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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世界十大顶级博物馆之一

为了展示哈布斯堡皇室600年来收藏的艺术珍品，十九世纪末弗朗茨·约瑟夫一
世策划筹建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并选定环城林荫大道作为背景景观。

走进艺术史博物馆辉煌的大厅，登上华美的楼梯，便进入一座五千年的艺术殿
堂。

独一无二的艺术臻萃与馆楼的内饰互为呼应，营造出一种帝王氛围，令全球游
客流连忘返。

除了艺术史博物馆主楼，维也纳Kunsthistorisches Museum的馆藏还包括位
于环城林荫大道对面的Weltmuseum Wien和维也纳皇家珍宝馆以及维也纳皇
家马车展览馆。

奥地利最受欢迎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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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幅杰作，上千个故事

荷兰、弗拉芒和德国绘画珍藏

勃鲁盖尔，鲁本斯，丢勒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绘画馆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古典绘画馆藏之一。穿行于展
厅之间，可充分享受艺术杰作给人感官和精神上带来的愉悦。

哈布斯堡皇室中有眼光独到的收藏爱好者，让这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老彼得·勃
鲁盖尔画作馆藏。如果没看到他的《通天塔》或《农家婚宴》，不能算是来过
这里。

彼得·鲁本斯的大型祭坛画极富表现力。安东尼·凡·戴克和雅各布·乔登斯
独特的弗拉芒绘画也极大地丰富了十七世纪的艺术创作。

来自荷兰的作品在藏画中占比不小，尤其是伦勃朗的大自画像和扬·维米尔的
《绘画技艺》。布局、光线和颜色，搭配得无比和谐，也令人着迷。

阿尔布雷特·丢勒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诸神祭坛》历历如画地再现了
德国文艺复兴时期高超的绘画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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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大师名人榜

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绘画珍藏

提香，拉斐尔，卡拉瓦乔

意大利的画作大多数于十七世纪中期被纳入馆藏。本馆收藏了四百余幅威尼斯
画派的杰作，是世界上威尼斯绘画最广泛、最重要的馆藏之一。乔尔乔丹在《
三哲人》中对氛围的营造和多层次的叙事，至今打动人心。还有提香在各个创
作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此外还能看到威尼斯画派其他代表人物如贝里尼、丁
托列托、委罗内塞的作品。

拉斐尔标志性的宗教作品《草地上的玛丽亚》以平静和谐触动人心。朱塞佩·阿
尔钦博托以四季为主题的画作寓意深长，让人进入一个幻想世界。

卡拉瓦乔主义者的作品同样无以伦比，卡拉瓦乔本人的代表作之一《基督荆棘
冠冕》也在其中。还有卡纳莱托的维也纳景观图，历历再现十八世纪时的城市
风貌。

迭戈·委拉斯开兹笔法精湛，当时独一无二。不要错过他给幼年的玛格丽塔画
的肖像，画像非常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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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STKAMMER 
 

哈布斯堡皇家私藏

古埃及和近东馆藏 & 

古希腊和古罗马馆藏 
 

艺术到底何时开始成为艺术的？ 

钱币馆 
 

金钱统治世界，亘古不变！ 

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奥地利的六百多年中，大部分时间同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统
治者。历代皇帝中，有的能征善战，有的精于权谋，还有的联姻成功，但几乎
都是充满激情的收藏家。他们喜欢收集怪异、神奇或有异域情调的物品以及当
时最精美的手工艺品。

贝文托·切利尼制作的金盐罐空前绝后，估计是Kunstkammer中最出名的手工
艺品了。

在古埃及和近东部的展厅中有一个古埃及墓室，陪葬品中可以发现一只可爱的
蓝色小河马，四周有六米高的纸莎草型石柱、木乃伊和石棺。

古希腊和古罗马部的展厅带您走近三千年的历史，从塞浦路斯、经古希腊、到
古罗马以及罗马时期现在奥地利所在的地方，展示Gemma Augustea宝玉等独

一无二的半透明艺术品、民族迁徙时期的宝藏、古代的花瓶以及罗马手工艺品。

在博物馆三楼的钱币馆，可以看到历史上使用过的各种硬币、珍贵的奖牌和勋
章。作为世界上第五大钱币馆，这里的七十万余件展品再现整个货币历史，令
人无暇感到无聊。

五千年的艺术 —— 
从古埃及
到十八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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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TMUSEUM WIEN

