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tthew Mroz, CMCS, Van Dorn Metro Sunrise (Infrastructure & Equipment)

The architecture at Van Dorn Metro Station is built in a way where the canopy covers the escalators and the platform itself is elevated nearly as high as the 
surrounding structures. Every morning on my commute, as I walk east toward the rising sun and the limits of the canopy covering, the sky reveals itself. A 

beautiful way to start the day.

随上。随下。随上随下。

如果您正在游览我们国家的首都，

且计划游览很多地方，那么您可以

通过一张 Metro 通票来节省时间和

金钱。

在任何一个 Metro 站点都可以买到

1 天、3 天和 7 天无限制通票，乘坐

Metrorail 和 Metrobus 可以随心所欲

地在任何地方停留。

您的 Metro 
指南

wmata.com

使用无限制通票
来体验风光。

信息可随时更改。   50-124  7-19

长者及残障人士特殊票价
使用 Senior SmarTrip® 卡或减价 SmarTrip® ID 的长者及残障
人士可支付高峰票价的一半价格。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wmata.com。

省钱通票
Metro提供一系列无限制日票、周票和月票，以适应您的生
活。在任何车站或 wmata.com 购买。

服务时间
星期一 - 星期四：上午 5：00 - 晚上：11:30
星期五：    上午 5：00 - 凌晨 1：00
星期六:    上午 7：00 - 凌晨 1：00
星期日：    上午 8：00 - 晚上 11：00

前往车站经理服务台查询末班车发车时间。Metrobus 班次和
频率因线路而异。您可以在wmata.com/schedule上定制自
己的日程安排。

支付车费
Metrorail

票价根据行程长度和进入时间而定，在特殊活动
期间可能会有变动。在任一Metro车站的车票机
或 wmata.com 上购买 SmarTrip®卡。每位五岁或
以上年龄的乘客必须持有SmarTrip®卡方可出入
Metrorail 系统。

Metrobus

票价张贴在票箱上。除非您使用SmarTrip®卡或
代币，否则您必须使用确切数目的零钱来支付车
费。Metrobus 司机不携带现金，也无法找零。*仅在 wmata.com 出售。

查找 METRO 站点
带有大 M 的高大棕色柱形物标志着车站入口。柱
形物上的彩色条纹标志着服务车站的线路。

在 METRO 站点停车
停车收费标准因乘客和非乘客身份而异。
为获得最低的停车费率，请在两个小时内使用用于
Metrorail 的同一张 SmarTrip®卡支付停车费。

METRORAIL 可访问性
电梯和自动扶梯连接车站入口层与火车站台。
如果电梯停用，可按要求提供班车服务。

要了解哪些电梯处于停用状态，请访问 wmata.com，
致电 202-962-1212，查看车站经理服务台的监控
器或位于站台沿线的电子显示屏。

换乘
当从公交换乘地铁或从地铁换乘公交时，Metro（和所有区域
公交系统）针对第二次行程提供 $0.50 的折扣。只要第二辆
公交的车票价格不高于第一辆，公交车到公交车的换乘即免
费。否则，您必须支付差价。
想要获得折扣或免费换乘，您必须使用 SmarTrip® 卡支付车
费。如果您用现金或通票付款，您将无法享受折扣或免费换
乘。从第一次行程开始到第二次行程开始之间的换乘期限为
两个小时。

站内 WI-FI
大多数 Metrorail 站点提供免费 wi-fi。选择“Metro-Public [大
众 Metro]”，并同意有关条款和条件。

安全与安保
如果您看到什么，请发送短信至 696873 联系 Metro 捷运警
察部。如遇紧急情况，请致电 911 或 202-962-2121。

自行车和 METRO
大多数 Metro 站点都有自行车车架且某些站点还有供出租的
储物柜，所以您可以骑自行车去车站，把自行车安全地留在
车站，然后乘坐 Metrorail 或 Metrobus。
在 Metrorail 上
始终允许在 Metrorail 上携带自行车。然而，为了大家的
安全，您被禁止在拥挤的车上携带自行车。Metro 还保留在
特殊活动期间或其他可能会拥挤的日子禁止携带自行车的
权利。

