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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加州輕度維修設施 
常見問題解答

輕度維修設施（LMF）是加州高速鐵路系統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將用來清潔、維修和存放	
列車。LMF將作為北加州營運作業人員的基地，也是州內三個計劃中的列車維護設施之一，	
這處設施將支持高鐵的日常營運。加州高速鐵路管理局（「管理局」）評估了幾個可能的 LMF
地點，在布里斯班確定了兩個選址，並將會在環境影響報告/聲明（EIR/EIS）中進行詳細分析。
有關 LMF選址的更多資訊，請參閲北加州 LMF概況說明。

管理局準備了這份資源說明以回答有關擬議的北加州 LMF布里斯班選址的常見問題。如有其他
疑問，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san.francisco_san.jose@hsr.ca.gov或致電 1-800-435-8670。

營運作業

將在 LMF 進行哪些作業？

將在 LMF進行高鐵列車的清潔、維修和存放。維護作業
將包括清潔外部和內部、修整車輪、測試和檢查。LMF
也將作為任何需要緊急維修的高速鐵路列車的服務站。	
該 LMF將在每個營業日開始時為舊金山終點站提供列車
和工作人員。

LMF 的日常工作時間表會是怎樣的？

LMF將全天 24小時營運。每個班次的活動程度各不相同，
夜班是列車維護活動最忙的時段。具有代表性的營運時間
表如下所示，並將會在未來進一步提供細節。

上午 
尖峯時段

上午 6:00 至
下午 2:00

列車工作人員為發車 
做準備。

下午和晚上
尖峰時段

下午 2:00 至
晚上 10:00

下午和晚上尖峰時段。 
列車工作人員返回 LMF。
可能通過鐵路或公路 
進行交付。

夜間維護 晚上 10:00 至 
上午 6:00

工作人員維修列車。 
列車進出車間進行清潔、 
補水、檢查和維護工作。 
在第二天開始營業前， 
會將列車移至存放軌道。

LMF 在作業期間是否會產生噪音？

在 LMF 產生的大部分噪音將發生在大約晚上 10:00到上
午 7:00 之間。列車維護活動將在維護大樓內進行，對周
圍區域的噪音影響減至最低。進出 LMF的電動列車產生
的噪音將會是適度的（比目前在廊道行駛的柴油列車產生
的噪音要小）。

LMF的噪音程度將低於聯邦鐵路管理局（FRA）的高速地
面運輸噪音和振動影響評估指南中的嚴重影響程度。

在作業過程中，LMF 將如何處理危險材料？

定期的列車維護活動將會使用化學品、潤滑劑、燃料、	
金屬屑、液壓油和清潔產品。這些材料和化學品將會在指
定的建築物內被使用和存放，也就是在進行維護大多數列
車的地方。LMF的作業人員將遵守適用的州和聯邦法規，
以避免和防止在運輸、使用或處置過程中意外釋放危險材
料或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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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點

停車場

維修設施車間

Tunnel Avenue
遷移點

交通和停車

LMF 會對交通產生怎樣的影響？

LMF的換班時間（在上午 6:00、下午 2:00和晚上 10:00 
左右）可能將產生車輛流量。在這些時段，管理局預計 LMF
附近會有額外的交通量。US 101號公路以東的兩個地點在
傍晚尖峰期可能會塞車（Harney Way/Thomas Mellon 
Circle和未來的 Geneva延伸段 US 101號公路北行交流
道）。將鼓勵 LMF員工在 Bayshore站搭乘 Caltrain或使
用其他公共交通選項

LMF 對周邊道路和自行車設施 
會有怎樣的措施？

■ 由於 Tunnel Avenue遷移，布里斯班消防站也因應搬
遷，以便維持現有的應急響應時間。搬遷地點將視最終
選擇的布里斯班地點而定。備選方案包括將建築物移到
現有位置以南 600英尺（代替方案 A），或現有位置以
南 150英尺（代替方案 B）。