 
 
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瑰宝 
 
 
 
 

历史珠链

列柱大厅 

Weltmuseum Wien现今的馆藏可追溯到十六世纪。当时蒂罗尔州的哈布斯堡
公爵斐迪南二世开始收藏世界各地的宝物，其中包括闻名遐迩的墨西哥羽毛头
饰。后来的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热衷于游览世界，十九世纪初就买下航海家
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的藏品并在女儿远嫁巴西王储之际资助了一次巴西
探险。哈布斯堡王朝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位王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一生都梦想能
在新霍夫堡皇宫中有一座私人博物馆，用来收藏自己环游世界时物色的无数奇
珍异宝。这些藏品保存至今。

这里十四间别具一格的展厅是2017年最新策划设计的，以世界各地的文化瑰宝
及其历史为中心，从今天的角度诠释跨地域的主题，如数家珍。

令人叹为观止、被文物保护的列柱大厅是Weltmuseum Wien的核心。它向公
众开放，邀请人们前来憩息，吸引人们参观博物馆。此外还为本馆活动和外来
活动提供舞台和场地。从新开的咖啡餐厅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最令人动心的列
柱大厅。

世界名城的世界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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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军械收藏库 
 

古典乐器展览馆 
 

穿过列柱大厅可来到新策划的展厅和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两个展览馆：

维也纳的皇家军械收藏库展示“骑士”在战场上或竞技中的装束，是世界上最
好的馆藏之一。华美的盔甲、最昂贵入时的服饰、精心设计的竞技装备都是往
昔奢华的见证，也是对一些宫廷重要事件的回忆，比如加冕、婚礼、朝会和出
征。此外还专门展示宫廷生活中的出猎尤其是捕鹰驯鹰。

古典乐器展览馆的十二间展厅中收藏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文艺复兴和巴洛克乐器。
在这个音乐世界里，每一间展厅都展示音乐史上的一个时代或一位音乐大师。
通过语音导览上的许多例曲，人们可以感受这些古典乐器的音色。在它们的复
制品上还可以试弹。

哈布斯堡宫廷的娱乐：
打猎、竞技和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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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皇家珍宝馆 
 
 

西方统治者哈布斯堡家族的
帝王宝库

800年查理曼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第一位皇帝。帝国延续古代恺撒传统，历时
一千多年，1806年在拿破仑的强压下灭亡。哈布斯堡家族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
帝国统治时间最长的西方基督教王朝。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灭亡，当时的弗兰
茨二世颇有预见，之前于1804年就建立了奥地利帝国。1867年奥匈帝国成立，持
续至1918年解体。

维也纳皇家珍宝馆位于霍夫堡皇宫中世纪部瑞士区，是帝王宝库的所在地和皇
权的象征。馆中陈列的是欧洲历史上里程碑式重大事件的见证物，如皇冠、尚
方宝剑、帝国权杖等西方基督教国家最重要的象征物。鲁道夫二世1600年前后
让人打制的私人王冠，后来成为奥地利帝国的传世皇冠，代表了十九世纪哈布
斯堡王朝的辉煌。

馆中的亮点还有金羊毛勋章、十五世纪勃艮第宝藏和拿破仑儿子的摇篮宝座。哈
布斯堡历代皇后、公主迷人的珠宝和伊丽莎白皇后的部分贴身首饰，也能在这
里看到。此外还可以发现一些传奇性的神秘宝物，如八世纪的圣矛、长期以来
被视为圣杯的抛光玛瑙碗和传说中“独角兽”的角。

