，全方位地了

解这一景色。此外，这里的全景触屏清晰地描绘出了芝加哥

的 360 度地平线，同时还展现了城市的历史、建筑、自然景

观和文化。芝加哥 360°的交互式多媒体技术有 7 种不同语

言可供选择，其中包括中文普通话。

威利斯大厦观景台

在这里，您将置身于全封闭的玻璃箱子内——此箱子悬空在

全北美第二高的建筑、威利斯大厦之外。想象一下自己站在

103 层楼、离地 1353 英尺的地方，享受着 360 度、绵延 50 

英里，覆盖了四个州的美景。威利斯大厦观景台让您全方位

欣赏芝加哥，这座城市的美景就在您脚下——毫不夸张！

theskydeck.com

  航班和机场

从中国直飞芝加哥的航班

      

芝加哥是一座多元且好客的国际性大都市，这里居住着来自

世界各地各个种族，生活在独具民族色彩的不同社区里。国

际游客将在此获得宾至如归的感受，以下是游客抵达前的须知。

      护照信息

每一位来美国的游客都必须持有有效护照。

      签证信息

来美国游玩的游客需要持有签证——除非游客来自免签项目

中的国家。

从 2016 年 11 月开始，持 10 年有效期 B1 或 B2 签证赴美旅

游的游客需每两年通过电子签证更新系统更新一次基本信息。

      清关

在抵达芝加哥之后，游客在通过海关时需要出示相关文件并

接受物品检查（符合条件的游客可以使用自动查验机，参与

护照自动查验系统）。之后所有游客需前往行李提领处领取个

人物品，向海关人员出示盖好章的表格，再出海关至候机楼

的下一层。在奥黑尔机场落地的国际游客，如果没有托运行李，

可以参与美国海关和边防局的一站式服务，以快速通过检查区。

奥黑尔机场和中途机场的护照自动查验系统和护照查验技术

为前来芝加哥的游客提供了快速高效的护照处理体验。奥黑

尔机场现在为游客提供了 5 种美国海关和边防局的清关方式，

包括护照查验、护照自动查验、一站式、国际入口和传统海

关线路。

      机场

芝加哥拥有大范围的航空网络覆盖率。她坐落于美国中心地

带，地理位置优越，并且拥有两个国际一流机场，每天有数

以千计的出入境航班，飞往世界及美国本土 240 余个目的地。

        奥黑尔国际机场

5 号国际航站楼向游客提供了琳琅满目的免税奢侈品零售店、

广受欢迎的芝加哥本土品牌和热门餐饮地点。

        中途国际机场

中途机场是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机场之一。旅客可以选择加

入 TSA Pre       项目，该项目致力于为游客提供更高效的安检

筛选流程。

      芝加哥亮点之千禧公园和芝加哥艺术学院

千禧公园

欢迎来探索芝加哥豪华的千禧公园，这里坐落着著名的云门

（也被称为“大豆子”）、杰 · 普利策克露天音乐厅、卢瑞花

园和皇冠喷泉。千禧公园建造于一个铁路调车场和广阔的停

车场之上，由于腹地广阔，这里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屋顶之一。

想度过惬意悠闲的一天？这里绝对是您的首选之地。

millenniumpark.org

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

艺术学院中藏有超过 30 万件艺术品，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

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作品收藏。不论您是追寻古典艺术、喜欢

亚洲或者非洲历史文化艺术，抑或是偏爱先锋艺术和当代作

品，您都能在此找到合您赞叹的大师杰作。

artic.edu

芝加哥艺术学院提供中文语音导览，采用交谈式语气，对听

众而言能起到引人入胜的效果。除了永久性展览的语音导览

之外，不定期的、季节性的专题展览也包括其中。

芝加哥精神巡游公司

芝加哥精神巡游公司为您奉上最富娱乐性的餐饮、舞蹈、娱

乐和芝加哥美景的独特组合，还可以按照您的需求为您提供

特殊定制活动。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您站在一艘壮观邮轮的

甲板上，饱览着世界上最美丽的地平线景致。
 
spiritcruises.com/chicago 

芝加哥奥德赛游轮

芝加哥是一座非同寻常的城市，而在优雅的奥德赛游轮上巡

游则能为您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这里融合了令人惊叹的美

景和愉悦的就餐体验，为您带来一次难忘的经历。您的餐食

均由当地食材制作而成，不仅如此，还提供备受赞誉的美酒

和当地啤酒，以及高档的DJ 娱乐系统和雅致的环境。
 
odysseycruises.com 

温德拉观光游轮

作为芝加哥当地创立的建筑游览游轮，温德拉已经专注服务

芝加哥逾 75年了，服务对象包括芝加哥的家庭、游客、学生、

宾客和通勤者。作为一个传承了三代的家族企业，他们的使

命就是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安全、舒适、可靠的水上体验。

他们经验丰富的员工和专业的导游将全力以赴，确保您每一

次登上游轮，都能捕捉到芝加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真正含义。

wendellaboats.com

阿德勒天文馆

阿德勒天文台是西半球第一座天文博物馆，拥有一座艺术级

的顶尖剧院，能带您走入一段穿越时间和空间、扣人心弦的

旅程。在此您可以通过壮观的展品、顶尖的科技和阖家互动

活动中放飞太空梦想。在经历过太阳系外围的探索后，您甚

至会不想重返地球回到家中！

谢德水族馆

让谢德水族馆带您走进海洋世界。从鲸鱼到蜗牛，从狼蛛到

海龟，这里拥有超过 32,500 种来自全世界的水生生物。您可

以参观阿伯特海洋馆和白鲸、海豚、海獭以及企鹅面对面的

互动；也可以在蓄水高达 9 万加仑的加勒比暗礁展馆中和潜

水员对话；还可以在亚马孙涨潮展馆中于一片洪溢林之间探

险。谢德水族馆，作为全美最大的室内水族馆，是您在芝加

哥的必看景点之一。 海军码头

海军码头是芝加哥地标，也是这座城市最热门的景点，始建

于 1916 年，近几年重建过后，成为购物、餐饮、巡航和活动

承办的度假胜地。这个占地超过 50 英亩的湖滨游乐场拥有一

座顶级摩天轮、迷你高尔夫球场、儿童博物馆和 IMAX   影院。

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到劳动节期间，您还可以在夜晚欣赏精彩

的焰火表演。

全球第一座摩天轮建于 1893 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位于海军

码头。

  餐饮
 

      

         

      芝加哥经典

您可以在 Portillo's 餐馆品尝到地道的芝加哥风味热狗，他们

会在您的热狗中填满芥末、开胃菜、新鲜洋葱、番茄、泡辣

椒和泡菜等，让其口味更丰富，在热狗外再配上蒸好的罂粟

籽面将其包裹住，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在 Uno 披萨烤肉店您一定不能错过头等深盘披萨（1943 年

以来的招牌菜），披萨填满了香肠、意大利辣香肠、洋葱、辣椒、

蘑菇和番茄酱，顶上洒满马苏里拉奶酪和罗马诺干酪。（想要

更多深盘创意？不要错过 Lou Malnati's 餐馆的酥脆薄片黄油

披萨、Gino's East 餐厅酱汁满溢的披萨和 Giordano's 餐厅馅

料暴多的披萨。）

         中国菜

明轩餐馆因其装修精美的私人包间和极为新鲜的海鲜料理而

广为人知。除此之外，当地人一定会推荐你于周一至周五品

尝他们家的独家广式早茶，道地美味。夜间卡拉 OK 也绝不

能错过，有英语、中文、日语和韩语歌可供选择。

如果想要品尝点心和饺子的话，那么除了香港，没有比中国

城的凤凰大酒店更好的去处了。特别推荐他们的早茶，丰盛

而美味。

位于芝加哥上城区的新华烧烤是一家家族传承的大酒店，这

里的北京烤鸭非常有名，此外，这里也供应中国特色烧烤，

例如烤肉串、烤鸡和烤肋排等。

      

