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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西澳！

西澳州气候宜人，景色优美。中国与西澳州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密切。很多到访西
澳州的中国朋友选择自驾旅游。

维护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是中国驻珀斯总领馆重要职责。澳大利亚交通规则
和路况与中国均有很大差别，为了让您充分了解西澳州驾驶注意事项，西澳道路安全委
员会编写了《西澳道路驾驶指南》，建议您驾车上路前阅读该手册，以确保驾驶安全。

祝您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假期！

龍定斌

中国驻珀斯总领事

202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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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安全委员会（Road Safety Commission）致力于减少由交通事故造
成的伤害——它是导致社区人口死亡和伤残的罪魁祸首和常见原因 
之一。 我们倡导道路使用者安全驾驶以避免事故。

有关道路规则和违章的详细信息，请登陆https://www.rsc.wa.gov.au/

Rules-Penalties.

               扫描二维码访问道路安全网站，以便获得关于西澳
道路规则和违规处罚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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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的面积比整个西欧的面积还要大。

各州的地形、野生动物、植物、气候、气温以及原住民文化差别也很大。 

西澳的郊区和偏远地区尤其能够带给人们丰富多彩的独特而愉 
快的体验。

各地区之间的距离往往比人们预期的要远得多。 本册罗列出了主要的
道路规则，可以成为一份参考指南，以助您应对可能会遇到的情况。  

我们不仅希望您可以愉快的探索游览西澳，还希望您能安全。 请小心谨
慎驾驶。 祝您西澳旅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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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须知

 • 始终靠左行驶。 
 • 计划行程。
 •  请注意，森林火灾引发的浓烟以及由其他车辆和强风卷起的烟尘会对驾驶造成

危险。 如在某个区域遭遇浓烟，请停车。
 •  请避开积水道路。 请不要驾车穿过积水路段。 实际积水路段的水流可能比看起

来的要深、要湍急得多。
  预警请查看：
      西澳路管局（Main Roads）	“出行路况”  
      mainroads.wa.gov.au

 •  请留意，尤其是在黄昏时分，请注意道路上的牛、袋鼠、鸸鹋和其他野生动物和
家畜。

 • 红灯时请不要左转。
 •  暴雨会降低能见度，导致风险增加。
  - 适时调整车速。
  - 打开大灯。
  - 使用雨刮。
  - 绝对不要尝试穿过积水路段。

驾照要求

开车时，务必携带有效海外驾照，如果驾照内容非英文，还要带翻译件， 
或携带国际驾照（IDP）。

如果您打算在澳洲开车或驾驶摩托车，而您的海外驾照上又不显示证 
明身份的照片，您就要在出国前办理一张国际驾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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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紧急情况 
emergency.wa.gov.au



安全 
驾驶



靠左行驶

在澳洲，所有车辆均靠道路左侧行驶。

如果您还不习惯靠左行驶，您可以在仪表板上贴一张便条，提醒自己靠左行驶。  
有些汽车租赁公司在租赁的车内放有靠左行驶的小粘纸。

遇到十字路口或转弯，需要格外小心呢。

在限速90km/h或更高限速的多车道上行驶时，您应该一直保持左道行驶，除非 
 •  您要超车
 •  左道是公交车或自行车道
 •  躲避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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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路面标记线

道路标记可以让您了解如何使用道路，包括边线、车道线和中线。

一共有三种单实线标记：

 1. 边线 标记出道路边缘
 •  仅当进入或离开道路、从左侧超过正在右转的车辆，或是在您调头时，您才可以

越过边线。

 2. 车道线 用于划分同方向多车道
 • 如果是单实线，请勿越线变更车道。

 3. 中线/分界线将不同方向的车道分开
 •  如果中线/分界线都是实线，请不要越线，除非您需要右转离开或进入其他道路

或者掉头。 如果虚线或者短虚线中心线的左右两侧任意一侧有实线，以上规则
一样适用。

 •  如果虚线或短虚线中心线在实线左侧，在安全的情况下，您可以越线超车。  
但如果虚线或短虚线中心线在实线的右侧，那么您不能越线。

 •  例外情况: 只有在安全的情况下，当您在超自行车时，可以越过实线。 您必须确保
自己的车辆与自行车之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请看15页 （与自行车共用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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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实线（请勿越线超车）