在 Metrobus 上
每辆 Metrobus 都有一个可以停放两辆自行车的车架。
您负责从车架上装载，固定和卸载自行车。
在您走到公共汽车前装载自行车之前，请确保公交车已经停
稳且驾驶员可以看到您。

更多信息请访问 WMATA.COM 
计划您的行程、查看服务状态和警报、查看公交和列车到达
或班次、了解 MetroAccess（共用交通运输服务）、了解零
售/通勤商店的位置和更多。

202-637-7000    TTY:202-962-2033

facebook.com/metroforward

@MetroForward

@WMATA

月票*

最低 $72.00

$28.00

$58.00

$15.00

$38.00

$13.00

7-天通票7-天通票

7-天通票1-天通票 3-天通票

短程 无限制

无限制无限制 区域巴士

无限制

购买车票和通票的地点
前往 wmata.com、任何 Metrorail 站点和大多数零售地点（请访问 wmata.com/stores 查阅零售地点详情）购买 SmarTrip®卡和通票。

失物招领
如果您在公共汽车、火车或车站上丢失了物品，请

致电 202-962-1195 联系失物招领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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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获得最低的停车费率，请在两个小时内使用用于
Metrorail 的同一张 SmarTrip®卡支付停车费。

METRORAIL 可访问性
电梯和自动扶梯连接车站入口层与火车站台。
如果电梯停用，可按要求提供班车服务。

要了解哪些电梯处于停用状态，请访问 wmata.com，
致电 202-962-1212，查看车站经理服务台的监控
器或位于站台沿线的电子显示屏。

换乘
当从公交换乘地铁或从地铁换乘公交时，Metro（和所有区域
公交系统）针对第二次行程提供 $0.50 的折扣。只要第二辆
公交的车票价格不高于第一辆，公交车到公交车的换乘即免
费。否则，您必须支付差价。
想要获得折扣或免费换乘，您必须使用 SmarTrip®卡支付车
费。如果您用现金或通票付款，您将无法享受折扣或免费换
乘。从第一次行程开始到第二次行程开始之间的换乘期限为
两个小时。

站内 WI-FI
大多数 Metrorail 站点提供免费 wi-fi。选择“Metro-Public [大
众 Metro]”，并同意有关条款和条件。

安全与安保
如果您看到什么，请发送短信至 696873 联系 Metro 捷运警
察部。如遇紧急情况，请致电 911 或 202-962-2121。

自行车和 METRO
大多数 Metro 站点都有自行车车架且某些站点还有供出租的
储物柜，所以您可以骑自行车去车站，把自行车安全地留在
车站，然后乘坐 Metrorail 或 Metrobus。
在 Metrorail 上
始终允许在Metrorail上携带自行车。然而，为了大家的
安全，您被禁止在拥挤的车上携带自行车。Metro还保留在
特殊活动期间或其他可能会拥挤的日子禁止携带自行车的
权利。

在 Metrobus 上
每辆 Metrobus 都有一个可以停放两辆自行车的车架。
您负责从车架上装载，固定和卸载自行车。
在您走到公共汽车前装载自行车之前，请确保公交车已经停
稳且驾驶员可以看到您。

更多信息请访问 WMATA.COM 
计划您的行程、查看服务状态和警报、查看公交和列车到达
或班次、了解 MetroAccess（共用交通运输服务）、了解零
售/通勤商店的位置和更多。

202-637-7000    TTY:202-962-2033

facebook.com/metro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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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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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制

购买车票和通票的地点
前往 wmata.com、任何 Metrorail 站点和大多数零售地点（请访问 wmata.com/stores 查阅零售地点详情）购买 SmarTrip® 卡和通票。

失物招领
如果您在公共汽车、火车或车站上丢失了物品，请

致电 202-962-1195 联系失物招领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Matthew Mroz, CMCS,Van Dorn Metro Sunrise(Infrastructure & Equipment)

The architecture at Van Dorn Metro Station is built in a way where the canopy covers the escalators and the platform itself is elevated nearly as high as the 
surrounding structures.Every morning on my commute, as I walk east toward the rising sun and the limits of the canopy covering, the sky reveals itself.A 

beautiful way to start the day.