芝加哥第一夫人巡游

 

欢迎登上芝加哥最棒河上的舰队！选择芝加哥第一夫人巡游

和芝加哥建筑基金会，您将体验到不可思议的 90 分钟巡游。

在芝加哥的旗舰舰队巡游中，您可以在具备 CAF 认证的志愿

讲解员陪同下，欣赏到芝加哥的河畔建筑，并捕捉到超过 53

座著名建筑和桥梁的壮美景色。上层甲板座位为您提供了最

佳景色和美景拍摄地。此外，每艘船上的设施配备都十分齐全，

并设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酒吧。

cruisechicago.com

0706

海豹探险

海豹探险为您提供激动人心的快艇巡航、河流和湖泊建筑游，

以及极限刺激游，不论您是独自旅行者还是属于 450 人的大

旅行团，都堪称完美。想要欣赏芝加哥最著名的景点，快来

乘坐这个疯狂的海豹巡游，加入探险之旅吧！
 
seadogcruises.com/chicago 

海岸线观光公司

和海岸线观光公司一起踏上一段趣味横生的沿河之旅、经典

湖泊游或者刺激的焰火巡游吧！其中，建筑之旅是由经验丰

富、幽默风趣的海岸线导游带队，他们对芝加哥的伟大建筑

充满热情；海岸线的经典湖泊游则是覆盖了芝加哥举世闻名

的地平线全景图，全程搭配了具城市历史地标认证的专业解

说员相伴。此外，海岸线公司广为人知的线路还包含两项焰

火巡游：建筑焰火巡游和密歇根湖焰火巡游。

shorelinesightseeing.com

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博物馆之一，动手实践和互动体验是

这里的一大卖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占地面积 14 英亩，是全

家出游的最佳目的地。在科学风暴展中，您可以探索人体奥秘，

乘车穿过一片煤矿区，还可以亲眼目睹 40 英尺高的龙卷风奇

观。此外，一定要随 U-505——二战时期第一艘俘获的德国

潜艇一起潜入历史之海！在这座令人着迷人的博物馆里，相

信无论是成人或是孩童都能收获意外的知识和惊喜。

菲尔德博物馆

您对什么最感到好奇呢？不论您的答案如何，菲尔德博物馆

都能回答您对世界的各种好奇。在这里，您能探索 2600 万件

史前古器物，其中包括苏（Sue）——目前为止发现的世界上

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霸王龙。您还可以探索令人目眩的宝石、

阿兹特克帝国、23 座埃及木乃伊和 3D 影院。在自然历史领

域中数世纪的时间洪流中穿越，您一定会忘却时间，在此流

连忘返。

芝加哥河游船

海豹探险

深盘披萨



          购物

密歇根大道和橡树大街上林立着众多标志性的高端时尚精品

店，从 Hermès、LV、Prada 传统奢侈品精品店，到 Top 

Shop、All Saints、Spitalfield's、Marc Jacob 之类的时尚潮

流品牌皆有。芝加哥著名的时尚区是一个一站式的时尚购物

聚集区，来自世界各国的潮人也时常出没于此。

欢迎旅行团莅临芝加哥的社区精品店，挑选一两件独家商品。

这些精美战利品肯定能让您的朋友羡慕不已。再逛逛老城区、

柳条公园和巴克镇，肯定能够彻底满足您从头到脚的最 in 需

求——这里有如 Robin Richman 和 Akira 潮牌的服装和配饰

店，也有 Vivid Braille 和 Lori's Shoes 这样的靴履天堂。如

果您想尝试看看芝加哥独一无二的时尚购物体验，那就来邦

妮和克莱德商场看看吧，这里有诸如 Rick Owens 和 Rad 

Hourani 等著名的时尚设计师品牌。

芝加哥的购物探险可不只有市区的奢侈品店铺，想淘一淘优

惠商品的游客，可以前往城外的芝加哥时尚奥特莱斯——这

座商场包含了不计其数的品牌，如 C.K.、Gucci、 Prada、 

Armani、Burberry、Moncler、Nike 工厂店，以及 Calypso 

St. Barth 等品牌，将大量从零售店撤下来的品牌商品提供给

顾客；另外，旅行团也可以选择在密歇根大道上的北桥商店

区下车，前往 Rosemont 商场尽享一天畅购乐趣——这里还

有免费的游览车停车场供自助交通的旅游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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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办公室联系方式：

北京办公室

电话：010-57429769

上海办公室

电话：021-60447498

广州办公室

电话：020-86266960

成都办公室

电话：028-64661716



     

     

   芝加哥必看之芝加哥 360°和芝加哥悬空观景台

     

芝加哥 360°

芝加哥 360°，前身为约翰 · 汉考克观景台，位于密歇根湖

的尖点上，深处城市核心区，距离壮丽一英里 1000 英尺处。

位于芝加哥第三高楼 94 层上的芝加哥 360°，为游客奉上了

无与伦比的湖景和城市全景。追求刺激的游客还可以选择芝

加哥最新、最酷炫景点——“倾斜观景台”，这是一个由密封

玻璃和钢铁制成的可移动平台，平台可向外倾斜形成面朝下

方的角度，游客可以直接俯瞰下方城市的美景。

360chicago.com

登上观景台，不仅能看到无与伦比的城市全景，更能寓教于乐、

提升体验。您将有机会从各种可以想到的角度，全方位地了

解这一景色。此外，这里的全景触屏清晰地描绘出了芝加哥

的 360 度地平线，同时还展现了城市的历史、建筑、自然景

观和文化。芝加哥 360°的交互式多媒体技术有 7 种不同语

言可供选择，其中包括中文普通话。

威利斯大厦观景台

在这里，您将置身于全封闭的玻璃箱子内——此箱子悬空在

全北美第二高的建筑、威利斯大厦之外。想象一下自己站在

103 层楼、离地 1353 英尺的地方，享受着 360 度、绵延 50 

英里，覆盖了四个州的美景。威利斯大厦观景台让您全方位

欣赏芝加哥，这座城市的美景就在您脚下——毫不夸张！

theskydeck.com

  航班和机场

从中国直飞芝加哥的航班

      

