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悉尼地铁西线各站得到确认

悉尼地铁西线工程的建造将于2020年启动。它将使得悉
尼西部拥有世界一流的地铁。

正式的规划程序现已启动，其中包括多个新地铁站的确
定： 威斯特米德(Westmead), 帕拉马塔(Parramatta),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Sydney Olympic Park), 北斯特拉斯
菲尔德(North Strathfield), 宝活北(Burwood North), 
五码头(Five Dock), 和海湾区(The Bays Precinct).

悉尼地铁西线将是悉尼下一个大型地铁项目。它将是一
条全新便捷的地铁线，使得悉尼和帕拉马塔市中心之间的
铁路运力翻一倍。地铁将成为连接这两个中心最便捷最
快速的交通方式。

该项目将在威斯特米德和悉尼市中心之间挖凿大约24公
里长的双隧道，让多个新社区可以拥有地铁服务，从而减
轻现有铁路线的运输压力，支持就业岗位的增加，到
2036年能更好地为320万悉尼西部居民提供服务。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正在评估是否可在莱德米尔
(Rydalmere)和皮尔梦(Pyrmont)设立地铁站，并且正在
进行进一步的规划，以确定悉尼市中心商业区新地铁站的
位置。 

悉尼地铁西线的主要特点：

 车次更频繁，可更快速地抵达主要的就业     
和教育中心如帕拉马塔、悉尼奥林匹克公     
园和海湾区(The Bays).

将在澳大利亚最大医疗和教育区之一的       
威斯特米德设立新的地铁站

将首次在宝活北(Burwood North)、五        
码头(Five Dock)和海湾区(The Bays)          
开通新的地铁服务。

将在悉尼体育娱乐特级地段——悉尼奥      
林匹克公园设立新的地铁站

将融入悉尼其它的公交系统

所有地铁站都将配有电梯，列车和站台之      
间也将完全持平，没有高度差。

所有列车都将是新一代全空调控温的地       
铁列车

一切悉尼地铁基础设施车站、列车和铁轨     
均为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所有。 

悉尼地铁使用澳宝票务系统（Opal)，票价    
由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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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地铁西线的行车时间目标：帕拉
马塔和悉尼市中心商业区之间只需大
约20分钟。

Westmead地铁站的效果图

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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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地铁西线各大站

威斯特米德
根据计划，威斯特米德地铁站将位于
霍克斯贝利路(Hawkesbury Road)
的东边

现有威斯特米德火车站的南边。地铁
站将在霍克斯贝利路有一个入口。

莱德米尔
如果可行的话，莱德米
尔被认为是一个策略上
可选的地铁站。 

帕拉马塔
根据计划，帕拉马塔地铁站的
四周将分别是乔治街（George 
Street)、麦考瑞街（Macquarie 
Street)、教堂街（Church 
Street) 和史密斯街（Smith 
Street)，入口将位于霍伍德广场
（Horwood Place).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
根据计划，悉尼奥林匹克公园
地铁站将位于现在的奥林匹克
公园火车站的南边。地铁站将
位于奥林匹克大道(Olympic 
Boulevard)的东边，主要入口将
位于赫布埃列大道(Herb Elliot 
Avenue) 和斐哥炊街(Figtree 
Drive)的中间，在东弗莱则大道
(Dawn Fraser Avenue)旁。

北斯特拉斯菲尔德

北斯特拉斯菲尔德地铁站计划
将毗邻现在的北斯特拉斯菲尔
德火车站。新的地铁站台将坐落
在目前的火车站旁边，全新的地
铁站入口将位于女王街(Queen 

Street).
宝活北

根据计划，宝活北地铁站将位于
宝活路(Burwood Road)和帕拉
马塔路(Parramatta Road)的拐
角处，在帕拉马塔路的南北边均
有入口。 

五码头 (Five Dock)
根据计划，五码头地铁站将位于
大北路(Great North Road)旁
边，在东街(East Street)与水景
街(Waterview Street)之间，在
第二大道（Second Avenue)和
水景街(Waterview Street)的
拐角处。该地铁站的入口将位于
大北路（Great North Road)旁
的弗莱德凯莉广场（Fred Kelly 
Place）。 

海湾区(The Bays Precinct)
根据计划，海湾区地铁站将位
于格里布岛(Glebe Island)和
白湾电站（White Bay Power 
Station)之间,入口在白湾
（White Bay)南边。 

匹尔蒙
如果可行的话，匹尔蒙被认为是
一个策略上可选的地铁站。

悉尼市中心商业区
规划的悉尼市中心地铁站的位置
将在进行进一步地调查、咨询了
社区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之后得
到确定。

威斯特米德医院 Westmead Hospital.