■ 在重新規劃的 Tunnel Avenue和 Lagoon Roads沿
線安裝二級自行車道。

LMF 是否會影響周邊地區的 
公共停車位供應？

LMF工作人員和訪客不太可能使用周邊的公共停車場。	
該設施的員工和訪客將使用設施的停車場，場地足以滿足
需求。由於 LMF不為公眾提供服務，管理局預期 LMF不
會增加對周邊地區公共停車位的需求。

LMF 東側選項（代替方案 A）

LMF 西側選項（代替方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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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方面的考量

建造 LMF 的作業是否會滿足 
環境可持續發展目標？

管理局將根據其可持續發展政策在 LMF的規劃、選址、	
設計、施工、緩解措施、營運和維護方面執行可持續性	
做法。管理局會致力於：

■	 施工期間温室氣體淨零排放及符合汙染物排放標準。

■	 高速鐵路系統完全利用可再生能源運行。

■	 設計、建造和營運 LEED© Gold認證的維修設施。

■	 適應氣候變化和保持復原力的規劃和設計。

■	 遵守法律、法規和行業標準做法。

LMF 對空氣品質會有怎樣的影響？

高速鐵路專案將會改善空氣品質。高速列車使用電力運行，
因此不會產生廢氣排放。區域空氣品質研究預測，高速鐵
路系統將減少空氣污染物，特別是隨着消費者從排放污染
物的汽車和飛機轉向零排放的電動火車的情況下。

施工期間，承包商將通過控制揚塵、選擇低排放物塗料、
車輛和設備使用可再生柴油、使用最新的卡車運輸設備以
及使用符合第四級發動機要求的施工設備，來執行避免影
響並最大限度地減少影響的措施。在作業期間，LMF列車
維護不會對空氣品質產生負面影響：清潔列車、修整車輪、
測試及更換部件不會產生空氣汙染。

對於適應氣候、復原力和海平面上升的 
問題，LMF 設施將會有怎樣的設計？

LMF 的設計旨在應對氣候適應、復原力和海平面上升問題。
在其 100年的預計壽命內，該設施將能夠承受海平面的預
測變化。管理局將對洪水可能造成嚴重後果的個別 LMF建
築進行特定地點的危害分析，以確定是否需要採取額外措
施來增強應對氣候變化的復原力。為應對緊急情況，LMF
將能夠儲存長達 10天的獨立存水，以保持水源獨立，不需
使用任何水井或城市供水系統。

協作

高速鐵路管理局是否將其對 LMF 的規劃 
與該地區的其他專案進行協調？

在 LMF的開發過程中，管理局與布里斯班市、Baylands 
Development Inc.、舊金山縣交通局和舊金山市交通
局（位於 Geneva Avenue 延伸段）、Caltrain、Kinder 
Morgan和 Recology 進行了協調。與這些其他附近專
案的機構、業主和支持者進行協調有助於避免或緩解可能
的衝突。

■	 布里斯班市的總體規劃允許以住宅、就業和創收用途	
使用交通運輸，住宅用途僅限於 Baylands地區的西
北地區Caltain以西的路權。

■	 Baylands Development Inc.已向市政府提交了一份
具體計劃，在 Baylands開發多達 2,200個住宅單位
和 700 萬平方英尺的商業開發專案。布里斯班市正在
為擬議的具體計劃編制一份環境影響報告。管理局和
開發商已舉行了會議，分享專案資訊、時間表和環境分
析內容。

■	 SFCTA計劃從目前位於 Bayshore Blvd的終點站擴
建 Geneva Avenue延伸段，穿過 Baylands地區，連
接 Harney Avenue。SFMTA計劃增加快速公共交通
（BRT）服務，並提供到 Bayshore Caltrain站的接駁。
管理局與 SFCTA和 SFMTA舉行了會議，協調如何在
Baylands地區實施 Geneva延伸段、BRT服務以及
與 LMF的連接。

■	 管理局正在就 Bayshore站站台和行人通道的配置與
Caltrain進行協調。南行站台將向南移動，還將重建高
於平面的人行過道，以容納進入 LMF的引導軌道。