芝加哥是一座多元且好客的国际性大都市，这里居住着来自

世界各地各个种族，生活在独具民族色彩的不同社区里。国

际游客将在此获得宾至如归的感受，以下是游客抵达前的须知。

      护照信息

每一位来美国的游客都必须持有有效护照。

      签证信息

来美国游玩的游客需要持有签证——除非游客来自免签项目

中的国家。

从 2016 年 11 月开始，持 10 年有效期 B1 或 B2 签证赴美旅

游的游客需每两年通过电子签证更新系统更新一次基本信息。

      清关

在抵达芝加哥之后，游客在通过海关时需要出示相关文件并

接受物品检查（符合条件的游客可以使用自动查验机，参与

护照自动查验系统）。之后所有游客需前往行李提领处领取个

人物品，向海关人员出示盖好章的表格，再出海关至候机楼

的下一层。在奥黑尔机场落地的国际游客，如果没有托运行李，

可以参与美国海关和边防局的一站式服务，以快速通过检查区。

奥黑尔机场和中途机场的护照自动查验系统和护照查验技术

为前来芝加哥的游客提供了快速高效的护照处理体验。奥黑

尔机场现在为游客提供了 5 种美国海关和边防局的清关方式，

包括护照查验、护照自动查验、一站式、国际入口和传统海

关线路。

      机场

芝加哥拥有大范围的航空网络覆盖率。她坐落于美国中心地

带，地理位置优越，并且拥有两个国际一流机场，每天有数

以千计的出入境航班，飞往世界及美国本土 240 余个目的地。

        奥黑尔国际机场

5 号国际航站楼向游客提供了琳琅满目的免税奢侈品零售店、

广受欢迎的芝加哥本土品牌和热门餐饮地点。

        中途国际机场

中途机场是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机场之一。旅客可以选择加

入 TSA Pre       项目，该项目致力于为游客提供更高效的安检

筛选流程。

      芝加哥亮点之千禧公园和芝加哥艺术学院

千禧公园

欢迎来探索芝加哥豪华的千禧公园，这里坐落着著名的云门

（也被称为“大豆子”）、杰 · 普利策克露天音乐厅、卢瑞花

园和皇冠喷泉。千禧公园建造于一个铁路调车场和广阔的停

车场之上，由于腹地广阔，这里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屋顶之一。

想度过惬意悠闲的一天？这里绝对是您的首选之地。

millenniumpark.org

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

艺术学院中藏有超过 30 万件艺术品，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

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作品收藏。不论您是追寻古典艺术、喜欢

亚洲或者非洲历史文化艺术，抑或是偏爱先锋艺术和当代作

品，您都能在此找到合您赞叹的大师杰作。

artic.edu

芝加哥艺术学院提供中文语音导览，采用交谈式语气，对听

众而言能起到引人入胜的效果。除了永久性展览的语音导览

之外，不定期的、季节性的专题展览也包括其中。

芝加哥精神巡游公司

芝加哥精神巡游公司为您奉上最富娱乐性的餐饮、舞蹈、娱

乐和芝加哥美景的独特组合，还可以按照您的需求为您提供

特殊定制活动。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您站在一艘壮观邮轮的

甲板上，饱览着世界上最美丽的地平线景致。
 
spiritcruises.com/chicago 

芝加哥奥德赛游轮

芝加哥是一座非同寻常的城市，而在优雅的奥德赛游轮上巡

游则能为您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这里融合了令人惊叹的美

景和愉悦的就餐体验，为您带来一次难忘的经历。您的餐食

均由当地食材制作而成，不仅如此，还提供备受赞誉的美酒

和当地啤酒，以及高档的DJ 娱乐系统和雅致的环境。
 
odysseycruises.com 

温德拉观光游轮

作为芝加哥当地创立的建筑游览游轮，温德拉已经专注服务

芝加哥逾 75年了，服务对象包括芝加哥的家庭、游客、学生、

宾客和通勤者。作为一个传承了三代的家族企业，他们的使

命就是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安全、舒适、可靠的水上体验。

他们经验丰富的员工和专业的导游将全力以赴，确保您每一

次登上游轮，都能捕捉到芝加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真正含义。

wendellaboats.com

阿德勒天文馆

阿德勒天文台是西半球第一座天文博物馆，拥有一座艺术级

的顶尖剧院，能带您走入一段穿越时间和空间、扣人心弦的

旅程。在此您可以通过壮观的展品、顶尖的科技和阖家互动

活动中放飞太空梦想。在经历过太阳系外围的探索后，您甚

至会不想重返地球回到家中！

谢德水族馆

让谢德水族馆带您走进海洋世界。从鲸鱼到蜗牛，从狼蛛到

海龟，这里拥有超过 32,500 种来自全世界的水生生物。您可

以参观阿伯特海洋馆和白鲸、海豚、海獭以及企鹅面对面的

互动；也可以在蓄水高达 9 万加仑的加勒比暗礁展馆中和潜

水员对话；还可以在亚马孙涨潮展馆中于一片洪溢林之间探

险。谢德水族馆，作为全美最大的室内水族馆，是您在芝加

哥的必看景点之一。 海军码头

海军码头是芝加哥地标，也是这座城市最热门的景点，始建

于 1916 年，近几年重建过后，成为购物、餐饮、巡航和活动

承办的度假胜地。这个占地超过 50 英亩的湖滨游乐场拥有一

座顶级摩天轮、迷你高尔夫球场、儿童博物馆和 IMAX   影院。

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到劳动节期间，您还可以在夜晚欣赏精彩

的焰火表演。

全球第一座摩天轮建于 1893 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位于海军

码头。

  运动、音乐和夜生活

      运动队

芝加哥熊队

相较于其他橄榄球联盟队伍，芝加哥熊队拥有更多的常规赛

季和总决赛夺冠记录，也是历史上荣登职业橄榄球名人堂球

员最多的队伍。此外，芝加哥熊队回归名单上还有 Walter 

Payton、Mike Ditka 和 Gayle Sayers 这样备受爱戴的球员。

截至目前为止，熊队已经取得了九个联盟冠军、第 20 届超

级碗冠军和八个超级碗诞生前的冠军锦标赛冠军，走过悠久

的橄榄球历史。不仅如此，熊队也拥有忠诚而热情的支持者。

每当天气转凉，芝加哥熊队的粉丝们就会做好准备，前往军

人球场。

芝加哥黑鹰

自 1926 年以来，芝加哥黑鹰队就一直奋战在冰上，持续在

芝加哥联合中心训练着。它是国家冰球联盟六支初始队伍的

其中之一，有着职业冰球史上最曲折的发展经历。想当然耳，

他们名下也有着众多记录和传奇。例如，以最高积分结束赛

季而荣获的总统奖杯和常年征战季后赛获得的五座斯坦利杯

冠军。

芝加哥公牛队

芝加哥公牛队以其名人堂和最有价值球员、精彩而激烈的季

后赛表现、众多冠军奖杯——六座奖杯以及 bucket boys 乐

队享誉国际。您可以在联合中心追忆这支球队的光辉历史和

其传奇队伍，为球场上涌现的全新名字喝彩。芝加哥公牛队

不断为球迷奉上最精彩的篮球比赛——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众

多明星球员的努力和忠诚粉丝的追随。

芝加哥小熊队

传奇的瑞格利球场位于莱克威尔瑞格利维尔社区里中，它是

美国第二古老的职业棒球大联盟球场，也是芝加哥小熊队的

训练地。这里是来自全球各地的棒球爱好者和纯蓝小熊队追

随者的朝圣地。世界上很少有职业运动场馆能提供像瑞格利

球场这样非同凡响的体验。在“友好范围”内，你将看到装

饰着常春藤砖墙的震撼场馆，还有坚持传统、仍然坚持手写

更新的历史记分牌。

芝加哥火焰队

自 1998 年以来，火焰队就一直演绎着最高水平的足球比赛。

火焰队拥有职业足球大联盟中的部分大牌球员，已经屡获美

国公开杯，并且参与了一些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历史上观众

人数最多的比赛。您可以在布里奇维尤卢普区西南边的丰田

公园，欣赏到芝加哥火焰队炫目的运动英姿。在这里，狂热

的粉丝会带领您发自内心地放声歌唱，而绿茵场上精彩的防

守、进攻表演则会让您激动得不能自己、难以安坐！ 

 

芝加哥白袜队

芝加哥白袜队代表着棒球的最高水准，2005 年横扫休斯顿太

空人，赢得世界系列赛冠军；接着又在 2008 年再次亮相季

后赛。在这个认真对待体育赛事的城市中，和忠实的芝加哥

白袜队球迷一起去美国移动通信球场（也被称为“移动球场”

或者球迷口中的“白袜公园”）欣赏职棒大联盟比赛吧！赛事

中，从制胜的一击、明星投手对决到全垒打焰火，都是不容

错过的体验。现场还有深受欢迎的球场小吃，供您大快朵颐。

      

芝加哥第一夫人巡游

 

欢迎登上芝加哥最棒河上的舰队！选择芝加哥第一夫人巡游

和芝加哥建筑基金会，您将体验到不可思议的 90 分钟巡游。

在芝加哥的旗舰舰队巡游中，您可以在具备 CAF 认证的志愿

讲解员陪同下，欣赏到芝加哥的河畔建筑，并捕捉到超过 53

座著名建筑和桥梁的壮美景色。上层甲板座位为您提供了最

佳景色和美景拍摄地。此外，每艘船上的设施配备都十分齐全，

并设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酒吧。

cruisechicag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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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豹探险