随上。随下。随上随下。

如果您正在游览我们国家的首都，

且计划游览很多地方，那么您可以

通过一张Metro通票来节省时间和

金钱。

在任何一个Metro站点都可以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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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及残障人士特殊票价
使用 Senior SmarTrip® 卡或减价 SmarTrip® ID 的长者及残障
人士可支付高峰票价的一半价格。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wmata.com。

省钱通票
Metro 提供一系列无限制日票、周票和月票，以适应您的生
活。在任何车站或 wmata.com 购买。

服务时间
星期一 - 星期四：上午 5：00 - 晚上：11:30
星期五：    上午 5：00 - 凌晨 1：00
星期六:    上午 7：00 - 凌晨 1：00
星期日：    上午 8：00 - 晚上 11：00

前往车站经理服务台查询末班车发车时间。Metrobus 班次和
频率因线路而异。您可以在 wmata.com/schedule上定制自
己的日程安排。

支付车费
Metrorail

票价根据行程长度和进入时间而定，在特殊活动
期间可能会有变动。在任一 Metro 车站的车票机
或 wmata.com 上购买 SmarTrip®卡。每位五岁或
以上年龄的乘客必须持有 SmarTrip®卡方可出入
Metrorail 系统。

Metrobus

票价张贴在票箱上。除非您使用 SmarTrip® 卡或
代币，否则您必须使用确切数目的零钱来支付车
费。Metrobus 司机不携带现金，也无法找零。 *仅在 wmata.com 出售。

查找 METRO 站点
带有大 M 的高大棕色柱形物标志着车站入口。柱
形物上的彩色条纹标志着服务车站的线路。

在 METRO 站点停车
停车收费标准因乘客和非乘客身份而异。
为获得最低的停车费率，请在两个小时内使用用于
Metrorail 的同一张 SmarTrip®卡支付停车费。

METRORAIL 可访问性
电梯和自动扶梯连接车站入口层与火车站台。
如果电梯停用，可按要求提供班车服务。

要了解哪些电梯处于停用状态，请访问 wmata.com，
致电 202-962-1212，查看车站经理服务台的监控
器或位于站台沿线的电子显示屏。

换乘
当从公交换乘地铁或从地铁换乘公交时，Metro（和所有区域
公交系统）针对第二次行程提供 $0.50 的折扣。只要第二辆
公交的车票价格不高于第一辆，公交车到公交车的换乘即免
费。否则，您必须支付差价。
想要获得折扣或免费换乘，您必须使用 SmarTrip®卡支付车
费。如果您用现金或通票付款，您将无法享受折扣或免费换
乘。从第一次行程开始到第二次行程开始之间的换乘期限为
两个小时。

站内 WI-FI
大多数 Metrorail 站点提供免费 wi-fi。选择“Metro-Public [大
众 Metro]”，并同意有关条款和条件。

安全与安保
如果您看到什么，请发送短信至 696873 联系 Metro 捷运警
察部。如遇紧急情况，请致电 911 或 202-962-2121。

自行车和 METRO
大多数 Metro 站点都有自行车车架且某些站点还有供出租的
储物柜，所以您可以骑自行车去车站，把自行车安全地留在
车站，然后乘坐 Metrorail 或 Metrobus。
在 Metrorail 上
始终允许在Metrorail上携带自行车。然而，为了大家的
安全，您被禁止在拥挤的车上携带自行车。Metro还保留在
特殊活动期间或其他可能会拥挤的日子禁止携带自行车的
权利。

