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级和次级线路

区、地区、自治区甚至

国界，起点终点相距

甚远。 ，一般可抵达

市镇，方便投宿或补

充给养。有些路段和

国际步行道路重叠，

可见“E”的标记，如

GR-92 E-10（地中海道

路）穿越阿尔梅里亚省，GR-7 E-4始于加的斯

省的塔里发，从南到北穿越全省，展示不同的

地形和景色： 若干公里后 从地中海之滨到格

拉萨雷玛山，穿越阿尔科诺卡雷斯栓皮槠林，

全长1280公里，是欧洲通往摩洛哥的第一条洲

际步行道路。
安达卢西亚其他一级线路还有GR-40（沿着古
老的放牧路线皇家索利阿纳之路到达科尔多瓦
省首府）、GR-41（始于邻国葡萄牙到达塞维
利亚）、GR-142 （阿尔普哈拉之路，经过反
差强烈、美不胜收的景区）、GR-144（是古
老的特拉斯乌曼西亚之路）和 GR-147 （途
经哈恩省塞古拉山茂密的森林和山巅）。

       一级线路

(GR)和次级线路(PR)

是专门为徒步旅行者

设计的线路，尽量避

开柏油路面的公路和

车道。一级线路一般

超过50公里，穿越景

安达卢西亚，甚至是西班牙最长一条环形步
行道路的名称：GR-240苏拉伊尔之路。该
条线路全长300公里，分为19段，跨越格
拉纳达和阿尔梅里亚两省，共修复了十几公
里的旧山路、马道和放牧道路。沿途有自然
天成的小径、运动休闲设施和别致的旅游产
品等。苏拉伊尔可以成为内华达雪山持续性
发展的代名词。但是冬季上山一定要注意安
全，最好事先了解每个路段的情况，因为山
路上常常积雪或结冰。
查询电话：958 026 300 /318。

绿色道路和奥鲁拉河
绿色道路），有的可
以观察西欧最大的秃
鹫的行踪（山地绿色
道路），有的重现古
老的橄榄油专列（科
尔多瓦苏贝蒂加绿色
道路和哈恩橄榄油绿
色道路），有的探访

塞维利亚北山、英国人之家，以及耶罗山和维
斯纳尔瀑布自然风景区（北山绿色道路），还
有的可以发现韦尔瓦省重要的海滨湿地（海岸
线绿色道路），等等。 
安达卢西亚还有30多个
绿色门和绿色走廊，这
是一些不能开机动车，
只能步行、骑车或骑马
从一个大城市到另一个
大城市的出发点和线
路。标志性的绿色走廊
是两湾走廊，全长93公
里，始于加的斯省的雷
阿尔港市，止于洛斯-巴里奥斯，途经加的斯
湾的自然公园、阿尔科诺卡雷斯栓皮槠林和帕
尔蒙内斯河海滨湿地自然风景区。其他有名的
绿色道路有特拉西埃拉绿道（科尔多瓦）、罗
洛之路绿道（韦尔瓦）、哈瓦尔库斯绿道（
哈恩）和塞维利亚都市绿道。
 

      目前，安达卢西亚共有11条绿色道路，
这些绿色道路均是废弃的旧铁路线改造的，可
以步行远足，也可以骑自行车或骑马。线路上
的隧道、桥梁、水渠和旧火车站等常被改建

成客栈或青年旅店，
最大的好处是方便就
近住宿，人人都能使
用，无年龄或身体状
况之局限。 有些绿
色道路经过部分不为
人知的阿尔梅里亚地
区和该省有名的大理
石之乡（阿尔芒索拉