海豹探险为您提供激动人心的快艇巡航、河流和湖泊建筑游，

以及极限刺激游，不论您是独自旅行者还是属于 450 人的大

旅行团，都堪称完美。想要欣赏芝加哥最著名的景点，快来

乘坐这个疯狂的海豹巡游，加入探险之旅吧！
 
seadogcruises.com/chicago 

海岸线观光公司

和海岸线观光公司一起踏上一段趣味横生的沿河之旅、经典

湖泊游或者刺激的焰火巡游吧！其中，建筑之旅是由经验丰

富、幽默风趣的海岸线导游带队，他们对芝加哥的伟大建筑

充满热情；海岸线的经典湖泊游则是覆盖了芝加哥举世闻名

的地平线全景图，全程搭配了具城市历史地标认证的专业解

说员相伴。此外，海岸线公司广为人知的线路还包含两项焰

火巡游：建筑焰火巡游和密歇根湖焰火巡游。

shorelinesightseeing.com

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博物馆之一，动手实践和互动体验是

这里的一大卖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占地面积 14 英亩，是全

家出游的最佳目的地。在科学风暴展中，您可以探索人体奥秘，

乘车穿过一片煤矿区，还可以亲眼目睹 40 英尺高的龙卷风奇

观。此外，一定要随 U-505——二战时期第一艘俘获的德国

潜艇一起潜入历史之海！在这座令人着迷人的博物馆里，相

信无论是成人或是孩童都能收获意外的知识和惊喜。

菲尔德博物馆

您对什么最感到好奇呢？不论您的答案如何，菲尔德博物馆

都能回答您对世界的各种好奇。在这里，您能探索 2600 万件

史前古器物，其中包括苏（Sue）——目前为止发现的世界上

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霸王龙。您还可以探索令人目眩的宝石、

阿兹特克帝国、23 座埃及木乃伊和 3D 影院。在自然历史领

域中数世纪的时间洪流中穿越，您一定会忘却时间，在此流

连忘返。

瑞格利球场

芝加哥黑鹰队主场



     

     

   芝加哥必看之芝加哥 360°和芝加哥悬空观景台

     

芝加哥 360°

芝加哥 360°，前身为约翰 · 汉考克观景台，位于密歇根湖

的尖点上，深处城市核心区，距离壮丽一英里 1000 英尺处。

位于芝加哥第三高楼 94 层上的芝加哥 360°，为游客奉上了

无与伦比的湖景和城市全景。追求刺激的游客还可以选择芝

加哥最新、最酷炫景点——“倾斜观景台”，这是一个由密封

玻璃和钢铁制成的可移动平台，平台可向外倾斜形成面朝下

方的角度，游客可以直接俯瞰下方城市的美景。

360chicago.com

登上观景台，不仅能看到无与伦比的城市全景，更能寓教于乐、

提升体验。您将有机会从各种可以想到的角度，全方位地了

解这一景色。此外，这里的全景触屏清晰地描绘出了芝加哥

的 360 度地平线，同时还展现了城市的历史、建筑、自然景

观和文化。芝加哥 360°的交互式多媒体技术有 7 种不同语

言可供选择，其中包括中文普通话。

威利斯大厦观景台

在这里，您将置身于全封闭的玻璃箱子内——此箱子悬空在

全北美第二高的建筑、威利斯大厦之外。想象一下自己站在

103 层楼、离地 1353 英尺的地方，享受着 360 度、绵延 50 

英里，覆盖了四个州的美景。威利斯大厦观景台让您全方位

欣赏芝加哥，这座城市的美景就在您脚下——毫不夸张！

theskydeck.com

  航班和机场

从中国直飞芝加哥的航班

      