虚线

双实线（请勿越线超车）

单实线加虚线（仅在短虚线在单实线左侧、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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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车辆

如果您借用或租用汽车，请考虑一下路况，然后选择一款最适合的车型。 

普通汽车无法在越野路段和土路上行驶。

请接受租车公司给予您关于道路安全和适合车型的建议。

如果您是从家人或朋友那里借车，请确保车主的保险包括了其他驾驶员，并在出行
前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

•    请检查大灯、刹车灯、转向灯、倒车灯是否工作，带上备用灯泡。 

•   请检查车胎和备用轮胎的状况。 
      - 查找轮胎里的裂纹，鼓包或其它异常。
 - 查找卡在轮胎纹路里的东西，并将其清除。
 -  轮胎胎纹的深度应大于有3毫米，或者差不多火柴头那么大。  

否则，请更换轮胎。 
 -  请确保轮胎和备用轮胎胎压正常。 车辆的正确胎压标注在 

驾驶员一侧的车门上。 胎压切勿过高。 
 -  有的汽车用节省空间的非全尺寸备胎作为备用轮胎。 请仅在 

扎胎后驶往补胎点路上时使用这种备胎。 速度一般不能超过
80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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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检查挡风玻璃上的雨刮是否可以正常运作，清洗液是否已添加。  
为使您能有最佳的视线，请里里外外彻底清洗挡风玻璃。 

•   请检查机油和冷却液刻度线的位置。

•    请在远离交通路段的地方测试刹车。 如果刹车发出尖锐或刺耳的声音，
可能需要处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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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驱车(4WD) 的越野路段不适合普通汽车。



保护行人

行人是容易受伤害的道路使用者，因此您在驾驶时请加倍小心，做到礼让行人。 

驾驶员和骑手

作为一名驾驶员或骑手，您应该在以下情况下礼让行人：
 • 当您转弯时
 • 当您调头时
 • 在停止标志前
 • 在有“停止”标志或“停车”线的辅路上时

行人在斑马线上有先行权，斑马线在道路上用白色线条标记，一般出现在交通信号
灯和十字路口处。

行人

当过有交通信号灯的马路时，仅当信号灯为绿色时，行人才能过马路。 如果信号灯
变为红色常亮或红灯闪烁的行人标志时，请停止过马路。 

违规必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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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行车共用道路

在西澳，驾驶员在超过同向行驶的自行车时需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 在限速为60 km/h或更低的路段，需保持1米的安全距离
 • 在限速超过60km/h的路段，需保持1.5米的安全距离

根据安全通过距离法则，超车时驾驶员可以越过中线/分界线，哪怕是实线，但请仅
在安全的时候，以及在驾驶员能够清楚看到来车时才能进行超车。 

最小通过距离法则不适用于自行车超汽车的情况。

您可以在划为自行车道的车道上行驶最多50米的距离，以便停在画线指定的停车
位（请见下图）。

违规必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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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线指定的停车位

自行车道



与重型车辆共用道路

重型车辆，如超长卡车（请见32页）、卡车、 公交车和农用重机的重量超过普通汽
车，故而需要更多的制动距离。 

因为重型车辆的驾驶员可能没有足够的制动空间，所以请勿在遇到交通信号灯、 
停车标志或交通拥堵的情况下突然加塞到重型车辆前面。

重型车辆和卡车的驾驶员需通过后视镜随时了解周围的情况。 如果您的车位于卡
车盲区，那么驾驶员就无法看到您。

如果您看不到卡车驾驶员的后视镜，那么意味着卡车司机也无法看到您。

违规必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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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摩托车