 对于远足爱好者们来

说，安达卢西亚具有难

以抵挡的吸引力：15条

一级线路(GR)、500多

条次级线路(PR)和地方

线路(SL-A)、12条已经

修复的绿色道路、30多

个设施完善的绿色门或

绿色走廊。这些线路大部分位于自然保护区内

（安达卢西亚自然保护区占西班牙自然保护区

总面积的30%）。远足者可以享用很多公共便

利设施：如游客中心、休憩场所、观景地点、

天文观察台站、植物园、自然课堂、自由露营

地，等等。专门为儿童、残疾人或行动不便的

人设计的设施也在逐步完善过程中。

绿色道路和走廊

苏拉伊尔之路
      苏拉伊尔，意为太阳山，阿拉伯人曾经
这样命名内华达雪山，今天这个名字被选作

专用手册

远足

远足地点名录
多尼亚纳：观鸟圣地 
多尼亚纳国家公园是典型的地

中海海滨湿地生态体系，被列

入人类遗产，是欧洲最大的自

然保护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使之成为欧洲和非洲的候鸟迁

徙、繁殖和越冬的生息地，同

时也是濒危动物伊比利亚山鹰

和灵猫的家园。

电话：959 448 739

内华达雪山：半岛屋脊 
伊比利亚半岛的最高峰穆拉

森峰（3482米）和贝雷塔峰

（3392米）都在内华达雪山。

雪山生态区内生长着当地特有

的植物，如雪山三色堇、雪地

之星等。山区内还可以看到冰

川刻凿的山谷，如七湖谷，以

及其他景点（波盖伊拉山崖和

阿尔普哈拉山区的村庄）。

电话：958 340 625

950 513 548

卡塔-尼哈尔角：潜水

天堂 卡塔-尼哈尔角是地中

海西部一段最漂亮的，也是环

境保护最好的海岸，所属区

域地形复杂，景色各异，有悬

崖，有海湾，有沙丘，有盐

田，还有罗达尔奇拉尔山谷矿

区以及罗尔丹桌化石暗礁。

电话：950 160 435

玛丽亚山-洛斯贝雷

斯：岩画山洞 由于洞内

的岩壁画，山洞被列入人类遗

产。四周可观赏到当地特有的

植被。放眼望去，起伏的山峦

尽收眼底。电话：950 415 354

加的斯湾：博克隆自

然风景区 该自然风景区位

于多尼亚纳和直布罗陀海峡

之间，是观察野生鸟类的理想

地点，时而也可以看到独立战

争时期遗留下来的军事工事遗

迹。电话：956 100 028

直布罗陀海峡：巴埃

洛-克拉乌迪亚考古遗

址 巴埃洛-克拉乌迪亚是一

座小型的古罗马作坊遗址。除

了这个古迹以外，这个地方也

是观察在欧洲和非洲之间迁徙

的候鸟和鲸类海洋哺乳动物如

海豚等的观察点。分布在卡玛

利纳尔格拉西亚角、瓜达尔梅

西、塔里发岛或是卡尔内罗角

等地的灯塔常常使人回忆起海

盗出没或海战纷争的岁月。

电话：997 955 540

拉-布雷尼亚和巴尔巴

特海滨湿地：拉-布雷

比亚松林 除了两个追忆

着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上战役

的堞形塔（达霍塔和麦加塔）

以外，巴尔巴特峡谷也值得一

提。峡谷深达100多米，是安

达卢西亚大西洋区域最深的峡

谷。电话：956 590 971

阿尔科诺卡雷斯栓皮

槠林：实实在在的蓄
水池 在德-拉-蜜埃尔河可

以观赏到西班牙独一无二的，

被称为“洛斯卡努多斯”的植

被，证明了当地曾经经历了热

带气候。建议春天前往拉-萨

乌塞达，盛开的杜鹃花是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电话：956 420 529

格拉萨雷玛山：雷普布

利加诺斯和利巴尔平原 
该地位于马拉加省，比较有名

的是毕雷塔山洞和洞里的岩壁

画。电话：956 727 029

卡尔德尼亚和蒙托罗

山：田园牧场和地中

海山 可以穿越安达卢西亚

一些新兴的田园牧场，会看到

一些高大的橡树，欣赏卡尔德

尼亚和蒙托罗的名胜。

电话：957 015 936

奥尔纳楚埃洛斯山：

阿尔莫多瓦尔城堡和

圣卡利克斯托镇 山路在

如画般的景区内穿行，途经桤

木树林、柳树林、山崖、牧

场、石灰石采石场......对于

浪漫主义文学的爱好者们来

说，利瓦斯公爵的《唐·阿尔

瓦罗或命运的力量》中的弗拉

伊莱岩一定不陌生。

电话：957 641 140

苏贝蒂加山脉：地质

之美 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命名的地质公园。生态区内

生长着各种动植物和菌类。

主要景点有蝙蝠洞（内有新

石器时代的岩壁画），

还有欧洲独一无二的菌类植

物园。

电话：957 334 034

巴萨山：绿色之岛 
该地以蝴蝶的种类和数量而闻

名。以前曾有一些矿区，现已

荒废，比较著名的是埃尔-特

索莱罗。电话：670 943 910

卡斯特里尔山：干山 
有两个景点：唐·费尔南多山

洞是格拉纳达省最长、最深的

山洞；干山湖海拔2000米，

因冰雪融化而成，有湖滨。

电话：958 720 059

乌埃托尔山：达罗河

的发源地 
地质价值和景观价值均高。山

区有陡峭的山崖和峻峰，也

有“水洞”这样的地质胜景。

电话：958 540 426

阿拉塞纳山和阿罗切

峰：秋天的印章 
秋天的色彩非常壮观。菌类植

物的家园。拉斯-马拉比加斯