芝加哥是一座多元且好客的国际性大都市，这里居住着来自

世界各地各个种族，生活在独具民族色彩的不同社区里。国

际游客将在此获得宾至如归的感受，以下是游客抵达前的须知。

      护照信息

每一位来美国的游客都必须持有有效护照。

      签证信息

来美国游玩的游客需要持有签证——除非游客来自免签项目

中的国家。

从 2016 年 11 月开始，持 10 年有效期 B1 或 B2 签证赴美旅

游的游客需每两年通过电子签证更新系统更新一次基本信息。

      清关

在抵达芝加哥之后，游客在通过海关时需要出示相关文件并

接受物品检查（符合条件的游客可以使用自动查验机，参与

护照自动查验系统）。之后所有游客需前往行李提领处领取个

人物品，向海关人员出示盖好章的表格，再出海关至候机楼

的下一层。在奥黑尔机场落地的国际游客，如果没有托运行李，

可以参与美国海关和边防局的一站式服务，以快速通过检查区。

奥黑尔机场和中途机场的护照自动查验系统和护照查验技术

为前来芝加哥的游客提供了快速高效的护照处理体验。奥黑

尔机场现在为游客提供了 5 种美国海关和边防局的清关方式，

包括护照查验、护照自动查验、一站式、国际入口和传统海

关线路。

      机场

芝加哥拥有大范围的航空网络覆盖率。她坐落于美国中心地

带，地理位置优越，并且拥有两个国际一流机场，每天有数

以千计的出入境航班，飞往世界及美国本土 240 余个目的地。

        奥黑尔国际机场

5 号国际航站楼向游客提供了琳琅满目的免税奢侈品零售店、

广受欢迎的芝加哥本土品牌和热门餐饮地点。

        中途国际机场

中途机场是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机场之一。旅客可以选择加

入 TSA Pre       项目，该项目致力于为游客提供更高效的安检

筛选流程。

      芝加哥亮点之千禧公园和芝加哥艺术学院

千禧公园

欢迎来探索芝加哥豪华的千禧公园，这里坐落着著名的云门

（也被称为“大豆子”）、杰 · 普利策克露天音乐厅、卢瑞花

园和皇冠喷泉。千禧公园建造于一个铁路调车场和广阔的停

车场之上，由于腹地广阔，这里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屋顶之一。

想度过惬意悠闲的一天？这里绝对是您的首选之地。

millenniumpark.org

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

艺术学院中藏有超过 30 万件艺术品，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

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作品收藏。不论您是追寻古典艺术、喜欢

亚洲或者非洲历史文化艺术，抑或是偏爱先锋艺术和当代作

品，您都能在此找到合您赞叹的大师杰作。

artic.edu

芝加哥艺术学院提供中文语音导览，采用交谈式语气，对听

众而言能起到引人入胜的效果。除了永久性展览的语音导览

之外，不定期的、季节性的专题展览也包括其中。

芝加哥精神巡游公司

芝加哥精神巡游公司为您奉上最富娱乐性的餐饮、舞蹈、娱

乐和芝加哥美景的独特组合，还可以按照您的需求为您提供

特殊定制活动。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您站在一艘壮观邮轮的

甲板上，饱览着世界上最美丽的地平线景致。
 
spiritcruises.com/chicago 

芝加哥奥德赛游轮

芝加哥是一座非同寻常的城市，而在优雅的奥德赛游轮上巡

游则能为您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这里融合了令人惊叹的美

景和愉悦的就餐体验，为您带来一次难忘的经历。您的餐食

均由当地食材制作而成，不仅如此，还提供备受赞誉的美酒

和当地啤酒，以及高档的DJ 娱乐系统和雅致的环境。
 
odysseycruises.com 

温德拉观光游轮

作为芝加哥当地创立的建筑游览游轮，温德拉已经专注服务

芝加哥逾 75年了，服务对象包括芝加哥的家庭、游客、学生、

宾客和通勤者。作为一个传承了三代的家族企业，他们的使

命就是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安全、舒适、可靠的水上体验。

他们经验丰富的员工和专业的导游将全力以赴，确保您每一

次登上游轮，都能捕捉到芝加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真正含义。

wendellaboats.com

阿德勒天文馆

阿德勒天文台是西半球第一座天文博物馆，拥有一座艺术级

的顶尖剧院，能带您走入一段穿越时间和空间、扣人心弦的

旅程。在此您可以通过壮观的展品、顶尖的科技和阖家互动

活动中放飞太空梦想。在经历过太阳系外围的探索后，您甚

至会不想重返地球回到家中！

谢德水族馆

让谢德水族馆带您走进海洋世界。从鲸鱼到蜗牛，从狼蛛到

海龟，这里拥有超过 32,500 种来自全世界的水生生物。您可

以参观阿伯特海洋馆和白鲸、海豚、海獭以及企鹅面对面的

互动；也可以在蓄水高达 9 万加仑的加勒比暗礁展馆中和潜

水员对话；还可以在亚马孙涨潮展馆中于一片洪溢林之间探

险。谢德水族馆，作为全美最大的室内水族馆，是您在芝加

哥的必看景点之一。 海军码头

海军码头是芝加哥地标，也是这座城市最热门的景点，始建

于 1916 年，近几年重建过后，成为购物、餐饮、巡航和活动

承办的度假胜地。这个占地超过 50 英亩的湖滨游乐场拥有一

座顶级摩天轮、迷你高尔夫球场、儿童博物馆和 IMAX   影院。

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到劳动节期间，您还可以在夜晚欣赏精彩

的焰火表演。

全球第一座摩天轮建于 1893 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位于海军

码头。

      

芝加哥第一夫人巡游

 

欢迎登上芝加哥最棒河上的舰队！选择芝加哥第一夫人巡游

和芝加哥建筑基金会，您将体验到不可思议的 90 分钟巡游。

在芝加哥的旗舰舰队巡游中，您可以在具备 CAF 认证的志愿

讲解员陪同下，欣赏到芝加哥的河畔建筑，并捕捉到超过 53

座著名建筑和桥梁的壮美景色。上层甲板座位为您提供了最

佳景色和美景拍摄地。此外，每艘船上的设施配备都十分齐全，

并设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酒吧。

cruisechicag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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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豹探险

海豹探险为您提供激动人心的快艇巡航、河流和湖泊建筑游，

以及极限刺激游，不论您是独自旅行者还是属于 450 人的大

旅行团，都堪称完美。想要欣赏芝加哥最著名的景点，快来

乘坐这个疯狂的海豹巡游，加入探险之旅吧！
 
seadogcruises.com/chicago 

海岸线观光公司

和海岸线观光公司一起踏上一段趣味横生的沿河之旅、经典

湖泊游或者刺激的焰火巡游吧！其中，建筑之旅是由经验丰

富、幽默风趣的海岸线导游带队，他们对芝加哥的伟大建筑

充满热情；海岸线的经典湖泊游则是覆盖了芝加哥举世闻名

的地平线全景图，全程搭配了具城市历史地标认证的专业解

说员相伴。此外，海岸线公司广为人知的线路还包含两项焰

火巡游：建筑焰火巡游和密歇根湖焰火巡游。

shorelinesightseeing.com

美国银行芝加哥马拉松

美国银行芝加哥马拉松每年 10 月都会在市区街道、湖畔和

芝加哥社区内举行。不论您已经准备好参加比赛，还是仅仅

想成为一旁喝彩的群众，都欢迎您一同参与。此著名的跑步

活动是世界上最具知名度的马拉松比赛之一，也是五大世界

马拉松大满贯之一。在摄人心魄的地平线全景映衬下，您可

以在马拉松冠军跑者冲破终点线时，一同参与派对来庆祝他

们的成就。这个赛后狂欢是免费对大众公开的，狂欢派对上

有为所有人准备的现场音乐会。

芝加哥交响乐团

被誉为全球最佳交响乐团之一的芝加哥交响乐团与国际著名

的指挥家和特邀艺术家合作，每年举行 100 余场音乐会。每

年夏日，千万不要错过千禧公园普利兹克露天音乐厅的免费

交响乐演出，在这里您可以铺上一块野餐垫席地而坐，在满

天星辉下享受古典音乐之美。

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博物馆之一，动手实践和互动体验是

这里的一大卖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占地面积 14 英亩，是全

家出游的最佳目的地。在科学风暴展中，您可以探索人体奥秘，

乘车穿过一片煤矿区，还可以亲眼目睹 40 英尺高的龙卷风奇

观。此外，一定要随 U-505——二战时期第一艘俘获的德国

潜艇一起潜入历史之海！在这座令人着迷人的博物馆里，相

信无论是成人或是孩童都能收获意外的知识和惊喜。

菲尔德博物馆

您对什么最感到好奇呢？不论您的答案如何，菲尔德博物馆

都能回答您对世界的各种好奇。在这里，您能探索 2600 万件

史前古器物，其中包括苏（Sue）——目前为止发现的世界上

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霸王龙。您还可以探索令人目眩的宝石、

阿兹特克帝国、23 座埃及木乃伊和 3D 影院。在自然历史领

域中数世纪的时间洪流中穿越，您一定会忘却时间，在此流

连忘返。

千禧公园交响乐演出

贝壳音乐厅



     

     

   芝加哥必看之芝加哥 360°和芝加哥悬空观景台

     

芝加哥 360°

芝加哥 360°，前身为约翰 · 汉考克观景台，位于密歇根湖

的尖点上，深处城市核心区，距离壮丽一英里 1000 英尺处。

位于芝加哥第三高楼 94 层上的芝加哥 360°，为游客奉上了

无与伦比的湖景和城市全景。追求刺激的游客还可以选择芝

加哥最新、最酷炫景点——“倾斜观景台”，这是一个由密封

玻璃和钢铁制成的可移动平台，平台可向外倾斜形成面朝下

方的角度，游客可以直接俯瞰下方城市的美景。

360chicago.com

登上观景台，不仅能看到无与伦比的城市全景，更能寓教于乐、

提升体验。您将有机会从各种可以想到的角度，全方位地了

解这一景色。此外，这里的全景触屏清晰地描绘出了芝加哥

的 360 度地平线，同时还展现了城市的历史、建筑、自然景

观和文化。芝加哥 360°的交互式多媒体技术有 7 种不同语

言可供选择，其中包括中文普通话。

威利斯大厦观景台

在这里，您将置身于全封闭的玻璃箱子内——此箱子悬空在

全北美第二高的建筑、威利斯大厦之外。想象一下自己站在

103 层楼、离地 1353 英尺的地方，享受着 360 度、绵延 50 

英里，覆盖了四个州的美景。威利斯大厦观景台让您全方位

欣赏芝加哥，这座城市的美景就在您脚下——毫不夸张！

theskydeck.com

  航班和机场

从中国直飞芝加哥的航班

      