摩托车和小型机车无法为驾驶员提供其他车辆那样的保护。

骑手和乘客必须佩戴符合澳洲标准的头盔。 

8岁以下儿童不允许乘坐。

关于各类防护性骑行裤、夹克和手套的安全和舒适评级，请登陆MotoCAP网站查询。 
CRASH网站上为您提供了购买符合澳洲标准头盔的指南。

违规必罚。

MotoCAP 网站 
motocap.com.au

CRASH 网站  
crash.org.au



如何并道

在西澳有两种并道形式。

 1.  两道合并且其中一条道路已到尽头，那么行驶在前方的车辆有道路优先权。

 2.  两条车道均有画线且其中一条道路已到尽头，如果即将汇入的车道上的有其他
车辆，那您需要给这些车辆让行。

并道处请保持礼让，打转向灯，保持安全车距，在可能的情况下加速至您并入道路
的限速要求。

违规必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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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两条车道并道，行驶在前方
的车辆享有道路优先权。 



环岛

当进入环岛时，请让行已行驶在环岛内的车辆。

在多车道环岛内，请沿道路地面导向箭头方向行驶。

左转
 • 进入环岛前，请选择左道行驶，并打开左转灯。

 • 保持左道行驶，直到驶出环岛。

直行
 • 进入环岛前，无需打转向灯。

 • 左右两条道都可以，保持在同一条道上行驶，然后驶出环岛。

 •  如果时间来的及，请在您出环岛的最后一个出口前，打左转向灯。

右转或在环岛转圈掉头
 • 进入环岛前，请选择右道行驶，并打开右转灯。

 • 保持右道行驶，直到驶出环岛。

 •  如果时间来的及，请在您出环岛的最后一个出口前，打左转向灯。

违规必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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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头 

如果您想调头，您必须打灯，并让其他道路使用者先行。

不能调头的情况包括： 
 •  在交通信号灯处，除非有标志明确表明可以调头 
 • 有禁止“调头”的标志 
 • 在高速公路上
 • 如果不能清楚看到来车。

违规必罚。



车速

控制好您的车速。 根据路况调整车速。

 • 请不要超速。

 •  40km/h的限速区域适用于某些区域，例如学校、行人和车辆共同使用的区域。 
这些区域都有明确的标志。 

 • 如果没有标志，默认速度为：
  - 城市道路限速50km/h
  - 高速公路限速100km/h
  - 郊区开阔地带限速110km/h。

 •  即使所行驶的道路上有更高限速，初学者和拖着房车、船或拖车的驾驶员行车
速度也不能超过100km/h。

 •  在高速公路上，除非您遇到了紧急情况或塞车，否则您的车速不得低于限速
21km/h或更多。

20

学生上学和放学	
期间，所有校区	
的限速都是	

40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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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救援（应急）车辆

您必须让闪烁着红蓝指示灯的紧急救援车畅通无阻地通过，这些车辆包括警车、 
消防车或救护车。

当紧急救援车辆靠近时： 
 •  尽可能移至道路左侧。 
 •  如果您无法向左移动，那么请减速，打左转向灯，让紧急救援车辆从您旁边绕行。 
 •  如果您占据着左车道，那么请在必要的情况下，让右侧车道车辆并入您的车道。 

请勿违反法规
SLOMO法则（减速、驶过）要求当靠近停靠在事故地点，闪着灯的救援车辆或应急
车辆时，必须将速度降低至40km/h。

您必须让闪烁着红蓝指示灯的紧急救援车畅通无阻
地通过。



酒驾和毒驾

酒驾 

西澳警察会随机抽查驾驶员，检测他们血液中的酒精浓度。 这是为了保障道路上
每一个人的安全。 拒绝接受测试是违法的。

驾车时驾驶员血液中的酒精浓度等于或者高于.05%都是违法的。 喝一点点酒就可
以达到这个浓度。 血液中酒精浓度零容忍适用于：

 • 初学者驾驶员和骑手
 • 持P牌驾驶员和骑手
 • 持有特殊驾照的人
 • 如果您最近被吊销驾照 
 • 如果您驾驶的车辆超过22.5 吨
 • 如果您开公交车、出租车或小型面包车。

