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罗万象
参观博物馆需要了解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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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开拓眼界，探寻梦想

置身于保时捷博物馆，跑车之梦会在您眼前变成现实。沉
浸在激动人心的氛围中，您可深入探索这家跑车制造商。
展览之外有更多精彩等您发掘。除了享用美味佳肴、感受
文化熏陶，小朋友们还能在馆内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探险
之旅。

参观展览的过程让梦想变得丰满。展区面积 5600 平方米，
陈列着富有传奇色彩的跑车、散发非凡魅力的量产车，还
有各种非同寻常的原型车和概念车。80 多台汽车会为您
带来一场既饱眼福又饱耳福的视听盛宴。

展览参观完毕，您可以更加深入地探索保时捷的历史。借
助令人兴奋的高科技功能，互动式保时捷触控墙会带您踏
上虚拟的时空之旅。此外，您也可在博物馆维修车间观看
现场演示，了解我们如何对保时捷经典老爷车进行修复整
备，让它们在世界各地驰骋。

坐落在维修车间上方的，是保时捷德国总部的“记忆”。
“保时捷公司档案馆”将公司各类重要信息全部存档，涵盖
了经济、技术、社会和文化等方面。

参观过程中，您随时可以在咖啡厅、Boxenstopp 餐吧或 
Christophorus 餐厅小憩一番。在博物馆商店，保时捷车迷
不论老幼，都可以找到令自己心动不已的纪念品。

保时捷博物馆提供了丰富的活动内容，定将让您倍感充
实，请准备好在这里待上好几个小时吧！这本小册子对我
们提供的服务和体验项目进行了详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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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服务
请让我们带领您参观，
我们是专业的领路人。

博物馆和场地导游服务

常规和专人导游服务
我们每天面向公众提供两次导游服务，时间为上午 11 点和
下午 3 点。要想享受此项服务，您需要于参观当日在售票处
进行登记。提供多种语言专人导游服务，可提前预订，每批
最多 25 人。

认识之旅
“认识之旅”时长 1 小时，带您从截然不同的角度领略和
参与保时捷的历史。该参观项目强调亲身体验，也就是实
践出真知。该项目也十分适合作为团队建设活动。最低年
龄要求是年满 12 周岁。

残障人士导游服务 
保时捷博物馆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患有听觉障碍、视觉障
碍和智力障碍的参观者提供导游服务。请注意，手语翻译
须由参观者自行安排。

祖文豪森历史漫步 
80 多年来，祖文豪森一直是保时捷品牌的“心脏”。穿
行于此地的历史建筑和现代建筑，您会了解到这里如何从
最初的作坊发展成一家高度现代化的汽车工厂。

如需详细了解关于价格和登记方式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
网站 www.porsche.com/museum 或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游客
服务中心：info.museum@porsch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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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之旅

911/718 工厂之旅
在祖文豪森保时捷总部，探索充满魅力的汽车生产场所，
领略传统与现代的美妙融合。该工厂之旅时长 1.5 小时，
带您参观各个生产部门，让您以别具一格的方式深入了解
卓越的真皮制作工艺和汽车量产流程。我们的 911 和 718 
跑车与接近量产的赛车在同一条装配线上生产，这一方式
在汽车行业内首开先河。

Taycan 工厂之旅
体验“保时捷生产 4.0”——智能、精简、环保的 Taycan 
之旅时长 2 小时，带您参观享有世界领先地位的汽车生产
工厂，为您展示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工艺，让您有机会近距
离见证首款全电动保时捷汽车的开发过程。自 2020 年 3 
月 23 日起可预约。 

动力系统之旅
产品与工艺精益求精：了解我们的跑车动力从何而来。水
平对置发动机、V 形发动机以及电动发动机都在祖文豪森
的工厂制造。这一参观时长 2 小时，带您参观各个装配区
域，加深您对上述三种发动机的了解。自 2020 年 3 月 23 
日起可体验。

如需详细了解关于价格和登记方式的信息，请访问我们
的网站 www.porsche.com/museum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werksfuehrungen@porsche.de



8

童游保时捷 
(Porsche 4Kids)
保时捷的伟大梦想， 
让孩子们也触手可及。

在保时捷博物馆，少年儿童可以参加“童游保时捷拉力
赛”，在参观展览的过程中完成许多极富创意和趣味性的
任务，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独立探索。拉力赛图册可从保时
捷博物馆售票处购买。“童游保时捷之旅”和免费的“童
游保时捷多媒体导览机”提供适合孩子的展览讲解。

想不想与总功率超过 23,000 马力的汽车为伴，举办一场
“童游保时捷生日派对”？“赛车运动”、“非凡设计”
和“探索未来”三大主题可供选择，孩子们可以扮演赛车
手、设计师或未来研究人员。

