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9 月 2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L 項目隧道修復工程的第一階段已在預算內提前完成   

  

整個  L 隧道項目預計在  2020 年  4 月竣工，這是修復項目開始以來的  12 個月，比

預計的  15 到  18 個月提前了  3 個月   

  

僅  5 個月後完成修復第一條隧道；剩餘隧道的下一階段施工立即開始；所有當前

的備用服務方案和  L 隧道服務水平保持不變   

  

請從此處查看隧道進度的照片和修复方法的介紹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L 項目隧道修復工程的第一階段已在預算內提前完

成。首條隧道的修復工作僅用了  5 個月就完成了，整個卡納爾西隧道  (Canarsie 

Tunnel Rehabilitation) 修復工作現計劃在  2020 年 4 月按預算完成，使建設提前  3 

個月完成，比預計的  15 至 18 個月提前了整整 3 個月。葛謨州長和紐約大都會運

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MTA) 的高級官員在星期天視察了這條竣

工的曼哈頓區  (Manhattan) 地鐵線路，並評估了新施工方法以避免完全停運，為  L 

地鐵線 90% 的客戶維持定期列車服務。   

  

「今天，我們近距離地看到，當你拋棄舊的做事方式，跳出思維定勢時會發生什麼

——你會把工作做得更好、更快、更低成本。在這種情況下，你會得到比以前更好

更安全的隧道，」葛謨州長表示。「這個項目最終將成為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後續

所需運營方式的案例研究，特別是在他們實施即將到來的歷史規模的資本計畫時，

該計畫將使整個系統完全現代化，並提供  21 世紀的運輸服務，使其與紐約州相

稱。我想再次感謝學術合作夥伴，他們合作開發了這些創新技術，我表揚紐約大都

會運輸署的新領導層迄今為止所做的工作。」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開發長兼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基建公司  (MTA Capital 

Construction) 總裁嘉諾·利博  (Janno Lieber) 表示，「州長為紐約州交通的未來規

劃了大膽的藍圖。我們知道，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執行。L 項目隧道修復工程達

成的這個里程碑證明我們已經做好準備。我們已經在運用過去的經驗來改進這個重

要項目的執行，我期待著應用同樣的協作和積極的項目管理策略來革新紐約大都會

運輸署所有資本項目的完成方式。」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L_Train_Booklet_6_pages_8.5x11_LowRes.pdf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執行長兼主席派特裡克  J. 福伊  (Patrick J. Foye) 表示，「我們

應當感謝州長高瞻遠矚，以不同的方式思考這個項目，並幫助建立卓越的計畫來執

行該項目，利博的整個團隊功勞巨大，因為他們懷著緊迫感和目標開展工作，這個

項目的第一階段因此比預期快得多竣工。我們在實施這些工程的同時，還為成千上

萬的客戶提供服務。今天是紐約大都會運輸署的重要日子。我們將從這項工作中吸

取教訓，並將其落實到新資本計畫的資本計畫項目中。」   

  

2019 年 1 月，L 隧道緊急全面關閉以修復超級風暴桑迪  (Superstorm Sandy) 造成

的破壞，葛謨州長召集學術領導人——包括康奈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各學院

的院長和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工程學院的院長——審查 L 項目的兩

條隧道，並確定康復工作能否以更高效的方式完成。在審查後，學術團隊推薦了新

的施工方法和技術，這些方法和技術已經在世界各地的交通系統和一些行業中使

用，但在美國之前從未整合到類似的項目中。今年四月，重建工作開始後，這些技

術使紐約市捷運局  (New York City Transit, NYCT) 得以在隧道施工過程中繼續運營

地鐵服務，以保證  L 地鐵線的大部分客戶在曼哈頓區和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之

間的正常工作日通勤不受干擾，尤其是在一天中最繁忙的時候。在這些建議之前，

紐約市捷運局曾計畫關閉整條  L 線隧道，以拆除和重建隧道的基礎設施。   

  

隨著隧道修復方法修改，第一條隧道現已完成的工作包括：   

  