这条法律限制同样适用于督驾人员。

毒驾

如果警察认为您的驾车能力受到了毒品的影响，他们有权让您停车。

您可能需要接受唾液或血液检查。 拒绝接受测试是违法的。

违规必罚。

如果您想喝酒，	
那么请勿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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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分神

驾驶员分神是造成交通事故伤害的罪魁祸首。 严格执法，对非法玩手机的行为绝
不姑息。

如果您正在开车，只有当手机固定在车载支架上接听或挂断电话时，才能触碰手
机。 如果您的手机未固定在车载支架上，只有在以下几种情况您才可以使用手机：

 • 通过语音操作
 • 使用蓝牙免提车载套件。 

即使不触碰手机，如果您在驾驶过程中编辑、发送、查看短信、视频消息、电子邮件
或类似通讯内容都属违法行为。

如果您可以做到不触碰手机键盘或屏幕，那么开车时您可以使用GPS。 必须在您出
发前就设置好导航。

违规必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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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带能挽救生命

系好安全带是强制性的要求。 如果不系安全带，司机和乘客都可能被罚。

作为驾驶员，您有责任确保您的乘客正确系上安全带。 选择儿童安全座椅时请考
虑一下您孩子的高度和体重。

儿童安全座椅和座椅安排
法律要求：

 •   小于6个月的孩子需要使用反向安装的儿童安全座椅来固定（例如，婴儿胶囊椅）

 •   6个月到4岁大的孩子，反向或正向都可以，需配上内置束缚胸带

 •   4岁到7岁的儿童可以安放在正向儿童座椅上，或用可调节的安全带正确固定
的加高座椅或使用儿童安全束缚胸带。

7岁以上的儿童

7岁以上的儿童需要固定在加高座椅上，或者如果身型足够大，可以使用 
成人安全带。

孩子坐哪儿？

如果车辆有两排或多排，7岁以下的儿童不能坐在前排。 

如果后排的座位坐满了7岁以下乘客，那么4到7岁的儿童可以坐在前排。

只要有合适的安全座椅或安全带，7岁及以上的儿童可以坐在任何位置。

更多详情，请联系儿童安全座椅信息热线（Child Restraint Information Line） 
1300 780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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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出租车和拼车服务的规定是怎样的？
即使有儿童安全座椅，在乘坐出租车时，年龄小于7岁的儿童禁止坐在前排。

拼车服务
拼车服务的司机必须确保所有乘客都系好安全带。 

尽管强烈建议安装儿童安全座椅，但是没有法律规定他们必须安装。 如果没有儿
童安全座椅，1到7岁的儿童必须系上成人的安全带。

违规必罚。



在	
郊区 
和偏远地区安全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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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拍照

观赏风景或拍照时，请勿将车停在公路上。

请停在路边安全的地方：

 •  提前打灯以确保其他车辆尽早明白您的意图
 •  小心驾驶，尤其是路肩上有泥土或碎石的路面，停车请远离公路。 

返回公路时：

 • 小心其它高速行使的车辆
 • 等待车流出现足够大的空档再行切入
 •  预留足够的时间在不干扰车流交通的情况下重返公路，请加速与车流速 

度保持一致。

慢行并小心驾驶   
（尤其是在泥泞和碎石的路肩上行驶时）。



长途驾驶导致疲劳

西澳有250万平方公里。 城镇之间的距离可能比您想象的要远得多。

 • 请使用详细的、最新的地图。 
 •  根据您行驶的距离来制定出行计划，请考虑路况和天气等因素。 
 • 记录您的行程距离
 • 勤喝水以防止疲劳驾驶。 
 • 每人每天至少要带4-5升水。
 • 请带备用汽油。
 • 长途旅行前晚，请好好休息。 
 • 如果您感到疲惫，请勿开车。 
 •  定时休息。 定时停车休息——欣赏一下周边的风景。 
 • 每次开到加油站，请加油。
 • 与亲朋好友轮流开车。 
 • 当您感到精力恢复后才能继续开车。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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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吗？ 
两个加油站之间可能相隔200公里。 每次开
到加油站时请务必加油。 如果您打算长途
旅行，请带备用汽油。 