在 Metrobus 上
每辆 Metrobus 都有一个可以停放两辆自行车的车架。
您负责从车架上装载，固定和卸载自行车。
在您走到公共汽车前装载自行车之前，请确保公交车已经停
稳且驾驶员可以看到您。

更多信息请访问 WMATA.COM 
计划您的行程、查看服务状态和警报、查看公交和列车到达
或班次、了解 MetroAccess（共用交通运输服务）、了解零
售/通勤商店的位置和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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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可能会有变动。在任一Metro车站的车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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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币，否则您必须使用确切数目的零钱来支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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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物上的彩色条纹标志着服务车站的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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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收费标准因乘客和非乘客身份而异。
为获得最低的停车费率，请在两个小时内使用用于
Metrorail 的同一张 SmarTrip®卡支付停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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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和自动扶梯连接车站入口层与火车站台。
如果电梯停用，可按要求提供班车服务。

要了解哪些电梯处于停用状态，请访问 wmata.com，
致电 202-962-1212，查看车站经理服务台的监控
器或位于站台沿线的电子显示屏。

换乘
当从公交换乘地铁或从地铁换乘公交时，Metro（和所有区域
公交系统）针对第二次行程提供 $0.50 的折扣。只要第二辆
公交的车票价格不高于第一辆，公交车到公交车的换乘即免
费。否则，您必须支付差价。
想要获得折扣或免费换乘，您必须使用 SmarTrip® 卡支付车
费。如果您用现金或通票付款，您将无法享受折扣或免费换
乘。从第一次行程开始到第二次行程开始之间的换乘期限为
两个小时。

站内 WI-FI
大多数 Metrorail 站点提供免费 wi-fi。选择“Metro-Public [大
众 Metro]”，并同意有关条款和条件。

安全与安保
如果您看到什么，请发送短信至 696873 联系 Metro 捷运警
察部。如遇紧急情况，请致电 911 或 202-962-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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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 Metro 站点都有自行车车架且某些站点还有供出租的
储物柜，所以您可以骑自行车去车站，把自行车安全地留在
车站，然后乘坐 Metrorail 或 Metrobus。
在 Metrorail 上
始终允许在 Metrorail 上携带自行车。然而，为了大家的
安全，您被禁止在拥挤的车上携带自行车。Metro 还保留在
特殊活动期间或其他可能会拥挤的日子禁止携带自行车的
权利。

在 Metrobus 上
每辆 Metrobus 都有一个可以停放两辆自行车的车架。
您负责从车架上装载，固定和卸载自行车。
在您走到公共汽车前装载自行车之前，请确保公交车已经停
稳且驾驶员可以看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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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走到公共汽车前装载自行车之前，请确保公交车已经停
稳且驾驶员可以看到您。

更多信息请访问 WMATA.COM 
计划您的行程、查看服务状态和警报、查看公交和列车到达
或班次、了解 MetroAccess（共用交通运输服务）、了解零
售/通勤商店的位置和更多。

202-637-7000    TTY:202-962-2033

facebook.com/metroforward

@MetroForward

@WMATA

月票*

最低 $72.00

$28.00

$58.00

$15.00

$38.00

$13.00

7-天通票7-天通票

7-天通票1-天通票 3-天通票

短程 无限制

无限制无限制 区域巴士

无限制

购买车票和通票的地点
前往 wmata.com、任何 Metrorail 站点和大多数零售地点（请访问 wmata.com/stores 查阅零售地点详情）购买 SmarTrip®卡和通票。