芝加哥是一座多元且好客的国际性大都市，这里居住着来自

世界各地各个种族，生活在独具民族色彩的不同社区里。国

际游客将在此获得宾至如归的感受，以下是游客抵达前的须知。

      护照信息

每一位来美国的游客都必须持有有效护照。

      签证信息

来美国游玩的游客需要持有签证——除非游客来自免签项目

中的国家。

从 2016 年 11 月开始，持 10 年有效期 B1 或 B2 签证赴美旅

游的游客需每两年通过电子签证更新系统更新一次基本信息。

      清关

在抵达芝加哥之后，游客在通过海关时需要出示相关文件并

接受物品检查（符合条件的游客可以使用自动查验机，参与

护照自动查验系统）。之后所有游客需前往行李提领处领取个

人物品，向海关人员出示盖好章的表格，再出海关至候机楼

的下一层。在奥黑尔机场落地的国际游客，如果没有托运行李，

可以参与美国海关和边防局的一站式服务，以快速通过检查区。

奥黑尔机场和中途机场的护照自动查验系统和护照查验技术

为前来芝加哥的游客提供了快速高效的护照处理体验。奥黑

尔机场现在为游客提供了 5 种美国海关和边防局的清关方式，

包括护照查验、护照自动查验、一站式、国际入口和传统海

关线路。

      机场

芝加哥拥有大范围的航空网络覆盖率。她坐落于美国中心地

带，地理位置优越，并且拥有两个国际一流机场，每天有数

以千计的出入境航班，飞往世界及美国本土 240 余个目的地。

        奥黑尔国际机场

5 号国际航站楼向游客提供了琳琅满目的免税奢侈品零售店、

广受欢迎的芝加哥本土品牌和热门餐饮地点。

        中途国际机场

中途机场是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机场之一。旅客可以选择加

入 TSA Pre       项目，该项目致力于为游客提供更高效的安检

筛选流程。

      芝加哥亮点之千禧公园和芝加哥艺术学院

千禧公园

欢迎来探索芝加哥豪华的千禧公园，这里坐落着著名的云门

（也被称为“大豆子”）、杰 · 普利策克露天音乐厅、卢瑞花

园和皇冠喷泉。千禧公园建造于一个铁路调车场和广阔的停

车场之上，由于腹地广阔，这里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屋顶之一。

想度过惬意悠闲的一天？这里绝对是您的首选之地。

millenniumpark.org

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

艺术学院中藏有超过 30 万件艺术品，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

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作品收藏。不论您是追寻古典艺术、喜欢

亚洲或者非洲历史文化艺术，抑或是偏爱先锋艺术和当代作

品，您都能在此找到合您赞叹的大师杰作。

artic.edu

芝加哥艺术学院提供中文语音导览，采用交谈式语气，对听

众而言能起到引人入胜的效果。除了永久性展览的语音导览

之外，不定期的、季节性的专题展览也包括其中。

芝加哥精神巡游公司

芝加哥精神巡游公司为您奉上最富娱乐性的餐饮、舞蹈、娱

乐和芝加哥美景的独特组合，还可以按照您的需求为您提供

特殊定制活动。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您站在一艘壮观邮轮的

甲板上，饱览着世界上最美丽的地平线景致。
 
spiritcruises.com/chicago 

芝加哥奥德赛游轮

芝加哥是一座非同寻常的城市，而在优雅的奥德赛游轮上巡

游则能为您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这里融合了令人惊叹的美

景和愉悦的就餐体验，为您带来一次难忘的经历。您的餐食

均由当地食材制作而成，不仅如此，还提供备受赞誉的美酒

和当地啤酒，以及高档的DJ 娱乐系统和雅致的环境。
 
odysseycruises.com 

温德拉观光游轮

作为芝加哥当地创立的建筑游览游轮，温德拉已经专注服务

芝加哥逾 75年了，服务对象包括芝加哥的家庭、游客、学生、

宾客和通勤者。作为一个传承了三代的家族企业，他们的使

命就是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安全、舒适、可靠的水上体验。

他们经验丰富的员工和专业的导游将全力以赴，确保您每一

次登上游轮，都能捕捉到芝加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真正含义。

wendellaboats.com

阿德勒天文馆

阿德勒天文台是西半球第一座天文博物馆，拥有一座艺术级

的顶尖剧院，能带您走入一段穿越时间和空间、扣人心弦的

旅程。在此您可以通过壮观的展品、顶尖的科技和阖家互动

活动中放飞太空梦想。在经历过太阳系外围的探索后，您甚

至会不想重返地球回到家中！

谢德水族馆

让谢德水族馆带您走进海洋世界。从鲸鱼到蜗牛，从狼蛛到

海龟，这里拥有超过 32,500 种来自全世界的水生生物。您可

以参观阿伯特海洋馆和白鲸、海豚、海獭以及企鹅面对面的

互动；也可以在蓄水高达 9 万加仑的加勒比暗礁展馆中和潜

水员对话；还可以在亚马孙涨潮展馆中于一片洪溢林之间探

险。谢德水族馆，作为全美最大的室内水族馆，是您在芝加

哥的必看景点之一。 海军码头

海军码头是芝加哥地标，也是这座城市最热门的景点，始建

于 1916 年，近几年重建过后，成为购物、餐饮、巡航和活动

承办的度假胜地。这个占地超过 50 英亩的湖滨游乐场拥有一

座顶级摩天轮、迷你高尔夫球场、儿童博物馆和 IMAX   影院。

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到劳动节期间，您还可以在夜晚欣赏精彩

的焰火表演。

全球第一座摩天轮建于 1893 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位于海军

码头。

北海岸音乐节

在联合公园举办的北海岸音乐节从成立至今不断转型、精进，

现已从一个电子乐盛会转变为一个集嘻哈、独立、放克、爵

士乐队为一体的音乐节。不管您中意哪种风格的音乐，都可

以在这个夏末庆典上听到。欢迎在芝加哥最不拘一格的音乐

节中结束夏日时光！

芝加哥世界音乐节

这一全城联动、拥有众多分会场、耗时数日的音乐节自 1999

年开始举办至今，已经吸引了超过 60 万名听众前来，并且

有来自 80 多个国家的 600 余位音乐家在此演出。您可以在

芝加哥城内的顶级现场音乐俱乐部中享受免费演出，而各招

牌乐手的名字也会出现在千禧公园普利兹克露天音乐厅华丽

的露天舞台上。

      

芝加哥第一夫人巡游

 

欢迎登上芝加哥最棒河上的舰队！选择芝加哥第一夫人巡游

和芝加哥建筑基金会，您将体验到不可思议的 90 分钟巡游。

在芝加哥的旗舰舰队巡游中，您可以在具备 CAF 认证的志愿

讲解员陪同下，欣赏到芝加哥的河畔建筑，并捕捉到超过 53

座著名建筑和桥梁的壮美景色。上层甲板座位为您提供了最

佳景色和美景拍摄地。此外，每艘船上的设施配备都十分齐全，

并设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酒吧。

cruisechicag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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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豹探险

海豹探险为您提供激动人心的快艇巡航、河流和湖泊建筑游，

以及极限刺激游，不论您是独自旅行者还是属于 450 人的大

旅行团，都堪称完美。想要欣赏芝加哥最著名的景点，快来

乘坐这个疯狂的海豹巡游，加入探险之旅吧！
 
seadogcruises.com/chicago 

海岸线观光公司

和海岸线观光公司一起踏上一段趣味横生的沿河之旅、经典

湖泊游或者刺激的焰火巡游吧！其中，建筑之旅是由经验丰

富、幽默风趣的海岸线导游带队，他们对芝加哥的伟大建筑

充满热情；海岸线的经典湖泊游则是覆盖了芝加哥举世闻名

的地平线全景图，全程搭配了具城市历史地标认证的专业解

说员相伴。此外，海岸线公司广为人知的线路还包含两项焰

火巡游：建筑焰火巡游和密歇根湖焰火巡游。

shorelinesightseeing.com

百老汇演出

芝加哥百老汇剧院每个季度皆展演数十场热门的音乐剧，而

百老汇的最佳演出总是能点亮市区里的大型剧院。芝加哥百

老汇由世界一流演员组成，为游客奉上了众多不可不看的百

老汇的剧目，从“泽西男孩”到“摩门之书”。快去观看演出吧！

请登录以下网站购买演出票

broadwayinchicago.com 

      音乐节

       芝加哥每年都会举办无数场音乐节，以下是一年一度的亮

点节日：

芝加哥福音音乐节

来芝加哥享受第 31 届芝加哥福音音乐节上充满能量的演出

吧。这个音乐节庆祝的是此一音乐流派在芝加哥的创立起源，

免费对外开放。在千禧公园普利兹克露天音乐厅的炫目舞台

上，众多当地和国内的音乐家将会齐聚一堂共襄盛会。

芝加哥蓝调音乐节

世界上最大的免费蓝调音乐节已经举办了 30 余年。您可以

在格兰特公园内的三个舞台上挑个座位，欣赏日间音乐会；

接着前往 Petrillo 贝壳音乐厅，在星空下享受夜间音乐会。

整个周末，预计将有超过 50 万游客前来参加这个免费的湖

畔音乐节。

格兰特公园音乐节

 