转弯请减速。  
请不要突然踩刹车。

在碎石路段上行驶

西澳的郊区很多由小石子铺成的路段叫做碎石路段。 有时，路旁和道路边缘绿化
带也会有碎石。

车轮下的碎石会像滚珠轴承一样，可能会造成车辆打滑，导致失控。

 • 转弯请减速。 

 •  请不要突然踩刹车，以免打滑，或失去对车辆的控制。 

 •  请注意，碎石路和泥路也会产生很多烟尘。 这会影响能见度。 在这种情况下， 
请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同时您还得留意公路对面来车飞溅而来的灰尘和碎石。 在泥路上开车时请 
打开大灯。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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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公路火车”（超长卡车）

世界上最长的卡车被称作“公路火车”，您可以在西澳看到。 这些车有的长度超过了
50米，超车时需要格外小心。

 •  您需要找到一段长而笔直的路，视野要尽量开阔。

 •  请注意，在超越这种超长卡车时，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  请注意，在超车时卡车产生的气流会产生吸力，可能会导致您的车辆被拉向卡车。

 •  请不要着急。 保持几个车身的距离。 如果您判断可以安全超车，请打灯，然后安
全地超车。 请不要超速。

 •  如果您拖着房车或小拖车，请不要试图超越“公路火车”。 耐心等待到了超车道再
安全超车。

 •  在繁忙的郊区公路上，大概每隔5-20公里就会有超车道。 如果时速为100km/h，
那么每3-12分钟您就可以看到超车道。 如果不安全，请勿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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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吗？ 
“公路火车”最长可达53.5米（175.5英尺），
拖着2、3或4个拖车。 如果以110km/h的速
度进行超车，需要行驶2.5公里，即85秒才
能完成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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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的野生动物

请注意，可能有像袋鼠、牛、骆驼，甚至大型鸟类等动物会在您车辆正前方的公路上
逗留或穿越公路。 

他们可能会突然出现。 有时他们会朝着您车俩行使的方向迎面而来，而不是顺着
您的方向行进。 

 • 减速。 给刹车预留时间。 
 • 请按喇叭。 如果安全的话，请在他们旁边减速慢行。 
 •  不要试图从动物身边快速绕行。 这可能会让您与其他车辆相撞，或是驶上碎石

绿化路沿导致失控。

在澳洲每年有7,000多起与袋鼠相撞的交通事故。 如果车辆是在高速行驶的情况
下，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大约15%的车辆彻底报废。 清晨和黄昏是危险高发
期，因为动物在这些时间段很活跃。 袋鼠冬天尤为活跃。 

驾驶时请尽量观察远方——还需要观察公路两侧，看看是否有动物在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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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撞了动物该怎么办？

如果本地动物受伤： 

 • 请务必将您的车辆安全从公路上移走。 

 • 请致电野生动物救援热线（Wildcare Helpline）9474 9055。

 •  请不要接近受伤的袋鼠。 袋鼠踢腿的力量非常惊人，如果您被踢中，可能会造
成严重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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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能见度

 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避开受林火烟尘或洪水影响的路段。 预警请查看： 

      西澳路管局（Main Roads）“ 出行路况”  
      mainroads.wa.gov.au

如在某个区域遭遇浓烟，请停车。 如果您无法停车，请慢行，根据路况调整车速。

如果太阳光直射入您的双眼，请尽量停止驾车或骑行。 最好稍事休息，等太阳升 
到天空中更高位置再出发。 在傍晚，请等到太阳落山后再出发。 这时您可以开着 
大灯行驶。

