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图图例说明

行动守则： 可在游客关系部获取

环球广场有更多餐座 。

用餐区

购物区

游客关系部

自动取款机

寄物柜

推车与轮椅

自动体外除纤颤器

急救

安全设施

电话、洗手间和饮水机

美国运通客户休息室
供有排队优先票或贵宾票的客户使用
 （每天中午12 点到下午 5 点开放）

走进辛普森一家TM的世界，到春田镇一
游。在 Krusty Burger 享用小丑推荐大
餐，在 Lard Lad 品尝家庭号甜甜圈，
还可以在Moe’s Tavern畅饮一番。

辛普森虚拟过山车-  加入美国 
人最爱的卡通家庭和他们的朋 
友们，来一场史诗般的冒险， 
乘坐虚拟过山车穿越春田镇。

• CHILD SWITCH •40”

世界著名的影城之旅！ 
游览环球影城著名的外景地， 
了解好莱坞电影制作的秘密。 
千万不要错过彼得·杰克逊的大 
作 — 屡获殊荣的“King Kong  
360 3-D（金刚 360 度 3D）” 
体验。还有，屏住呼吸、坐稳 
迎接世界著名影城之旅（Studio Tour）
的压轴大戏 – 《速度与激情 –  

超动力》！影城之 

旅游览提供普通话服务。

搭乘亲子游乐过山车在南瓜地上空盘旋、俯冲， 

再穿过海格的小木屋。

可寻求 
以下帮助

在我们的增强版“特效舞台” 
中探索好莱坞电影制作的奥秘， 
了解真正的好莱坞特技表演、 
实际效果和让虚拟场景栩栩如生 
的尖端技术！

跟随哈利波特™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在霍格沃茨™的教室和走廊 

间穿行，亲历既兴奋又难忘的冒险体验。

HARRY POTTER AND THE
FORBIDDEN JOURNEY™

FLIGHT OF THE
HIPPOGRIFF™

探索神秘的霍格沃茨™城堡，这里有精彩纷呈的冒险游乐设施
和景点，会将您带入一个充满惊险与刺激的魔幻世界。

#哈利波特在好莱坞环球影城#

• CHILD SWITCH •48”设施入口处提供试乘。

木乃伊复仇过山车-充斥着可怕生物
的惊悚之旅。使用先进的线性感应
电动机，以45英里的时速把游客带
到木乃伊电影的深处。
设施入口处提供试乘。

不允许随身携带零散物品。 

游览期间提供免费存物柜。

侏罗纪公园激流勇进- 一半是远程探险，一
半是令人心跳加速的激流勇进。和活生生的
恐龙面对面，目击50英尺高的霸王龙，然后

从84英尺高的瀑布跃而下。 

变形金刚3D虚拟过山车- 
融合照片般逼 真的3D高清媒体， 
精心制作的飞行仿真技术， 
最先进的物理和特殊效果， 
TRANSFORMERS

TM
：The Ride-3D是下 

一代身临其境的主 题公园景点。

上园区

在全新的“Dino Play for Kids” 
恐龙欢乐园 区域，冒险通过侏 
罗纪公园的禁门，孩子们可以在 
那里攀登、爬行、探索，并和各 
种史前动物进行互动。位于下园区。

