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交通

（一）小镇的公交车（描红站为小镇站点）

序号 公交线
距离国际会

展中心
途经车站（往返） 首末班车时间 票价

1 121路 149米

云栖小镇（地铁6号线）-山景路河山街口-石龙山街云梦路口-石龙山-郑家畈东-象山-江口村
-转塘东-大诸桥-宋城-感应桥北-梵村花苑-外大桥-云栖竹径-梅坞农居-梅家坞-上天竺-中天
竺-三天竺-灵隐东-立马回头-府苑新村-皇朝花园西-紫荆花路文二西路口-紫荆花路文一西路

口-蒋村公交中心站

小镇发车：

首：07:00
末：18:00
蒋村公交中心站发车：

首：06:30
末：19:30

3元

2 594路 149米
东洲公交站-东桥路东望路口-东洲商贸城-东桥路-东洲新区东大道-社井-金马-周浦北-下杨-
云泉北-鲤鱼山-云栖小镇（地铁6号线）-石龙山街云展路口-石龙山街云梦路口-象山支弄-公

交六公司-小台湾-凌家桥-凌家桥北-郑家畈东-象山-江口村-转塘东-午山-庙山公交站

庙山公交站发车：
首：06:20

末：21:00
东洲公交站发车：
首：05:20

末：20:00

3元

3 109路 284米
周浦-李乡潘家-下杨-太平庙-地铁双浦站A口（地铁6号线）-骆家桥-鲤鱼山-河山街山景路口
-石龙山-凌家桥-凌家桥北-郑家畈东-象山-江口村-转塘东-午山-庙山-庙山公交站

周浦发车：
首：05:45

末：20:15
庙山公交站发车：
首：06:15

末：20:30

2元

4 301路 284米

富阳公交站-富阳客运站-恩波大道光明路口-富阳区商业城-龙浦街达夫路口-龙浦街幸福北路

口-大坞坑-小坞坑-华墅-黄公望森林公园-株林坞-梳山桥-逸城-东洲新区东大道-社井-金马-
周浦北-下杨-太平庙-地铁双浦站A口（地铁6号线）-骆家桥-鲤鱼山-蜈蚣山-浮山（地铁6号
线）-贤家庄-桕联东-梧桐弄-新生（地铁4号线）-南环路公交站

富阳公交站发车：
首：05:00

末：19:00
南环路公交站发车：
首：06:30

末：20:30

4元

5 500路 284米

富阳客运南站-大桥南路永济路口-建设-大坞坑-小坞坑-株林坞-梳山桥-逸城-东洲新区东大
道-社井-金马-周浦北-下杨-云泉北-鲤鱼山-蜈蚣山-贤家庄-桕联东-梧桐弄-地铁枫桦西路站
B口（地铁6号线）-龙王沙-文景路龙王沙路口-珊瑚沙路江涵路口-宋城东-感应桥南-梵村-珊

瑚沙水库-九溪-浙大之江校区-之江路六和塔-白塔岭-闸口（地铁4号线）-八卦田-复兴城市
家园-大资福庙前（地铁4号线）-里太祖湾-梵天寺路-馒头山-雄镇楼（地铁5号线）-望江门
（地铁5号线）-城站火车站（地铁1号线）

富阳客运南站发车：
首：05:00
末：19:20

城站火车站发车：
首：06:40
末：21:00

3-6元

6 1404M路 284米
杭江村-财主埭-外板桥-四号浦桥-板桥村委-余家畈-太平庙东-地铁双浦站A口（地铁6号线）
-骆家桥-鲤鱼山-蜈蚣山-浮山（地铁6号线）-贤家庄-桕联东-郑家畈-转塘公交站

转塘公交站发车：
首：06:30

末：19:10
杭江村发车：
首：06:00

末：18:40

2元

7 7204路 577米 袁家浦-袁浦中学-黄沙桥-四号铺-蜈蚣山-郑家畈东-象山-转塘街道-转塘西

袁家浦发车：

首：06:00 末：08:30（每逢整、半点发车）
首：16:45 末：18:45（每逢15分、45分发车）
转塘西发车：
首：06:15 末：08:45（每逢15分、45分发车）

首：16:30 末：18:30（每逢整、半点发车）

2元

8 地铁6号线 290米

钱江世纪城（地铁2号线）-博览中心-奥体中心（地铁7号线）-星民-江陵路（地铁1号线）-

江汉路-长河（地铁5号线）-建业路-诚业路-伟业路-中医药大学（地铁4号线）-西浦路-枫桦
西路-美院象山-霞鸣街-科海路-双浦

钱江世纪城发车：

首：06:05
末：22:35
双浦发车：

首：06:07
末：22:30

起步票价：2 元



（二）几个客运集散点的公交线

杭州东站-国际会展中心

方案 预计时长 线路规划 票价

1 1小时2分钟
地铁4号线 （浦沿方向）- 中医药大学站下车站内换乘地铁6号线 （双浦方向）- 科海路站 
（C口）下车- 步行430米至云栖小镇国际会展中心

7元

2 1小时12分钟
地铁4号线 （浦沿方向）- 中医药大学站D口下车 - 步行280米-新生站上车301路（富阳公交
站方向）- 鲤鱼山站下车- 步行308米至云栖小镇国际会展中心