请留意路上的野生动物。

鼓励您在白天行驶或骑行时也开着大灯。 这样会让其他道路使用者更加清晰地看
到您的车和您所行驶的方向。

西澳紧急情况 
emergency.wa.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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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光灯
大多数郊区和偏远地区路段很少或几乎没有路灯。 所以，您可以使用远光灯， 
以便让您看清行车路线。

在较近的距离使用远光灯可能会造成其他驾驶员眩晕。 可能引发交通事故。 

在以下情况下您不能使用远光灯：

 • 您距离前方车辆不足200米
 •  公路对面来车距离不到200米——或来车使用“会车灯”（即，未使用远光灯）

雾灯在大雾环境、沙尘暴或滂沱大雨等环境中使用。 请不要同时打开雾灯和大灯。

违规必罚。



道路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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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西澳路标

西澳的铁路经常穿过公路。 

 • 停在警示信号灯前。 

 • 等待火车通过。

在学校附近经常会出现闪烁的限速标志。 

 • 请将速度降至40km/h。 

 • 小心孩子。 

环岛可能会让您感到困扰。 

 •  记得始终顺时针靠左行驶。 请见19页。 

一些偏远地区的路段会设有取消限速的标志。

 •  在这些路段，最高限速为西澳默认速度 
（目前是110km/h）。 

 • 根据路况调整车速。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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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标志指南

建议乘客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翻译停车标志。 

禁止停靠
除非交通条件允许，否则此处禁止停靠。 禁止在路边或与
之平行的黄色实线区域停靠车辆。 
 

禁止停车
乘客上下车或装卸货最多可停2分钟。 作为驾驶员， 
您不能离开自己车辆三米的范围。 
 

付费停车
您需要在自动售票机购买停车票，然后展示在仪表台上。 
停车票仅在购票的区域有效。 务必遵守停车标志、停车票
或自动停车票售卖机上所示的规定。 （例如：时间限制为 
1P = 最长停车时间为1小时）。  
 

限时停车
停车标志上可能会显示几个不同时段。 例如，可能会显
示“2P from 8am–5.30pm （即：上午8点和下午5:30点之
间停车时间最多不超过2小时）” 除这段时间意外， 
停车不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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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用途区

多个标志显示出白天或晚上，不同时段的不同停车限制条件。 标志的各个部分的内
容都需要和其它部分结合起来理解。 标志上会显示每种用途所适用的时间段。 

公交车道（Bus Lane）
在路牌或路面上标注的指定时段内，您不可以行驶或停靠在公交车道上。

限时清道（Clearway）
限时清道标志表示在车流高峰时段，车辆不可以在限时清道区域停靠。

违规拖车（Towing）
如果车辆违规停在标有“不可停车、禁止停靠或是公交车道”的区域，车辆可能被拖
走。 如您的车辆被拖走，请拨打138 138联系西澳路管局。 您只能在指定营业时间
前往领取车辆。 您需要缴纳巨额罚款，方可领走被拖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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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信息及资源

手机下载并安装圣.约翰（St John’s） 救护车“First Responder（现场急救员）”应用程
序。 如果您需要拨打000呼叫救护车，该应用程序会自动将您的当前位置发送给接
线员。 这将为我们节省确认您所处位置以及派遣救护车的时间。

应用程序还包括了一些其他资源。 其中包括急救指导手册以及周边最近的医疗中
心和医院急诊。

手机下载并安装圣.约翰（St John’s） 救护车“First Responder（现场急救员）”应用程序。

如果您将车停在热门旅游景点（被小偷密切关注的地方），我们建议您下车时带走
车内贵重物品。 车内任何可以被看见的东西都有可能增加被盗窃的可能性。

圣.约翰（St John’s） 救护车“First Responder（现场急救员）”应用程序： 
www.stjohnwa.com.au/online-resources/st-john-first-responder-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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