这是美国唯一一个免费的户外古典音乐节！由获得格莱美  提

名的格兰特公园管弦乐团和得奖无数的格兰特公园合唱团组

成，将于音乐节上演出许多精彩的夏日音乐会。您可以在大

草坪上铺开野餐垫随地而坐，或者在千禧公园普利兹克露天

音乐厅附近挑个位子进行露天野餐，享受满天星斗。

芝加哥美食节

芝加哥美食节可谓是所有美食节的始祖，现正欢庆它的 36

年周年庆，为参与民众提供美食和音乐！届时，格兰特公园

里的 Petrillo 音乐贝壳将聚集大量食客，等着看晚上的头牌

演出。您可选择 2 种座位参与演出，分别为免费入场的草地

座位，和音乐厅座位（音乐厅座位票正在发售中）。

音叉音乐节

交叉音乐节是国际著名的独立摇滚音乐节，主办场地在芝加

哥联合公园，位于城市偏西方。音叉音乐节持续三天的时间，

每年都会吸引约 5 万游客和来自不同背景的音乐家们前来参

加，其中包括另类摇滚、说唱嘻哈、电子音乐、先锋摇滚和

硬核朋克等音乐风格。此外，现场还有许多小贩，出售着手

工艺品、礼物等。

Lollapalooza 音乐节

 

Lollapalooza 音乐节于格兰特公园举办，聚集了摇滚音乐界

里最著名的人物，这些人横跨所有流派，包括嘻哈音乐、电

子音乐、雷鬼音乐、独立音乐、现代音乐根源等等。欢迎您

带着孩子一起参与，Kidzapalooza 音乐节会提供以下娱乐，

包括摇滚明星瑜伽、时尚的发型设计、拥有大量道具的照相馆、

嘻哈工坊和适合儿童观赏的演出。此外，这也是个“音乐节

中的美食节”，推荐您在全州镇挑战一下自己的味蕾，享受美

味的节日大餐。

芝加哥爵士音乐节

作为芝加哥历史最悠久的湖畔音乐节之一，芝加哥

爵士音乐节已经有 30 多年的历史了，日渐成为劳

动节周末的传统节庆。该爵士音乐节以其艺术创造

力闻名，通过免费、高品质的现场音乐会来促进大

众对各种爵士乐的了解和欣赏。芝加哥爵士音乐节

的现场音乐演出分别在市区里的两个场所进行——

芝加哥文化中心和千禧公园。

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博物馆之一，动手实践和互动体验是

这里的一大卖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占地面积 14 英亩，是全

家出游的最佳目的地。在科学风暴展中，您可以探索人体奥秘，

乘车穿过一片煤矿区，还可以亲眼目睹 40 英尺高的龙卷风奇

观。此外，一定要随 U-505——二战时期第一艘俘获的德国

潜艇一起潜入历史之海！在这座令人着迷人的博物馆里，相

信无论是成人或是孩童都能收获意外的知识和惊喜。

菲尔德博物馆

您对什么最感到好奇呢？不论您的答案如何，菲尔德博物馆

都能回答您对世界的各种好奇。在这里，您能探索 2600 万件

史前古器物，其中包括苏（Sue）——目前为止发现的世界上

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霸王龙。您还可以探索令人目眩的宝石、

阿兹特克帝国、23 座埃及木乃伊和 3D 影院。在自然历史领

域中数世纪的时间洪流中穿越，您一定会忘却时间，在此流

连忘返。

R



       赛格威（电动自平衡车）

       您的旅行团将会在芝加哥的赛格威之旅中用一种独特的角

度观察芝加哥，尽享欢乐。

绝对的芝加哥赛格威之旅

赛格威公司提供了一次长达 8 英里的滑行，以千禧公园或者

海军码头为起点。您可以沿途欣赏芝加哥地标、建筑杰作和

公共艺术品。

chicagosegways.com

赛格威芝加哥体验

您可以在赛格威的陪伴下，时尚地滑过河畔街沿线、穿过公园，

沿途参与许多不同的建筑和主题游览。

mysegwayexperience.com

Steve 的赛格威之旅

Steve 的赛格威之旅从湖畔、博物馆区到主题游览——例如

热巧克力和酷爽赛格威之旅——无所不包，您可以从众多旅

行路线中选择一个参与。

stevessegwaytours.com

     

     

   芝加哥必看之芝加哥 360°和芝加哥悬空观景台

     

芝加哥 360°

芝加哥 360°，前身为约翰 · 汉考克观景台，位于密歇根湖

的尖点上，深处城市核心区，距离壮丽一英里 1000 英尺处。

位于芝加哥第三高楼 94 层上的芝加哥 360°，为游客奉上了

无与伦比的湖景和城市全景。追求刺激的游客还可以选择芝

加哥最新、最酷炫景点——“倾斜观景台”，这是一个由密封

玻璃和钢铁制成的可移动平台，平台可向外倾斜形成面朝下

方的角度，游客可以直接俯瞰下方城市的美景。

360chicago.com

登上观景台，不仅能看到无与伦比的城市全景，更能寓教于乐、

提升体验。您将有机会从各种可以想到的角度，全方位地了

解这一景色。此外，这里的全景触屏清晰地描绘出了芝加哥

的 360 度地平线，同时还展现了城市的历史、建筑、自然景

观和文化。芝加哥 360°的交互式多媒体技术有 7 种不同语

言可供选择，其中包括中文普通话。

威利斯大厦观景台

在这里，您将置身于全封闭的玻璃箱子内——此箱子悬空在

全北美第二高的建筑、威利斯大厦之外。想象一下自己站在

103 层楼、离地 1353 英尺的地方，享受着 360 度、绵延 50 

英里，覆盖了四个州的美景。威利斯大厦观景台让您全方位

欣赏芝加哥，这座城市的美景就在您脚下——毫不夸张！

theskydeck.com

  航班和机场

从中国直飞芝加哥的航班

      