“学游保时捷团队之旅”与出版商 Klett MINT 合作，根据
学校课程为 5 年级到 13 年级的孩子们开设了一个系列四
个数字化讲习班。“团队之旅”结束时会对解答情况进行
评估并为获胜团队颁奖。可供选择的主题包括“汽车设
计”、“发动机技术”、“空气动力学与轻量化工程”以
及“电动汽车”。参加者人数上限：30 名少年儿童。

此外，保时捷博物馆还设有面向各个年级的 1 小时深入
参观项目。如果您对面向残障小学生的导游服务感兴趣， 
请与我们联系。在学校放假期间，保时捷博物馆欢迎少年
儿童前来参加丰富的免费假期活动。

如需详细了解关于价格和登记方式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
网站 www.porsche.com/museum 或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游 
客服务中心：info.museum@porsche.de



11

博物馆商店
在这里，就连男人也会爱上购物。

博物馆商店销售众多别致而珍贵的纪念品，它们凝聚了保
时捷的历史。您可以找到独特的小小纪念品，也可以找到
寻觅已久的收藏珍品。欢迎来博物馆商店逛一逛，这里一
定会让您惊喜连连。礼品和商品种类十分丰富，包括限定
版车模、保时捷服饰以及经典车型和现款车型精选配件。
您可以带一件保时捷的纪念品回家。

一楼商店还出售多种图书，其中包括公司自营的保时捷
博物馆出版社发行的书册。这些书册均为“祖文豪森编
纂”，汇集了详细的专业知识、有趣的背景故事以及保时
捷品牌此前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

您也可在周一至周五造访我们的工厂商店，它位于历史悠
久的 1 号车间，从保时捷博物馆步行 5 分钟即可到达。

博物馆商店营业时间
周二至周日，上午 10:00 - 下午 6:00

祖文豪森工厂商店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 - 下午 4:30

联系方式
电话：      +49 (0) 711 911-23007 
电子邮件：shop.museum@porsche.de



12

保时捷驾驶体验
总有一天我会开上保时捷， 
何不现在就来体验一下？

让儿时梦想成真，一次驾驶，终身难忘。保时捷博物馆提
供“保时捷驾驶体验”服务，让您有机会在更长时间内尽
情领略跑车的非凡魅力。您可在入口处的“保时捷驾驶体
验”柜台预约驾驶。

“保时捷驾驶体验”是保时捷独家提供的高端租车服务，
无论您已经身为保时捷车主，还是心头仍然萦绕着跑车
梦，您都能以灵活的方式租用动感十足的跑车。“保时捷
驾驶体验”能够实现您开上跑车的梦想，时间可以是几小
时、一个周末甚至整整一周。

您可以选择最新款保时捷车型。从标志性跑车 911、718 
Boxster、718 Cayman、Panamera、Macan 到 Cayenne——
无论您有何偏好，您都能预订理想的“保时捷驾驶体验”
并享受纯粹的驾驶乐趣。

您是否想要进一步了解相关信息？“保时捷驾驶体验”工
作人员非常乐意为您提供帮助。我们在博物馆入口处恭候
您的光临。如需了解其它提供“保时捷驾驶体验”的地
点，请访问 www.porsche.com/drive

营业时间
周一上午 7：00 - 中午 12:30
(仅限车辆归还和咨询)  
周二至周日，上午 9:00 - 下午 6:00

联系方式
电话：      +49 (0) 711 911-27911 
电子邮件：stuttgart@porsche-driv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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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举办活动、接待宾客的场地随处可见，
然而四周拥有总功率 23,000 马力的汽车却
他处难觅。

企业档案馆与
博物馆维修车间
我们悉心呵护历史原貌， 
并且让经典老车继续驰骋。

在正常营业时间之外，我们也乐意为您效劳。我们的活动
楼层为您提供了与众不同的活动场地。这里配备了先进的
技术设备，可举办大小会议、研讨会、讲座或电影展映，
也可举办新闻发布会、车辆推介活动和新车型展示活动。

如需进一步了解关于在保时捷博物馆举办活动的信息， 
请访问 www.porsche.com/museum 或 
致电 +49 (0) 711 911-21911

保时捷之所以 100 多年来长盛不衰，是因为我们不忘历
史。目前为止，保时捷公司档案馆保留了总长度 2 公里的
文件、250 万张照片和幻灯片、4,000 本书册以及总时长 
1,700 小时的影片资料。为了保证对赛车和跑车历史车型
的专业维护保养，博物馆维修车间的工作人员会对成为收
藏品的车辆进行整备，使它们能够在世界各地继续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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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
用餐时不经意的一瞥，也许您就会发现一
段传奇。

保时捷博物馆提供了种类繁多的精致美食。从特色咖啡、
各地小食到精品菜肴，总有一款能够满足您的胃口。咖啡
厅在门厅区域恭候您的光临。Boxenstopp 餐吧在顾客面前
现场烹制美味餐食，整体氛围极具亲和力，是您与家人、
好友或同事一起用餐的好去处。