超级愚乐岛- 这种全新的、顶级户外家庭
游乐区和嘉年华游戏是一个从电影“神偷奶
爸”中获得灵感进行再创造的游乐园。它包
括以全新小黄人为主题的旋涡状有趣旅程。  

位于上园区 

带你的孩子们来玩！（身高122 cm [48”] 以下）

42” • CHILD SWITCH •

40” • CHILD SWITCH •

48” • CHILD SWITCH •

享受惊悚刺激、终年无歇的全新日间体验，

从满是饥肠辘辘的丧尸噩梦中逃脱，感受AMC热门电视剧 

 《行尸走肉》中的世界。

水世界- 在水世界，您可以拥抱清凉的水花、体验千钧一发
的惊险动作，还有震撼的爆破场面等。我们为您再现最卖座
影片中的特效！

史瑞克4D剧院-带上怪兽视觉眼镜， 
进入遥远的王国，沉浸 到原版的怪物 
史瑞克3D电影中，该片由电影配音 
原班人马倾情演出。

39”
设施入口处提供试乘。

下园区 上园区

PRESENTED BY

环球影城动物演员-到这里来观赏好莱 
坞超级大片里边毛茸茸的动物明星吧！ 
看看他们是如何抢尽风头的， 
保证让您捧腹大笑！

上园区与下园区之间备有接送车

游客可全程使用标准轮椅

游客须转乘游乐设施座椅

游客须转乘游乐设施座椅

游客可全程使用电动轮椅 (ECV)

此设施采用安全措施，
某些游客可能由于体型和身材无法乘坐。

神偷奶爸小黄人3D虚拟过山车- 
加入格鲁、他的女儿以及搞怪小黄人的温馨
欢乐的3D动感之旅。在格鲁家中开始您的冒
险之旅，在这里您会被招募到他的最新计划

之中——您会变为一个真正的小黄人。

40” • CHILD SWITCH •

什么是                               ?• CHILD SWITCH • 「CHILD SWITCH」是专门为陪伴儿童的家长服务的。在指 定儿童不宜的项目中，一个大人可以先留下陪伴小孩，等其他大人结束后再参加游乐。

地图上标有以上图标的地点，有提供CHILD SWITCH服务。详情请洽游乐设施工作人员。

提供助听器

游客身高必须达到最低要求

部分游乐设施有使用限制，请参考入口处标示

包含剧烈特效和不适儿童题材，建议家长酌情决定

好莱坞环球影城致力于为游客提供无烟空间。只能在贴有
此标记的区域吸烟。谢谢合作。

美食

好莱坞环球影城 首个户外亲子游乐过山车

选择适合的方式亲近鹰马，骑着它开启您 

的亲子游乐过山车之旅。在南瓜地上空盘旋、 

俯冲，再穿过海格的小木屋， 

感受无限精彩体验。

设施入口处提供试乘。

3 FLIGHT OF THE 
HIPPOGRIFF™

从公元前382年开始，奥利凡德魔杖店™就是优秀的

魔杖制作商，在这里您可以亲眼见证魔杖是如何选

择自己的主人，还可以购买自己的奥利凡德魔杖，

或者选购哈利波特™电影人物的魔杖复制品、具有

收藏价值的魔杖及其他魔法师用品。

1 OLLIVANDERS™

倾听霍格沃茨™学院学生们为您吟唱颂歌， 

还有大青蛙伴唱。

4 FROG CHOIR

3D体验全美首次呈现

乘坐开创性的3D过山车，跟随哈利波特™ 

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在霍格沃茨™的教 

室和走廊间穿行，在城堡里上下翻飞， 

亲历既兴奋又难忘的冒险体验。

设施入口处提供试乘。

2 HARRY POTTER AND THE 
FORBIDDEN JOURNEY™

在霍格沃茨™、布斯巴顿和德姆斯特朗魔法学校

的魔法三强争霸赛上，跟随缤纷多彩的游行队

伍一起欢呼雀跃。

4 TRIWIZARD SPIRIT RALLY

全家人可以享用奶油啤酒™、南瓜汁™和各色饮

料，而成年人有更多选择，包括国内外各种啤

酒、巫师特酿和龙鳞特色啤酒、烈火威士忌、

红酒、烈酒及混合饮料。

HOG’S HEAD™ PUB7

提供紫罗兰水、新鲜水果、冰爽饮料、 
顶级啤酒和小食。

MAGIC NEEP™ CART8

奶油啤酒™、南瓜汁™和紫罗兰水

BUTTERBEER™ CARTS5 这里有炸鱼薯条、牧羊人馅饼、香肠土豆泥、宴会大

菜™、浓汤、沙拉、甜点、汁™和奶油啤酒™、 

招牌甜点。 

THREE BROOMSTI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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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怪人停车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