■	 管理局與 Recology舉行了會議，確認 LMF是一個與
Recology Tunnel Avenue設施現代化和擴建計劃完
全不同的專案。隨著這兩個獨立專案的推進，管理局和
Recology將持續進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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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

LMF 施工將如何應對垃圾填埋場沉降問題？

首選方案，即代替方案 A，有一部分位於封閉的垃圾填埋場。
垃圾填埋場總面積為 364 英畝，深度從 35英尺到 40英
尺不等。LMF 施工將需要挖掘垃圾填埋場，並在剩餘的
垃圾填埋場面積放置構築物。構築物放置在封閉的垃圾填
埋場上面增加重量，可能會導致垃圾壓縮而使地面下沉或	
沉降。沉降可能會損壞構築物和/或釋放垃圾填埋氣體，	
這可能造成易燃危險。

構築物將遵守最新的加州建築法規，要求承包商承擔填埋
場垃圾壓縮或分解造成的地面沉降的責任。承包商可以
採用預壓等地基改善技術，以減少未來地面沉降的問題，	
或使用深層地基系統，如樁杵，將建築物的重量轉移到填
埋區垃圾下面的土壤/岩石上。

灣區有幾個在垃圾填埋場上建設的例子，包括正在施工中
的Oyster Point，以及Related的 Santa Clara開發專案，
目前處於規劃階段。

地下水位高會如何影響 LMF 的施工？

在 Visitacion Valley地下水流域，地下水位通常在地表以
下20英尺。與其他水流域相比，這一地下水位被認為相對
較高。地下水位高可能會使開挖施工變得危險。管理局將在
開挖區域內使用水泵或水井抽取地下水，以限制這種可能
的施工危害。此外，管理局可使用深層樁基——地下混凝土
或鋼柱——在地下水位高的情況下支撐建築物。

在土壤液化區域建造 LMF 是可能的嗎？

地震危險圖顯示位於布里斯班東側的 LMF部分在地震期
間有高度土壤液化的風險。根據加州建築規範和相關的岩
土指南和標準，承包商將評估岩土條件以確定危險的程度，
並建議工程解決方案，以將對人和結構的影響降至最低。	
可能的工程解決方案可能包括建造石柱、深層強夯法、	
水泥深層土壤混合、噴射灌漿、開挖和用工程填料替換會
液化的土壤。

LMF 施工期間如何處理危險物料？

位於布里斯班東側和布里斯班西側的 LMF場地都可能需
要整治，以應對可能存在危險材料的情況。

■	 東側 LMF將部分建造在封閉的垃圾填埋場上。施工將
需要開挖和進行土方工程，可能會擾動污染物，包括	
重金屬、有機化合物、石油碳氫化合物、殺蟲劑和石棉
產品。施工還需要應對可能的垃圾填埋氣危害。施工	
可能還會釋放垃圾填埋氣體，這可能造成易燃危險。

■	 西側 LMF場地位於以前的 Bayshore站場，該處曾
用於貨運鐵路營運。施工將需要開挖和進行土方工程，	
擾動可能的污染物，包括金屬、石油和其他有機化合物。

LMF承包商將遵循施工管理計劃，該計劃將為處理受汙
染的地下水和從專案區提取或挖掘土壤提供指導。他們將
採用管理局概述的最佳管理做法，以遵守關於危險材料
的運輸、使用和儲存的規定，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危險材料
的意外洩漏。管理局將要求承包商制定和實施洩漏預防、	
控制和對策計劃，以確保（1）清理任何釋放的危險物質；	
(2)妥善存放裝有危險物質的容器；及（3）正確處理危險
物質，使它們遠離天然水道、雨水道和其他敏感的接收物。
如果選擇了位於布里斯班東側的 LMF地點，該專案將使
用安全和防爆設備、定期檢測氣體並安裝氣體監測和排氣
系統，以監測垃圾填埋氣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