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加州輕度維修設施

北加州輕度維修設 施 (LMF) 是支持整個加州高速 鐵路系統的
三個列車維修設施之一。另外兩個是 (1) 中央谷地的大型維修設
施和 (2) 洛杉磯地區的輕度維修設施。
LMF 將作為列車清 潔、維修 和存放的場所。它也將是 任 何需

要緊急維修服務的列車的服務站。維護作業將包括清潔外部和
內部、修整車輪、測試和檢查。該設施將在每天開始時為舊金
山終點 站 提 供 列車 和工作人 員。由於有三個重 疊的工作班次，
每天將 24 小時進行作業。大多數維護作業將在夜間晚上 10:00
到 早上 6:00 之 間 進 行。 該 設 施 的 設 計、 建 造 和 營 運 將 按 照
LEED® Gold 認證，節能且環保。
現代鐵路維護設施的示例：斯托克頓的
LEED® Silver ACE 列車維護設施，
於 2015 年開始營運。
（圖片來源：聖華金地區鐵路委員會）

首選方案

管理局評估了整個地區的 13 個地點（包括吉爾
羅伊以南的兩個概念地點），以確定新 LMF 設
施的選址。根據以下標準對地點進行了分析：
營運方面的考量，例如是否靠近主線軌道和終
點站、場地大小 和雙端導軌；場地的可用性；
以 及 環 境 方 面 的 考 量， 包 括 對 流 通、 社 區、
文化資源、生物資源和其他方面的影響。只有
兩個地點被確定為可行 — 布里斯班東側和布
里斯班西側。東側被列入首選方案，因為它對
社區和自然環境的影響比布里斯班西側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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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班東側 LMF 是首選方案。它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對計劃中的多達
2,200 個住宅單元的混合用途開發專案的影響、對濕地的永久影響較少、
並避免了 Icehouse Hill 上 8 英畝的受威脅和瀕危蝴蝶物種棲息地。將會把
Tunnel Avenue 重新定線到 LMF 以東，再重新安置 Tunnel Avenue 天橋，
以設立一個在 Valley Drive 和 Bayshore Boulevard 的新十字路口。
在 Bayshore Caltrain 站，南行站台將向南延伸約 600 英尺。布里斯班東側
LMF 位於現有的垃圾填埋場之上，在施工之前需要對危險材料進行修復。
這些成本已計入 LMF 的總成本。

評估過程中被淘汰的地點
作業能力不足

Salesforce 交通運輸中心

4th & King 站（暫定車站）

1 舊金山站場
在 Caltrain 4th 和 King 站/終點站

2 舊金山港 90-94 碼頭
3 牛宮東-西場地

4 牛宮南-北場地

5 Georgia Pacific 場地 南舊金山，
101 號公路以東，Colma Creek 以北

布里斯班西側 LMF 不會影響到 Tunnel Avenue 的位置。然而，這將
需要搬移天橋以及在 Valley Drive 和 Bayshore Boulevard 設立一個
十字路口。在 Bayshore Caltrain 站，南行站台將向南延伸約 600 英尺。
布里斯班西側 LMF 位於舊的南太平洋鐵路站場之上，在施工之前需要對危險
材料進行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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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LMF 的更多資訊，請單擊此處打開 LMF 常見問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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