这些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和皇权的象征物，让维也纳皇家珍宝馆成为世界上最重
要的珍宝馆之一。

哈布斯堡的皇冠和珠宝 —— 
西方国家的皇权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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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皇家马车展览馆
 
 
皇帝的马车 & 茜茜公主的美服

位于美泉宫的维也纳皇家马车展览馆，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回顾奥地利的历史。这
里的马车曾承载着玛利亚·特蕾西亚、拿破仑和弗兰茨·约瑟夫走过他们波澜
的一生。

车中之王是巴洛克式的御用马车，它的四周摆放着精美考究的皇家马车、舒适
的旅行马车和皇子王孙们喜欢的儿童马车。“茜茜小道”是这里的亮点，因为
除了她的马车之外，还展出很多具有偶像意义的物品，如茜茜公主唯一保存至
今的马鞍，她的“骑马小圣堂”和穿过的美服。

皇帝的马车和皇后的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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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传统的维也纳咖啡馆文化
注入一种艺术体验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圆顶大厅中的咖啡餐厅是世界上最美的咖啡厅之一。宏伟
的建筑，帝国的氛围，值得细细品味！

游客可在艺术史博物馆中漫步，欣赏独特的艺术藏品，观赏Kunstkammer中的
金盐罐或流连于世界上最大的勃鲁盖尔馆藏。

然后来到豪华的画廊餐厅，享用维也纳咖啡馆文化中的特色美食。

令人惊叹的建筑风格，数不胜数的艺术珍品，别具一格的殿堂氛围，相邀共度
魔幻时光。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圆顶大厅中风雅的餐厅，每周四提供美味的自助晚餐。席
间可以随意艺术散步，或随导览在哈布斯堡皇家珍藏中遨游一番。

帝国氛围下的维也纳咖啡馆文化

圆顶大厅中的烛光雅餐

艺术与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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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主题
 
 
 
 
 
 
 
 
 
 
 
 
儿童导览
 
 
艺术工作室
 
 
语音导览

展示美不胜收的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讲述它数不胜数的故事，谁能比我们的
团队更在行？

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市场和个别的需求，把博物馆的亮点嵌入精彩的故事之中；
也可根据客人的喜好或关注的主题，设计个性化的导览服务。

•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与哈布斯堡王朝 
概观 

• 世界上最大的勃鲁盖尔系列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绘画馆

• 哈布斯堡皇家珍藏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中的Kunstkammer 

• 哈布斯堡皇室的皇冠和珠宝 
维也纳皇家珍宝馆

• 皇帝的马车 & 茜茜公主的美服 
维也纳皇家马车展览馆

可为盲人和视障人士提供世界上最先进的导览服务

所有博物馆都为儿童提供分年龄段的主题导览，包括艺术工作室的体验活动，
有意者欢迎来询。

想开发自己的创造力，请来体验艺术工作室。我们还为儿童和青少年策划丰富
多彩的活动。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及其所属展馆都提供多种语言的语音导览，可以听到有关
哈布斯堡的艺术珍宝及其历史以及馆楼建筑的详细讲解。

体验远远不止看到

艺术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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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场服务
 
 

包场独享帝国氛围

如果想给您的活动增添内容，给客人一个特别的惊喜，可以上午十点之前或晚上
六点半之后为您专场开放以下展馆：艺术史博物馆中的绘画馆，Kunstkammer，
古埃及和近东部或古希腊和古罗马部展厅，霍夫堡中藏有皇冠和皇权象征物的
维也纳皇家珍宝馆，人类学和民族志展馆中藏有驰名天下的羽毛头饰的Welt-

museum Wien，陈列猎具、武器和披挂的皇家军械收藏库。美泉宫中陈列马
车、雪橇和轿子的维也纳皇家车马展览馆和陈列克林姆特的《真相》的戏剧博
物馆也提供专场服务。