失物招领
如果您在公共汽车、火车或车站上丢失了物品，请

致电 202-962-1195 联系失物招领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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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S OF INTEREST
African Art Museum  ..............................lll Smithsonian
Air and Space Museum ..................lllll L’Enfant Plaza
American Art Museum ...........................lll Gallery Place
American History Museum .....................lll Smithsonian
Audi Field .....................................................l Navy Yard-Ballpark
Botanic Gardens ...................................lll Federal Center SW
Bureau of Engraving & Printing ..............lll Smithsonian
Capital One Arena .................................lll Gallery Place
Capitol Building .....................................lll Capitol South
Chinatown ............................................lll Gallery Place
Constitution Hall ....................................lll Farragut West
Convention Center ................................... ll Mt Vernon Sq
Corcoran Gallery ...................................lll Farragut West
D.C. Armory ..........................................lll Stadium-Armory
Entertainment & Sports Arena ......................l Congress Heights
FedEx Field ..................................................l Morgan Boulevard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 llll Metro Center
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 ...................lll Capitol South
Freer Gallery .........................................lll Smithsonian
Hirshhorn Museum  ........................lllll L’Enfant Plaza
Holocaust Museum  ..............................lll Smithsonian
Iwo Jima Memorial ................................lll Rosslyn
Jefferson Memorial ................................lll Smithsonian
Library of Congress ...............................lll Capitol South
Lincoln Memorial ...................................lll Foggy Bottom-GWU
Lisner Auditorium ..................................lll Foggy Bottom-GWU
Martin Luther King Jr. Mem'l .................lll Smithsonian
Masonic Temple ....................................... ll King Street-Old Town
Nat'l Academy of Sciences ....................lll Foggy Bottom-GWU
National Archives ..................................... ll Archives
National Building Museum ............................l Judiciary Sq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ll Archives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l Farragut North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l Medical Center
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Museum..............l Judiciary Sq
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lll Smithsonian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lllll L’Enfant Plaza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ll Gallery Place
National Postal Museum ...............................l Union Station
National Shrine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l Brookland-CUA
National WWII Memorial ........................lll Smithsonian
National Zoo ................................................l Woodley Park 
Nationals Ballpark ........................................l Navy Yard-Ballpark
Natural History Museum ........................lll Smithsonian
Phillips Collection .........................................l Dupont Circle
Renwick Gallery ....................................lll Farragut West
RFK Stadium ........................................lll Stadium-Armory

Sackler Gallery ......................................lll Smithsonian
Smithsonian Castle  ..............................lll Smithsonian
Spy Museum  .................................lllll L’Enfant Plaza
State Department ..................................lll Foggy Bottom-GWU

Supreme Court .....................................lll Capitol South
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s .................lll Foggy Bottom-GWU
Washington Monument .........................lll Smithsonian
White House and Visitor Center .............lll Federal Triangle

Matthew Mroz, CMCS, Van Dorn Metro Sunrise (Infrastructure & Equipment)

The architecture at Van Dorn Metro Station is built in a way where the canopy covers the escalators and the platform itself is elevated nearly as high as the 
surrounding structures. Every morning on my commute, as I walk east toward the rising sun and the limits of the canopy covering, the sky reveals itself. A 

beautiful way to start the day.

随上。随下。随上随下。

如果您正在游览我们国家的首都，

且计划游览很多地方，那么您可以

通过一张 Metro 通票来节省时间和

金钱。

在任何一个 Metro 站点都可以买到

1 天、3 天和 7 天无限制通票，乘坐

Metrorail 和 Metrobus 可以随心所欲

地在任何地方停留。

您的 Metro 
指南

wmata.com

使用无限制通票
来体验风光。

信息可随时更改。   50-124  7-19

长者及残障人士特殊票价
使用 Senior SmarTrip® 卡或减价 SmarTrip® ID 的长者及残障
人士可支付高峰票价的一半价格。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wmata.com。

省钱通票
Metro提供一系列无限制日票、周票和月票，以适应您的生
活。在任何车站或 wmata.com 购买。

服务时间
星期一 - 星期四：上午 5：00 - 晚上：11:30
星期五：    上午 5：00 - 凌晨 1：00
星期六:    上午 7：00 - 凌晨 1：00
星期日：    上午 8：00 - 晚上 11：00