•  新型電纜敷設系統及新型耐火電纜：修復計畫使用貨架系統，將耐火電纜懸

掛在隧道的一側，而不是埋在混凝土台牆內。這種方法提高了隧道的整體彈

性，因為電纜更容易維護和升級，並位於隧道的較高位置，減少了因洪水造

成的破壞的可能性。在  7,110 英呎的線纜架上，已經成功安裝了  48,440 英

呎的新電纜：通信、無線電天線、泵電源和控制以及光纖電纜。在電纜架上

方，安裝了  2.8 萬英呎長的新信號電纜。另外還安裝了  38,855 英呎的其他

新電纜：隧道照明管道、聲動力電話、天線和隧道插座電源。   

  

•  新型工業纖維增強聚合物  (fiber-reinforced polymer, FRP) 牆體結構：這種

材料在世界各地的運輸設施中用於承載沉重的橋樑，用來沿著隧道創建新的

牆體結構。隧道壁結構和承拱牆是整條  L 隧道結構的兩個獨立的部分，隧

道壁保持完好，只有承拱牆被超級風暴桑迪破壞。纖維增強聚合物材料用於

創建結構化的面板，這些面板安裝在受損的承拱牆上。這種新方法創建了永

久的牆體結構，同時無需移除現有混凝土承拱牆，節省了時間，減少了碎片

和與拆除有關的灰塵量。   

  

•  新軌道，包括新板和連續焊軌：6,305 英呎的軌道已經安裝完畢，包括新的

軌枕，使用連續焊接軌道。這條鐵路能讓火車以更快的速度安全運行，減少

汽車設備的磨損，降低相關的維護成本。牽引電力系統也替換成了新的複合

接觸軌，新的牽引電力負回電纜系統和新的牽引電力正電纜。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L_Train_Booklet_6_pages_8.5x11_LowRes.pdf


 

 

  

•  新的排放管道、管道和控制裝置：抽水系統已經升級，以應對潛在自然災害

帶來的更大規模的洪水。新系統的抽水能力增加了一倍多，並設有遠端監控

系統。大約  3,415 縱呎的排放管道已經安裝了  9 個新的泵歧管。   

  

•  校正了新的光纖監察系統：在第一條隧道中已經安裝了  7,000 英呎長的專門

的水力和地質傳感光纖電纜。該系統目前正在收集基線資料，以便對該系統

進行校準，以適當監測內外承拱牆的潛在移動。一旦同樣的電纜在第二條隧

道中安裝和校準，系統將自動處理和傳輸資料，並將所有警報直接發送到紐

約市捷運局軌道控制中心。校準期間將繼續進行定期檢查。   

  

剩下的軌道隧道將於  9 月 30 日（星期一）開始施工，屆時將有開往布魯克林區的

列車通過。隨著  L 項目的推進，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將繼續嚴格監控  L 項目的列車

服務和空氣質量控制，以及正在進行的客戶資訊宣傳活動。隨著第二條隧道的繼續

施工，項目上半年的所有備用服務計畫保持不變。這些服務方案包括：   

  

•  在工作日和週末增加  7GM 地鐵服務線路，包括延長  M 線服務。  

•  改善第 14 街 (14th Street) 的巴士服務，包括增加平日晚上和週末的  M14 專

線小巴服務  (M14 Select Bus Service)。  

•  在 L 線利維尼亞街  (Livonia St L) 和朱尼斯 3 號街 (Junius St 3) 之間，百老

匯大街 G 線 (Broadway G) 到赫維斯街 JM 線 (Hewes St JM) 或羅瑞米街  JM 

線 (Lorimer St JM) 之間，乘客可以利用免費的地鐵換乘更便利地換乘。   

  

除了隧道修復，L 項目規劃的其他工程也在繼續。這包括新建三個變電站來給更多  

L 線列車服務供電，以及在貝德福德大街  (Bedford Av) 的車站和 1 號大街 (1 Av) 

車站安裝新電梯。這些項目仍按計劃進行，計畫於  2020 年 11 月竣工。  

  

L 項目無障礙倡議最近也在第  14 街-第 6 大道車站啟動，第  14 街-聯合廣場 

(Union Sq) 車站啟用了新自動扶梯，並對布魯克林區  L 車站進行了升級。有關這些

項目的時間表和替代服務的更多資訊，請訪問  L 項目服務資訊頁面。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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