山洞具有重要的地质价值。

电话：959 128 825

德斯佩尼亚佩罗斯山

隘：历史和景色 
岩壁画、洛斯-穆涅克斯洞伊

比罗圣殿或托罗萨战役遗址都

让我们回首往事，附近的辛巴

拉瀑布风景区景色如画。

电话：953 664 307

安杜哈尔山：加贝莎

圣母圣殿 
除了欧洲最古老的中世纪城堡

布尔加里马城堡（恩西纳浴

室）之外，还可以从杭杜拉河

走到恩西纳雷罗水库。

电话：953 549 030

马西纳山：农庄和橄

榄园 瓜德罗河旁边的夹竹

桃林可能是西班牙最大的夹竹

桃林，值得一看。也可以去苏

雷翁瀑布看看，但是瀑布冬天

会结冰。卡纳瓦的松林也是

卡索拉，塞古拉和拉

斯比加斯山：塞古拉

河和瓜达尔基维尔河

的发源地 继鹿群九月发情

期过后，雄扁角鹿、长毛栗色

羊和伊比利亚山羊的交配期也

相继到来，人们可以到阿尔蒙

德拉尔山隘观察这些野生动

物。在圣佩德罗小盆地有一个

兀鹫饲养场，对外开放。

电话：953 124 235/713 040

特赫大，阿尔米哈拉

和阿拉玛山：绿河 
沿河可以观赏到乔莱拉景区或

石化树瀑布的胜景。内尔哈山

洞是一定要造访的。

电话：951 040 058

马拉加山：马拉加的

绿肺 在辽阔的松林间翱翔

着各种猛禽（红羽鹰、蛇鹰和

苍鹰）。在杏树和橄榄树种植

园里还可以见到变色龙。马拉

加山原是农业区。

电话：951 042 100

拉斯-尼埃维斯山：埃

斯卡莱雷塔斯的西班牙
冷杉 这棵西班牙冷杉已有

450年的树龄，是这一在马拉加

和格拉纳达山区生长的独特树

种中最老的一棵树。拉斯-尼埃

维斯山区除了冷杉树林以外，

还有一个世界之最——GESM

地缝深达1100米，是世界上最

深的山洞之一。

电话：952 154 599

塞维利亚北山：耶罗

山和维斯纳河滨 在埃

尔-贝罗卡尔休闲农庄可以观

察夏末鹿群的发情期，色彩斑

斓的秋天马赛克风景画，以及

春天五彩缤纷的芳草甸。四

周的花岗岩石是圆形的，非

常独特。

电话：955 881 597

一个自然景点。

电话：953 787 656

游客中心          问讯处           休憩场所       观景台      天文台      自然课堂           植物园         露营地



不可或缺......
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环境部推荐的10条远足线路

德尔-阿瓜德罗

德-拉-波卡池塘

辛托山

德-拉-蜜埃尔河

瓜达罗拉

马乌利奥山

埃尔-塔兰克-巴尔德拉尔科

博罗萨河

盖希加雷斯-托雷西利亚

埃尔-雷博利亚尔

126-7

长度：3.5 公里
历时：1小时
难度：低

长度：10.7 公里
历时：3小时
难度：低

长度：2.4公里
历时：50分钟 
难度：低

长度：7公里
历时：3小时
难度：中

长度：1.9公里
历时：一个半小时
难度：低

长度：3公里
历时：2小时
难度：中 

长度：7.4公里
历时：两个半小时
难度：中

长度：8.5公里
历时：6小时
难度：高

长度：8公里
历时：3小时
难度：中

温馨提示：建议秋天
前往，秋意浓时可饱
餐秀色，菌类植物爱
好者亦能收获甚丰。

温馨提示：位于朝圣胜
地罗西奥镇附近，是拉-
罗西纳小溪的腹地，可
观赏水鸟等湿地动物。

温馨提示：由于矿区
巷道有竖井，为了您
的安全，请千万不要
偏离远足规定路线。

温馨提示：夏季可在
水潭游泳。河流尽头
是一道瀑布，上游被
称为“卡努多”。

温馨提示：是理想的
观鸟地点，建议秋天
或春天前往。需预先
申请许可。

温馨提示：山顶观景
台还保留着内战时期
的战壕遗迹，是主要
景点。

温馨提示：位于巴尔
德拉尔科的市中心，
市政建筑被列为文化
景观。

温馨提示：路经艾利
亚斯谷，两岸相距不
到两米，非常独特。
道路尽头是一个小型
水电站。

温馨提示：穿越埃尔-库
埃尔诺谷的西班牙冷杉林
和橡树林，就能登上安达
卢西亚西部的最高峰托雷
西利亚峰（高1918米）。

温馨提示：是德尔-
耶罗山自然公园的环
线，该自然公园动植
物资源丰富。

比例尺

相关网页：

阿尔芒索拉绿色道路

奥鲁拉河绿色道路

山地绿色道路

坎比尼亚绿色道路

苏贝蒂加绿色道路

瓜迪阿纳绿色道路

海岸线绿色道路

水车绿色道路

橄榄油绿色道路

利纳雷斯绿色道路

北山绿色道路

省会

人口超过十万的城市

人口多于两万、少于十万的城市

人口多于五千、少于两万的城市

旅游单位

机场

游艇码头

商业港口

高速公路

一级高速公路 

国道

次级国道

地方公路

高速铁路

铁路

旅游问讯处        

人类遗产城市

人类遗产建筑群

名胜城市

准名胜城市

贝蒂加古罗马之路

小哈里发王国之路

华盛顿·欧文之路  

纳萨利之路

博物馆

城堡/城墙  

民用建筑古迹 

宗教建筑古迹

考古遗址

高尔夫球场

滑雪场

观景台

山洞

景观洞

水上公园

博彩场所

动物园/水族馆

史前巨石遗迹

温泉

一级山路

苏拉伊尔山路

绿色道路

自然公园

国家公园

远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