可以给您的客人在奥地利最大的博物馆包一个夜场，美轮美奂的环境会让您策
划的活动成为一次难忘的体验。无论是在雍容富贵的Weltmuseum Wien中举
办盛宴，还是在非凡大气的戏剧博物馆中开音乐会，或者在艺术史博物馆的艺
术藏品间闲庭信步，我们都有求必应。

从50人的报告讲座到700人的鸡尾酒会，我们提供一流的活动场地、丰盛的美食
和个性化的艺术文化服务，协助策划盛大的晚宴、音乐会、产品发布会、新闻发
布会、工作坊、讨论会、读书会或婚礼仪式。

艺术地庆祝！

活动策划

EVENTMANAGEMENT
T +43 1 525 24 - 4030
EVENT@KH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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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FBURG INFO CENTER 

 

IMPERIAL SHOP VIENNA

 

历史上维也纳的霍夫堡皇宫是奥地利的中心。像霍夫堡这样集政治、行政和文化
中心于一体的地方，世界上鲜有其比。游览霍夫堡，可以从英雄广场的Hofburg 

Info Center 开始。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这里的各种建筑、珍宝和物品，是维
也纳的帝国历史和皇室的收藏品位以及精美藏品的一种缩影。

新开的Imperial Shop Vienna位于环城林荫大道旁的霍夫堡中。这里的商品来
自过去的皇品御用供应商和维也纳传统手工作坊，做工精致，别有维也纳风味，
曾备受皇室青睐。

它们都是在奥地利设计，并按本地质量标准精工制作，然后送到维也纳的霍夫
堡来的。不论设计风格是古典还是现代，从小纪念品到高档礼物，可以从这里
带一点儿维也纳回去，留作纪念。

欲游维也纳，
先穿越霍夫堡

营业时间：每日 9:00–18:00 

HOFBURG, HELDENPLATZ 

1010 WIEN 

INFO@IMPERIALSHOP.AT
WWW.IMPERIALSHOP.AT
T +43 1 525 24 -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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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loss
Schönbrunn

B

B

Heldenplatz

Hofburg

Ringstraße

52 53

B B

美泉宫前上下车
大巴停车位在Schönbrunner Schlossstraße

详情请见：www.busguide.at

地铁：（U4）4号线 Schönbrunn站 或 Hietzing站
电车：10路，58路
公交大巴：10A路

Kaiserliche Wagenburg Wien （维也纳皇家马车展览馆）
Schloss Schönbrunn, 1130 Wien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及其所属展馆均有无障碍通道，免费提供轮椅。欢迎来询！
详情请见www.khm.at. 

无障碍通道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前上下车 
去Weltmuseum Wien 步行2 分钟 
去维也纳皇家珍宝馆步行7分钟
大巴停车位（步行10分钟）：Bellariastraße, Schmerlingplatz 

详情请见：www.busguide.at

地铁：（U2, U3）2号线、3号线 Volkstheater站，
（U2）2号线 Museumsquartier站，
（U1, U2, U4）1号线、2号线、4号线 Karlsplatz站，
（U3）3号线Herrengasse站

电车：D路，1路，2路，46路，49路，71路，观光电车Vienna Ring Tram

公交大巴：1A路，2A路，57A路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Wien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Maria-Theresien-Platz, 1010 Wien

Weltmuseum Wien

Heldenplatz, 1010 Wien

Hofburg Info Center & Imperial Shop Vienna

Hofburg, Heldenplatz, 1010 Wien 

Kaiserliche Schatzkammer Wien（维也纳皇家珍宝馆）
Hofburg, Schweizerhof, 1010 Wien

公交路线 公交路线

地址

地址

旅游巴士 旅游巴士

馆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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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Mag. Markus Kustatscher

旅游和市场部

Burgring 5, 1010 Wien

手机：+43 664 605 14 - 2505

电话：+43 1 525 24 - 2505

markus.kustatscher@khm.at

Mag. Verena Hofer

市场部主任

Burgring 5, 1010 Wien

电话：+43 1 525 24 - 2500

tourist@kh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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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KHM.AT
WWW.TOURISM.KHM.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