9元

3 51分钟 打车（不同时段价格、耗时会有波动） 92元

城站火车站-国际会展中心

方案 预计时长 线路规划 票价

1 54分钟
城站D口地铁5号线 （姑娘桥方向）- 长河站下车站内换乘地铁6号线 （双浦方向）- 科海路
站 （C口）下车- 步行430米至云栖小镇国际会展中心

6元

2 55分钟
城站D口地铁1号线 （湘湖方向）- 江陵路站下车站内换乘地铁6号线 （双浦方向）- 科海路

站 （C口）下车- 步行430米至云栖小镇国际会展中心
6元

3 1小时12分钟
城站火车站- 步行605米- 城站火车站500路（环城东路东侧 富阳客运南站方向）- 鲤鱼山站

- 步行308米至云栖小镇国际会展中心
6元

4 42分钟 打车（不同时段价格、耗时会有波动） 71元

火车南站-国际会展中心

方案 预计时长 线路规划 票价

1 1小时4分钟
火车南站地铁5号线 （金星方向）- 长河站下车站内换乘地铁6号线 （双浦方向）- 科海路
站 （C口出）下车- 步行430米至云栖小镇国际会展中心

7元

2 1小时41分钟
步行443米- 火车南站西站300路 （城站火车站方向）- 共联村站下车- 步行301米- 江陵路
站地铁6号线C口（双浦方向）-科海路站（C口出）下车- 步行430米至云栖小镇国际会展中心

9元

3 41分钟 打车（不同时段价格、耗时会有波动） 79元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国际会展中心

方案 预计时长 线路规划 票价

1 1小时27分钟
萧山国际机场站（C口）地铁7号线 （奥体中心方向）- 奥体中心站下车站内换乘地铁6号线 
（双浦方向）- 科海路站（C口）下车- 步行430米至云栖小镇国际会展中心

9元

2 1小时37分钟
萧山国际机场站（C口）地铁7号线 （奥体中心方向）- 奥体中心站下车站内换乘地铁6号线 
（桂花西路方向）- 美院象山站（B口）下车- 步行172米- 象山站121路或594路（云栖小镇

方向）- 云栖小镇站下车- 步行37米至云栖小镇国际会展中心

12元

3 1小时52分钟
机场大巴滨江线（海外创业人才基地方向）-华美达酒店（机场大巴下客点）站- 步行229米- 
诚业路站地铁6号线C口（双浦方向）- 科海路站（C口）下车- 步行430米至云栖小镇国际会

展中心

25元

4 1小时3分钟 打车（不同时段价格、耗时会有波动） 141元

杭州汽车客运中心（九堡）-国际会展中心

方案 预计时长 线路规划 票价

1 1小时23分钟
客运中心站（A口）地铁1号线 （湘湖方向）-江陵路站下车站内换乘地铁6号线 （双浦方

向）- 科海路站（C口）下车- 步行430米至云栖小镇国际会展中心
8元

2 1小时16分钟
客运中心站（A口）地铁1号线 （湘湖方向）-彭埠站下车站内换乘地铁4号线 （浦沿方向）- 
中医药大学站下车站内换乘地铁6号线 （双浦方向）- 科海路站（C口）下车- 步行430米至

云栖小镇国际会展中心

8元

3 1小时 打车（不同时段价格、耗时会有波动） 126元



杭州汽车南站-国际会展中心

方案 预计时长 线路规划 票价

1 47分钟
骑行1.4公里至南星桥站（B口）地铁4号线（浦沿方向）- 中医药大学站下车站内换乘地铁6
号线（双浦方向）- 科海路站（C口）下车- 步行430米至云栖小镇国际会展中心

5元

2 1小时

步行244米- 二凉亭站20路（杭州陶瓷市场方向）或14路（复兴公交站方向）- 三郎庙②站

下车- 步行537米- 南星桥站B口地铁4号线（浦沿方向）-中医药大学站下车站内换乘地铁6号
线 （双浦方向）- 科海路站（C口）下车- 步行430米至云栖小镇国际会展中心

7元

3 35分钟 打车（不同时段价格、耗时会有波动） 64元

杭州汽车西站-国际会展中心

方案 预计时长 线路规划 票价

1 1小时15分钟
步行1.4公里- 府苑新村站121路（云栖小镇方向）- 云栖小镇站下车步行37米至云栖小镇国
际会展中心

3元

2 1小时11分钟

步行470米- 老东岳站236M路（文三路古翠路口方向）- 古墩路溪西路口站下车- 步行63米- 

古墩路溪西路口站504路（富阳公交站方向）- 象山站下车- 步行174米- 美院象山站B口地铁
6号线（双浦方向）- 科海路站（C口）下车- 步行430米至云栖小镇国际会展中心

8元

3 34分钟 打车（不同时段价格、耗时会有波动） 63元

杭州汽车北站-国际会展中心

方案 预计时长 线路规划 票价

1 1小时36分钟
步行343米- 汽车北站91路（汽车西站方向）- 古墩路溪西路口站下车同站换乘504路（富阳
公交站方向）- 转塘东站下车同站换乘121路（云栖小镇方向）- 云栖小镇站下车- 步行37米
至云栖小镇国际会展中心

8元

2 1小时27分钟
骑行1.5公里- 和睦站B口地铁5号线（姑娘桥方向）- 南星桥站下车站内换乘地铁4号线（浦
沿方向）- 中医药大学站下车站内换乘地铁6号线（双浦方向）- 科海路站（C口）下车- 步

行430米至云栖小镇国际会展中心

8元

3 1小时50分钟

步行344米- 汽车北站192路（武林广场方向）- 武林广场站下车- 步行223米- 武林广场站E

口地铁1号线（湘湖方向）-江陵路站下车站内换乘地铁6号线（双浦方向）-科海路站（C口
出）下车- 步行430米至云栖小镇国际会展中心

10元

4 43分钟 打车（不同时段价格、耗时会有波动） 99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