西悉尼大学，莱德米尔.

西悉尼大学，帕拉马塔.

北斯特拉斯菲尔德的一间咖啡馆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



图例注记

悉尼地铁西线
(最终准线仍待确定)

悉尼市中心调查区域

可选地铁站

服务设施

停泊和维护设施

悉尼铁路郊区网络

0 3km N

帕拉马塔

克莱德

威斯特米德

悉尼奥林
匹克公园

北斯特拉斯菲尔德

宝活北

五码头

莱德米尔

匹尔蒙

锡尔弗沃特 

海湾区

悉尼市中心
商业区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
根据计划，悉尼奥林匹克公园
地铁站将位于现在的奥林匹克
公园火车站的南边。地铁站将
位于奥林匹克大道(Olympic 
Boulevard)的东边，主要入口将
位于赫布埃列大道(Herb Elliot 
Avenue) 和斐哥炊街(Figtree 
Drive)的中间，在东弗莱则大道
(Dawn Fraser Avenue)旁。

北斯特拉斯菲尔德

北斯特拉斯菲尔德地铁站计划
将毗邻现在的北斯特拉斯菲尔
德火车站。新的地铁站台将坐落
在目前的火车站旁边，全新的地
铁站入口将位于女王街(Queen 

Street).
宝活北

根据计划，宝活北地铁站将位于
宝活路(Burwood Road)和帕拉
马塔路(Parramatta Road)的拐
角处，在帕拉马塔路的南北边均
有入口。 

五码头 (Five Dock)
根据计划，五码头地铁站将位于
大北路(Great North Road)旁
边，在东街(East Street)与水景
街(Waterview Street)之间，在
第二大道（Second Avenue)和
水景街(Waterview Street)的
拐角处。该地铁站的入口将位于
大北路（Great North Road)旁
的弗莱德凯莉广场（Fred Kelly 
Place）。 

海湾区(The Bays Precinct)
根据计划，海湾区地铁站将位
于格里布岛(Glebe Island)和
白湾电站（White Bay Power 
Station)之间,入口在白湾
（White Bay)南边。 

匹尔蒙
如果可行的话，匹尔蒙被认为是
一个策略上可选的地铁站。

悉尼市中心商业区
规划的悉尼市中心地铁站的位置
将在进行进一步地调查、咨询了
社区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之后得
到确定。

宝活公园(Burwood Park).

悉尼的一个地铁站.

澳大利亚海洋博物馆.

白湾(White Bay)五码头 大北路（Great 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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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
自2016年以来，悉尼地铁一直与本地社区、利益相关方和
行业一起合作，创建出一个提供快速、安全可靠地铁服务
的项目

悉尼地铁西线项目团队将提交详细的规划和环境评估文
件，以进一步地进行公示，以及咨询公众意见。 

该项目第一阶段（从威斯特米德到海湾区和悉尼市中心商
业区）的《环境影响报告》将于2020年进行公示。悉尼地
铁西线后阶段的工程将在之后的《环境影响报告》中进行
评估。 

在公示期间，我们鼓励公众对相关话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包括建设施工的影响、噪音和震动、场地进出、交通和悉
尼地铁的运营。项目团队将举办一系列的社区免预约会
谈，项目团队成员将在会谈中解答所有的疑问。 

悉尼地铁西线的规划程序

早
期

咨
询

悉尼地铁的一项社区活动.

与社区展开合作
场地负责人

悉尼地铁西线有专门的社区关系专家称作场地负责人。
您可以联系场地负责人以获取关于该项目的进一步信
息。他们的职责是充当社区和项目团队之间的单一直接
联系人。  

资产收购

我们的个人和收购负责人将与受到项目直接影响的财产
所有人或租客联系。.

扫描此处，查看悉尼地铁
西线项目的概览

准备和提交《范围界定报告》，申请《局长            的
环境评估要求(SEARs)》。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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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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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局长的环境评估要求（SEARs)》

准备并公示<<环境影响报告>>----至少28天 发表您的
意见

准备与提交《意见书》和《首选基础设施报告》

接收项目决定

开始施工

向乘客开放

正
式

咨
询

https://www.facebook.com/SydneyMetro/?fref=nf
https://au.linkedin.com/company/sydney-metro
https://www.sydneymetro.info
https://www.facebook.com/SydneyMetro/?fref=n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