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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特律 
带来的启迪
世界瞩目的城市

这个有着300年历史的城市谱写了美国伟大的
复兴故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流行
的餐厅、娱乐场所、商业零售与悠久的支柱产
业在此交相辉映，为游客呈上一番全新的旅游
体验。随着充满活力的年轻群体、各种新兴事
物和创业公司的涌入，底特律成为了当之无愧
的“IT”之城，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欲知更多信息，请访问: 

visitdetroit.com

联系人: 韩炀
电话: +21-6359-7178 

BILL BO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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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之城 
底特律
让世界动起来的城市

汽车是底特律的标志。这座汽车之城是生产出
了美国第一辆汽车并发明了汽车生产流水线的
汽车之父亨利·福特的家乡。漫步于福特童年
时的家乡，您可以游览福特创造第一个福特T
型车的工厂以及甚具历史意义的汽车大亨府
邸——一座城堡庄园。除此之外，您甚至可以
亲身感受现代皮卡的生产过程。

推荐参观以下历史景点:

•埃塞尔&埃莉诺福特庄园
•福特皮格特大道工厂
•通用汽车文艺复兴中心的通用世界展厅
•梅多布鲁克大厅
•亨利•福特博物馆(在福特红河工厂渡过一天)

图片按顺时针方向从上往下依次为:

亨利•福特博物馆, 梅多布鲁克大厅,  
埃塞尔&埃莉诺福特庄园

TOM DE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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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特律 
的创新
点燃艺术灵感的城市

硬派金属风格、街道的帆布装饰、建筑物的墙
砖……底特律从细节散发出一派艺术气息。在
著名的底特律艺术博物馆——美国六大顶级
艺术博物馆之一，可一览历史到近代的艺术
作品。亦可领略设计精美的建筑杰作大展，风
格涉猎装饰艺术到后现代等，还可再现异国情
调。都市里标志性的公共艺术装置可让游客们
尽情拍照，深受游客们的欢迎。

享负盛名的艺术景点和地标:

•克兰布鲁克艺术博物馆
•克兰布鲁克府邸和花园
•底特律艺术博物馆
•渔人大厦
•福克斯剧院
•通用汽车文艺复兴中心
•卫报大厦
•哈特广场
•乔·路易斯纪念馆(又名Fist)
•底特律中心
•伍德沃德大道
•佩诺布斯科特大厦
•弗瑞尔艺廊
•底特律精神雕像

推荐以下旅游公司作向导:

•底特律城市观光
•底特律体验工厂
•底特律旅游连络中心
•底特律城市探险
•游街和节日之旅
•为我展示底特律之旅

本页图片为: 卫报大厦

BILL BO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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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特律 
欢腾之旅
一座被博彩与舞乐点燃的不夜城  

舞蹈俱乐部、形形色色的酒点燃了底特律的夜
生活，到拉斯维加斯式的赌场碰碰运气融入底
特律的夜晚吧。

值得一去的人气热点:

•克里夫贝尔爵士乐俱乐部
•基石酒店/威士忌迪斯科
•底特律酒厂
•希腊城赌场
•底特律硬石咖啡厅
•好彩娱乐
•汽车城酒特产
•汽车城赌场
•底特律 米高梅大赌场
•我们/底特律酒厂
•PJs啤酒屋
•宾治盆联谊会

DOUGLAS WOJCIECHOWSKI

JACOB LEWKOW

BILL BOWEN BILL BO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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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特律 
的运动
一座热爱运动的城市

底特律让您瞬间迷上运动。到体育场走一趟、
在华丽的绿茵场打一轮高尔夫然后一起来为
NBA的底特律活塞队或MLB的底特律老虎队欢
呼吧！在您的旅程中撒下热情运动的汗水。

可参观以下体育场馆:

•卡玛瑞卡公园，看一场底特律老虎队的精彩棒球  
(可去体育场)
•奥本山的菲尔德斯通高尔夫俱乐部
•福特体育场，看一场底特律雄狮队的足球(可去体育场)
•福克斯山高尔夫&宴会中心
吉米•约翰斯运动场，看一场半职业棒球
•奥本山宫殿球场，看一场底特律活塞队的篮球
•高尔夫：
•圣约翰酒店
•TPC密歇根

本页图片为: 卡玛瑞卡公园

VITO PALMIS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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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特律 
的亮点
多元化户外活动令这座大城市的生活丰富多彩

在这个值得仔细品味观赏的城市，无论步行、
骑车还是坐船都能体验到他的独特风情。国际
运河绵延数公里，饱览滨河景观、加拿大美
景、还有市区公园，夏有海滩，冬有溜冰场，
有小岛，还有一条被遗忘的铁路，现已改造为
艺术自行车道。

图片按顺时针方向从上往下依次为:

迪昆德雷绿化自行车道, 贝尔岛州立公园,  
底特律国际河滨漫步区

BILL BOWEN

VITO PALMISANO VITO PALMISANO

可去以下绿地放松一下:

•贝尔岛州立公园
•战神公园
•迪昆德雷绿化自行车道
•底特律国际河滨漫步区
休伦•克林顿公园
•圣克莱尔湖(可执照钓鱼)

推荐下列体验:

•底特律公主江轮
•钻石杰克之河之旅
•无极限&奥伟森包租游艇
•汽车城自行车&啤酒之旅
•底特律驾驶室自行车之旅
•河畔皮艇接皮艇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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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特律 
购物
一个世界级购物圣地

在底特律购物乐趣无穷，应有尽有的完美纪念
品让您能够保留這趟旅程的珍贵回忆。从当地
精品店和廉价商店到以国际奢侈品牌如苹果、
蔻驰、耐克、拉夫劳伦、盖尔斯和肯尼斯•科尔
为象征的高档购物商场，底特律会由此成为您
的购物首选地。

热门购物地点:

•城市之鸟
•底特律商业有限公司
•大湖横贯奥特莱斯
•纯底特律
•施诺拉
•萨默塞特购物中心
•鹧鸪溪商场
•罗切斯特丘陵村

图片按顺时针方向从上往下依次为:

萨默塞特, 鹧鸪溪商场, 施诺拉

BILL BOWENSHINOLA

BILL BOWEN

City 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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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特律 
农产品
一个可尽情体验美国农场生活的城市

东区集市是美国最古老的农贸市场之一，周边
地区新兴了一批远近驰名的餐馆和零售商。可
沿城北上，采摘苹果、樱桃、桃子、南瓜等时
令蔬果，在农场逗逗动物，坐一坐拖拉机牵引
的小马车，享受一杯苹果汁或水果酒来度过悠
闲地一天。

推荐参观以下农业景点:

•东区集市
•五三银行密歇根州博览会(9月)
•维斯特维尔果园、冒险农场和酿酒厂

图片按顺时针方向从上往下依次为:

迪昆德雷绿化自行车道, 东区集市,  
拉斐特都市花园

DETROIT RIVERFRONT CONSERVANCY

BILL BOWENBETH HAGENB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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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特律 
乐享美食
一座让您大饱口腹之欲的城市

在亚洲餐馆和美食市场可品尝到熟悉的味道，
或去城市传统的人气小吃店尝尝异国风味。

图片按顺时针方向从上往下依次为:

巴迪披萨, 乔利南瓜, 诺布尔鱼

BILL BOWENBILL BOWEN

MARVIN SHAOUNI

推荐去以下亚洲餐馆尝尝鲜:

•曼谷十字路口
•鱼骨底特律店(寿司店)
•Sy Thai
•约翰尼面王
•市中心香格里拉
•诺布尔鱼(寿司吧&寿司店)
•泰国兰花
•幸运越南河粉
•亚洲风味米饭
•泰国萨拉
•芥末酱

要品尝正宗的美国菜， 
推荐以下去处:

美国和拉斐特康尼岛
•巴迪披萨
•底特律冰厂
•埃尔伍德酒吧&烧烤
•乔米尔海鲜
•乔利南瓜
•伦敦排屋
•汽车城冰激凌&甜点店
•红烟烧烤
•慢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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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特律 
节庆
最会举办节庆的城市

一年一度的各种象征性活动每年都吸引成千上
万的国内外游客特意来参与底特律独有的狂欢
盛宴。从跑车和游行队伍到电音和烟火，把这
些盛会列入行程将让您的底特律探险记变将更
加难忘。

推荐参加以下特别节日:

•北美国际车展(1月)
•运动电子音乐节(5月)
•雪佛兰底特律美女岛大奖赛(6月)
•底特律福特烟花节(6月)
•伍德沃德梦幻巡航(8月)
•底特律爵士音乐节(9月)
•美国的感恩节游行(11月)

图片按顺时针方向从上往下依次为:

运动电子音乐节, 底特律福特烟花节,  
雪佛兰底特律美女岛大奖赛

BILL BOWEN

DOUGLAS WOJCIECHOWSKI

BILL BO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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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特律 
交通
底特律位于密歇根州，从中国出发飞行里程为14小时  

底特律是密歇根州最大的城市，位于美国中北
部地区，此区域包括12个州——也被称为美国
中西部。底特律大都会机场(DTW)为美国最大的
交通枢纽之一，距离底特律约32公里。主要国
际航空公司有达美航空、汉莎航空、联合航空
和美国航空公司。从中国主要城市如北京和上
海出发出入底特律，可直飞、可转机。

你知道吗?

底特律使用东部标准时间，比中国时间晚1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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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加拿大安大略省

苏必利尔湖

密歇根湖

休伦湖

伊利湖

安大略湖

底特律

 

距加拿大多伦多   4时车程 

 

密歇根

密歇根

距麦基诺岛   5小时车程

距特拉弗斯城   4小时车程

距密尔沃基   8小时车程

距芝加哥   5小时车程

距印第安纳波利斯   5小时车程 

距克利夫兰   2小时车程

距尼亚加拉大瀑布 5小时车程 

威斯康星州

伊利诺伊州 印第安纳州

俄亥俄州

墨西哥

加拿大

美国距洛杉矶   4小时飞行距离
NEW YORK   1.25 hours

距亚特兰大   1.5小时飞行距离

距迈阿密   2.5小时飞行距离

距芝加哥   半小时飞行距离

距纽约        1.25小时飞行距离

飞 行 时 间

驾 驶 时 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