前往车站经理服务台查询末班车发车时间。Metrobus 班次和
频率因线路而异。您可以在wmata.com/schedule上定制自
己的日程安排。

支付车费
Metrorail

票价根据行程长度和进入时间而定，在特殊活动
期间可能会有变动。在任一Metro车站的车票机
或 wmata.com 上购买 SmarTrip®卡。每位五岁或
以上年龄的乘客必须持有SmarTrip®卡方可出入
Metrorail 系统。

Metrobus

票价张贴在票箱上。除非您使用SmarTrip®卡或
代币，否则您必须使用确切数目的零钱来支付车
费。Metrobus 司机不携带现金，也无法找零。*仅在 wmata.com 出售。

查找 METRO 站点
带有大 M 的高大棕色柱形物标志着车站入口。柱
形物上的彩色条纹标志着服务车站的线路。

在 METRO 站点停车
停车收费标准因乘客和非乘客身份而异。
为获得最低的停车费率，请在两个小时内使用用于
Metrorail 的同一张 SmarTrip®卡支付停车费。

METRORAIL 可访问性
电梯和自动扶梯连接车站入口层与火车站台。
如果电梯停用，可按要求提供班车服务。

要了解哪些电梯处于停用状态，请访问 wmata.com，
致电 202-962-1212，查看车站经理服务台的监控
器或位于站台沿线的电子显示屏。

换乘
当从公交换乘地铁或从地铁换乘公交时，Metro（和所有区域
公交系统）针对第二次行程提供 $0.50 的折扣。只要第二辆
公交的车票价格不高于第一辆，公交车到公交车的换乘即免
费。否则，您必须支付差价。
想要获得折扣或免费换乘，您必须使用 SmarTrip® 卡支付车
费。如果您用现金或通票付款，您将无法享受折扣或免费换
乘。从第一次行程开始到第二次行程开始之间的换乘期限为
两个小时。

站内 WI-FI
大多数 Metrorail 站点提供免费 wi-fi。选择“Metro-Public [大
众 Metro]”，并同意有关条款和条件。

安全与安保
如果您看到什么，请发送短信至 696873 联系 Metro 捷运警
察部。如遇紧急情况，请致电 911 或 202-962-2121。

自行车和 METRO
大多数 Metro 站点都有自行车车架且某些站点还有供出租的
储物柜，所以您可以骑自行车去车站，把自行车安全地留在
车站，然后乘坐 Metrorail 或 Metrobus。
在 Metrorail 上
始终允许在 Metrorail 上携带自行车。然而，为了大家的
安全，您被禁止在拥挤的车上携带自行车。Metro 还保留在
特殊活动期间或其他可能会拥挤的日子禁止携带自行车的
权利。

在 Metrobus 上
每辆 Metrobus 都有一个可以停放两辆自行车的车架。
您负责从车架上装载，固定和卸载自行车。
在您走到公共汽车前装载自行车之前，请确保公交车已经停
稳且驾驶员可以看到您。

更多信息请访问 WMATA.COM 
计划您的行程、查看服务状态和警报、查看公交和列车到达
或班次、了解 MetroAccess（共用交通运输服务）、了解零
售/通勤商店的位置和更多。

202-637-7000    TTY:202-962-2033

facebook.com/metroforward

@MetroForward

@WMATA

月票*

最低 $72.00

$28.00

$58.00

$15.00

$38.00

$13.00

7-天通票7-天通票

7-天通票1-天通票 3-天通票

短程 无限制

无限制无限制 区域巴士

无限制

购买车票和通票的地点
前往 wmata.com、任何 Metrorail 站点和大多数零售地点（请访问 wmata.com/stores 查阅零售地点详情）购买 SmarTrip®卡和通票。

失物招领
如果您在公共汽车、火车或车站上丢失了物品，请

致电 202-962-1195 联系失物招领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Matthew Mroz, CMCS, Van Dorn Metro Sunrise (Infrastructure & Equipment)

The architecture at Van Dorn Metro Station is built in a way where the canopy covers the escalators and the platform itself is elevated nearly as high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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