芝加哥是一座多元且好客的国际性大都市，这里居住着来自

世界各地各个种族，生活在独具民族色彩的不同社区里。国

际游客将在此获得宾至如归的感受，以下是游客抵达前的须知。

      护照信息

每一位来美国的游客都必须持有有效护照。

      签证信息

来美国游玩的游客需要持有签证——除非游客来自免签项目

中的国家。

从 2016 年 11 月开始，持 10 年有效期 B1 或 B2 签证赴美旅

游的游客需每两年通过电子签证更新系统更新一次基本信息。

      清关

在抵达芝加哥之后，游客在通过海关时需要出示相关文件并

接受物品检查（符合条件的游客可以使用自动查验机，参与

护照自动查验系统）。之后所有游客需前往行李提领处领取个

人物品，向海关人员出示盖好章的表格，再出海关至候机楼

的下一层。在奥黑尔机场落地的国际游客，如果没有托运行李，

可以参与美国海关和边防局的一站式服务，以快速通过检查区。

奥黑尔机场和中途机场的护照自动查验系统和护照查验技术

为前来芝加哥的游客提供了快速高效的护照处理体验。奥黑

尔机场现在为游客提供了 5 种美国海关和边防局的清关方式，

包括护照查验、护照自动查验、一站式、国际入口和传统海

关线路。

      机场

芝加哥拥有大范围的航空网络覆盖率。她坐落于美国中心地

带，地理位置优越，并且拥有两个国际一流机场，每天有数

以千计的出入境航班，飞往世界及美国本土 240 余个目的地。

        奥黑尔国际机场

5 号国际航站楼向游客提供了琳琅满目的免税奢侈品零售店、

广受欢迎的芝加哥本土品牌和热门餐饮地点。

        中途国际机场

中途机场是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机场之一。旅客可以选择加

入 TSA Pre       项目，该项目致力于为游客提供更高效的安检

筛选流程。

      芝加哥亮点之千禧公园和芝加哥艺术学院

千禧公园

欢迎来探索芝加哥豪华的千禧公园，这里坐落着著名的云门

（也被称为“大豆子”）、杰 · 普利策克露天音乐厅、卢瑞花

园和皇冠喷泉。千禧公园建造于一个铁路调车场和广阔的停

车场之上，由于腹地广阔，这里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屋顶之一。

想度过惬意悠闲的一天？这里绝对是您的首选之地。

millenniumpark.org

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

艺术学院中藏有超过 30 万件艺术品，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

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作品收藏。不论您是追寻古典艺术、喜欢

亚洲或者非洲历史文化艺术，抑或是偏爱先锋艺术和当代作

品，您都能在此找到合您赞叹的大师杰作。

artic.edu

芝加哥艺术学院提供中文语音导览，采用交谈式语气，对听

众而言能起到引人入胜的效果。除了永久性展览的语音导览

之外，不定期的、季节性的专题展览也包括其中。

芝加哥精神巡游公司

芝加哥精神巡游公司为您奉上最富娱乐性的餐饮、舞蹈、娱

乐和芝加哥美景的独特组合，还可以按照您的需求为您提供

特殊定制活动。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您站在一艘壮观邮轮的

甲板上，饱览着世界上最美丽的地平线景致。
 
spiritcruises.com/chicago 

芝加哥奥德赛游轮

芝加哥是一座非同寻常的城市，而在优雅的奥德赛游轮上巡

游则能为您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这里融合了令人惊叹的美

景和愉悦的就餐体验，为您带来一次难忘的经历。您的餐食

均由当地食材制作而成，不仅如此，还提供备受赞誉的美酒

和当地啤酒，以及高档的DJ 娱乐系统和雅致的环境。
 
odysseycruises.com 

温德拉观光游轮

作为芝加哥当地创立的建筑游览游轮，温德拉已经专注服务

芝加哥逾 75年了，服务对象包括芝加哥的家庭、游客、学生、

宾客和通勤者。作为一个传承了三代的家族企业，他们的使

命就是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安全、舒适、可靠的水上体验。

他们经验丰富的员工和专业的导游将全力以赴，确保您每一

次登上游轮，都能捕捉到芝加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真正含义。

wendellaboats.com

阿德勒天文馆

阿德勒天文台是西半球第一座天文博物馆，拥有一座艺术级

的顶尖剧院，能带您走入一段穿越时间和空间、扣人心弦的

旅程。在此您可以通过壮观的展品、顶尖的科技和阖家互动

活动中放飞太空梦想。在经历过太阳系外围的探索后，您甚

至会不想重返地球回到家中！

谢德水族馆

让谢德水族馆带您走进海洋世界。从鲸鱼到蜗牛，从狼蛛到

海龟，这里拥有超过 32,500 种来自全世界的水生生物。您可

以参观阿伯特海洋馆和白鲸、海豚、海獭以及企鹅面对面的

互动；也可以在蓄水高达 9 万加仑的加勒比暗礁展馆中和潜

水员对话；还可以在亚马孙涨潮展馆中于一片洪溢林之间探

险。谢德水族馆，作为全美最大的室内水族馆，是您在芝加

哥的必看景点之一。 海军码头

海军码头是芝加哥地标，也是这座城市最热门的景点，始建

于 1916 年，近几年重建过后，成为购物、餐饮、巡航和活动

承办的度假胜地。这个占地超过 50 英亩的湖滨游乐场拥有一

座顶级摩天轮、迷你高尔夫球场、儿童博物馆和 IMAX   影院。

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到劳动节期间，您还可以在夜晚欣赏精彩

的焰火表演。

全球第一座摩天轮建于 1893 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位于海军

码头。

 户外活动

您可以漫步走过草木茂盛的花园，尽享芝加哥秀美春色，芝

加哥市内随处可见绿意盎然的花园。游客肯定会爱上这里风

景如画的绿地、芬芳的花朵和绝佳拍照的景观。

密歇根湖的美丽的湖畔是座天然的游乐场。芝加哥绵延 26 英

里（42 公里）的湖滨地带和长达 15 英里（24 公里）的海岸

线为游客提供了无数运动休闲场所。您可以在沿着湖畔闲适

漫步或者快节奏远足的过程中欣赏美景。而湖畔公路沿线分

布着大量商家，提供自行车出租服务，方便您随时随地享受

双轮远足的快感。另外如游泳、皮划艇、摩托艇、排球等活动，

都可以在芝加哥湖畔亲送体验。

芝加哥拥有 77 个生机勃勃的社区，而这些社区都充满了各具

特色的民族文化宝藏，从免费的博物馆到建筑学杰作，这些

社区是每个来芝加哥游玩的游客的必看景点。

       直升飞机

芝加哥直升飞机之旅

用一次白天、傍晚或夜间的直升机飞行之旅为您的旅行团献

上一次难以忘怀的经历。您将为芝加哥天际线和密歇根湖的

壮美景色而感到惊奇不已。
 
chihelicopterexp.com

      皮划艇

皮划艇出租和水上游览

 

如果您已经在陆地上和空中欣赏过芝加哥的城市美景，那么

乘上皮划艇，从水上重启您对整个城市的探索之旅吧。一位

携带导航设备的专业导游将带领您一起沿着芝加哥河游览芝

加哥城区美景。

wateriders.com

      

芝加哥第一夫人巡游

 

欢迎登上芝加哥最棒河上的舰队！选择芝加哥第一夫人巡游

和芝加哥建筑基金会，您将体验到不可思议的 90 分钟巡游。

在芝加哥的旗舰舰队巡游中，您可以在具备 CAF 认证的志愿

讲解员陪同下，欣赏到芝加哥的河畔建筑，并捕捉到超过 53

座著名建筑和桥梁的壮美景色。上层甲板座位为您提供了最

佳景色和美景拍摄地。此外，每艘船上的设施配备都十分齐全，

并设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酒吧。

cruisechicago.com

1716

海豹探险

海豹探险为您提供激动人心的快艇巡航、河流和湖泊建筑游，

以及极限刺激游，不论您是独自旅行者还是属于 450 人的大

旅行团，都堪称完美。想要欣赏芝加哥最著名的景点，快来

乘坐这个疯狂的海豹巡游，加入探险之旅吧！
 
seadogcruises.com/chicago 

海岸线观光公司

和海岸线观光公司一起踏上一段趣味横生的沿河之旅、经典

湖泊游或者刺激的焰火巡游吧！其中，建筑之旅是由经验丰

富、幽默风趣的海岸线导游带队，他们对芝加哥的伟大建筑

充满热情；海岸线的经典湖泊游则是覆盖了芝加哥举世闻名

的地平线全景图，全程搭配了具城市历史地标认证的专业解

说员相伴。此外，海岸线公司广为人知的线路还包含两项焰

火巡游：建筑焰火巡游和密歇根湖焰火巡游。

shorelinesightseeing.com

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博物馆之一，动手实践和互动体验是

这里的一大卖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占地面积 14 英亩，是全

家出游的最佳目的地。在科学风暴展中，您可以探索人体奥秘，

乘车穿过一片煤矿区，还可以亲眼目睹 40 英尺高的龙卷风奇

观。此外，一定要随 U-505——二战时期第一艘俘获的德国

潜艇一起潜入历史之海！在这座令人着迷人的博物馆里，相

信无论是成人或是孩童都能收获意外的知识和惊喜。

菲尔德博物馆

您对什么最感到好奇呢？不论您的答案如何，菲尔德博物馆

都能回答您对世界的各种好奇。在这里，您能探索 2600 万件

史前古器物，其中包括苏（Sue）——目前为止发现的世界上

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霸王龙。您还可以探索令人目眩的宝石、

阿兹特克帝国、23 座埃及木乃伊和 3D 影院。在自然历史领

域中数世纪的时间洪流中穿越，您一定会忘却时间，在此流

连忘返。

湖滩排球

芝加哥河皮划艇

直升飞机游

赛格威自平衡车

Divvy 自行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