Christophorus 餐厅为眼光不俗的美食鉴赏家提供高端餐饮
体验。餐厅特色菜品是美国特级牛肉。我们采用具有地方
特色的时令新鲜食材进行烹饪，让顾客尽享美味。佐餐红
酒来自我们的酒窖，有多种产自德国和世界各地的佳酿可
供选择。顾客在用餐时可以透过巨型落地玻璃观赏“保时
捷广场”全景和“Inspiration 911”雕塑。

营业时间

咖啡厅
周二至周日， 
上午 9:00 - 下午 6:00

Christophorus 餐厅 (需预定)
周二至周六， 
上午 11:30 - 下午 2:30、 
下午 5:30 - 午夜 12:00

Boxenstopp 餐吧 (需预定)
周二至周日， 
上午 11:00 - 下午 6:00

烧烤和厨房供餐时间为
中午 12：00 - 下午 2:00、 
下午 6:00 - 晚上 9:30

Christophorus 餐厅和 Boxenstopp 餐吧预订信息
电话：     +49 (0) 711 911-25980 
电子邮件：gastronomie.museum @porsch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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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准备充分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这个道理不仅仅适用于赛道。 
保时捷博物馆精华概览 

门票
成人：10 欧元，优惠价：5 欧元
夜场票：下午 5:00 后半价

14 岁以下儿童可在成人陪同下免费入馆。10 人及以上团
体参观，不含导游服务的门票价格为每人 8 欧元，含一台
多媒体导览机。

在导游服务以及面向少年儿童和学校的各种活动中，我们
的游客服务中心可以提供详细信息。

停车设施
我们的地下停车场在营业时间内提供充裕的停车设施 (需
要收费)，除此之外，我们还设有电动汽车充电桩。巴
士、露营车和摩托车也有停车位可用。请按相应的指示牌
停放。

多媒体导览机
每一名参观者均可申请免费领取一台电子多媒体导览机。
该设备能显示具体车辆的相关信息、照片和影像资料。 
还有儿童专用导览机可供幼龄参观者选择使用。

保时捷广场应用程序
保时捷广场应用程序下载过程简单快捷，能够让您了解各
个独具特色的保时捷工厂主题之旅。该应用程序 iOS 版可
在 App Store 下载，Android 版可在 Google Play Store 下载。

无障碍设施
博物馆内的所有区域均设有无障碍通道，可经由坡道或 
电梯出入。残障人士可免费停车。

针对残障人士的服务

• 多种导游服务

• 为盲人提供用来触摸汽车的手套

• 保时捷博物馆欢迎导盲犬入内

• 为身体有缺陷的参观者提供可移动折叠凳和轮椅

• 了解参观者特殊需求的工作人员非常乐意为其服务

交通
由斯图加特中央火车站乘坐火车抵达
保时捷博物馆紧邻城郊快轨“Neuwirtshaus (保时捷广
场)”站。乘坐前往 Weil der Stadt 方向的城郊快轨 S6 线，
然后乘坐前往 Leonberg 方向的 S60 线，即可抵达该站。 
详情参见 www.vvs.de 我们建议您使用公共交通前往博 
物馆。

驾车前往
沿 A81 高速公路斯图加特-海尔布隆 (Stuttgart–Heilbronn) 
或海尔布隆-斯图加特 (Heilbronn–Stuttgart) 路段行驶。走
斯图加特-祖文豪森 (Stuttgart-Zuffenhausen) 17 号出口，
朝 B10 方向行驶，然后走斯图加特-Neuwirtshaus 出口，
沿 Schwieberdinger Straße/L 1143 抵达保时捷广场。

从斯图加特方向抵达
沿 B10 朝 A81 高速公路方向行驶。走带有 Korntal 路标
的出口，右转离开 Stammheimer Straße，沿 Adestraße 行
驶。然后右转进入 Strohgäustraße，沿此路可抵达保时捷
广场。



地址
保时捷博物馆
保时捷广场

70435 斯图加特-祖文豪森

开放时间
周二至周日：上午 9:00 - 下午 6:00
售票处下午 5:30 关闭。周一闭馆。所有德国全国法定节
假日期间均对外开放。特殊闭馆日和开放日相关信息请参
见我们的主页。

联系方式 
电话：+49 (0) 800 3560-911
我们的游客服务中心乐意为您提供帮助 
详情参见 www.porsche.com/museum

预订
游客服务中心电子邮箱：info.museum@porsche.de 
工厂导游服务电子邮箱：werksfuehrungen@porsche.de

社交媒体

Facebook:  porsche.museum.stuttgart
Instagram: porsche.museum

数据保护政策相关信息

www.porsche.com/museum/en/privacypolicy/ 

MAP00109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