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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十一运会开幕式交通组

织进行评述，可为后续相关大型活

动交通组织提供借鉴。首先明确

了开幕式交通组织在整个十一运

会赛事交通组织工作中的地位和

作用，分析在当前交通设施供给条

件下开幕式交通组织面临的挑

战。提出以公交为主导、以“谋划

供给，干预需求，以供定需”为核心

的交通组织策略，分析了这些策略

的具体实施内容。最后，评析十一

运会交通组织策略的实施效果，阐

明开幕式交通在预定1 h内完成疏

散任务，散场时临时区间公交线路

使用比例达到 46%且运营效率较

高，90%的观众对交通服务质量感

到满意。

Abstract： Reviewing the perfor-

mance of traffic management dur-

ing the 11th National Games pro-

vides valuable lessons for future

large special events' traffic manage-

ment. By discussing the signifi-

cance and functionalities of the traf-

fic management of the Games'

opening ceremony, this paper ana-

lyzes the traffic management chal-

lenges with the existing transporta-

tion facilities. Given the top priori-

ty to public transit services, the pa-

per then proposes a traffic manage-

ment strategy and its specific imple-

mentation tasks. The strategy em-

phasizes smart supply, traffic de-

mand control and demand con-

strained supply.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traffic manage-

ment strategy for the opening cere-

mony shows that all spectators

evacuated within one hour as

planed, the temporary bus routes ef-

fectively transported 46% total

evacuation traffic, and 90% specta-

tors surveyed are satisfactory with

the transportati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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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以下简称“十一运会”)于2009年10月16日

—10月28日在山东省举行，是建国以来山东省承办的等级最高、规模

最大的全国性盛会。济南主赛区承办开、闭幕式以及十一运会16个大

项、212个小项的比赛任务，启用19处比赛场馆。济南市奥体中心为

比赛主场馆，十一运会开幕式于 2009年 10月 16日 20:00—22:00在奥

体中心举行。十一运会期间，适逢国庆60周年和第七届中国(济南)国

际园林花卉博览会，道路交通需求总量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城市交通

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以往召开的广州第九届、南京第十届全运会经验表明，开幕式是

整个赛事期间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交通组织最为复杂的活动，

以公共交通方式为主、加强交通管理是开幕式交通组织的关键。然

而，十一运会的交通组织工作基础薄弱，相对于广州九运会，奥体中

心周边的交通疏散条件以及城市机动车发展水平更加具有挑战性；相

对于南京十运会，济南市无法提供大运量轨道交通服务。因此，在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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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往届开幕式成功举办经验的基础上，探讨适用

于十一运会、以公交为主导的交通组织策略，确

保赛事交通安全、顺畅、高效，是本届全运会开

幕式交通组织的关键。

1 开幕式交通组织面临的挑战

1) 安全标准要求高。

开幕式的参与群体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国

际奥委会主席和主要官员，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

领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香港、澳门特

别行政区官员，国际友人，运动员，裁判员和观

众，确保各类群体的交通安全、可靠，是全运会

交通组织工作的重中之重。

2) 交通集散压力大。

据调查，参加开幕式的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国际奥委会主要官员、国内外各界贵宾约1 000余

人，部分运动员和随队官员约3 000人，赞助商约

5 000人，中外各界媒体约5 000人，观众约5.5万

人，演职人员约 1.3万人，工作人员约 5 000人，

志愿者约 5 000人，现场安保人员约 8 000人。开

幕式各类人员总规模约 10万人，各种车辆 4 000

余辆。闭幕式集聚客流约1.6万人，热点赛事最高

集聚客流约6万人。

3) 城市交通设施供给不足。

济南市自取得承办权之日起，大规模进行城

市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但城市交通系统供需

矛盾短期不可能得到很大改善，交通拥堵仍将维

持在一定水平。奥体中心周边公交线路不足，

500 m半径内高峰小时可用运力1 348人次，1 km

半径内可用运力 3 817人次，运能不能满足需求。

场馆配套建设的停车场基本可以满足贵宾、运动

员、技术官员、新闻媒体等特殊群体的停车需

求，周边2 km范围内无大型社会停车场供自驾车

观众停车。

4) 场馆区位条件不利于交通疏散组织。

奥体中心位于老城区东部，龙洞山谷的谷

口，三面环山，东西向的经十路、旅游路为两条

主要疏散通道，其中旅游路需要穿过两处隧道与

外部联系。向北的奥体中路通道为新建 BRT 走

廊，由于与经十路交叉口中央设置了硬隔离，其

左转交通流受管制影响需绕行，大大降低了通道

使用效率，见图1。因此，场馆集散交通主要依托

两条东西向道路，其交通组织流线受到约束。

2 以公交为主导的交通组织策略

十一运会开幕式交通组织策略的核心为：谋

划供给，干预需求，以供定需。

1) 谋划供给策略。

谋划供给策略是指对于特殊交通方式优先供

给，对于鼓励的交通方式充足供给，对于限制的

交通方式紧缩供给。

①优先满足特殊车辆的通行路权与停车需求。

为悬挂十一运会号牌或持有专用通行证的车

辆开辟专用车道和优先车道，见图2。专用车道不

允许社会车辆进入，优先车道允许社会车辆进

入，但行驶时应主动避让十一运会特殊车辆。

根据安保及交通管理要求，将奥体中心周边

地区划分为 4 个优先级不同的圈层，即封闭区、

转山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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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奥体中心区位

Fig.1 Location of the Olympic Sta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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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区、控制区以及分流区，见图3[1]，参加开幕

式的贵宾、运动员、裁判员、新闻传媒、演职人

员等特殊群体车辆可以进入控制区、管制区或封

闭区，给予不同程度的优先通行与停放。

②公共交通服务充足供给。

确保公共交通运能充足供给。开幕式期间，

根据济南市道路网络特点和客流需求预测，按照

乘客分布预测及出行期望情况，新增固定公交线

路 11条(其中BRT线路 7条，常规公交线路 4条)、

临时区间线路4条，见图4[2]。“二横三纵”为骨架

的BRT网络初步形成，其中有 3条BRT线路直达

奥体中心。

确保公共交通服务优先可达。开幕式前入场

阶段，由于客流到达场馆的时间比较分散，固定

线路与临时区间线路共同为乘客提供服务。临时

区间公交车辆到达奥体中心后，沿经十路—奥体

东路交叉口向南顺时针绕奥体中心行驶一周，按

照交警指挥，分别在6，5，4，3，1，8号入口下

客，然后沿经十路向东、奥体东路向南、龙奥北

路(延长线)向东行至场馆东侧停车场或龙奥北路

临时停车场，见图5[3]。开幕式散场阶段，短时客

流集中，客流疏散强度大，利用临时区间线路流

水发车进行场馆区客流疏导，见图6[3]。另外，通

过加密城市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间确保公交换

乘的便利。

③社会车辆通行路权及停车泊位紧缩供给。

奥体中心控制区以内，除特殊车辆外，不提

供社会车辆通行权及停车泊位。在控制区外围，

按照特殊车辆、公共车辆、社会车辆的优先次

序，视城市交通设施资源状况，适度给予路权、

提供停车泊位。

2) 干预需求策略。

①城市机动车辆单双号限行。

10 月 13 日—10 月 18 日每日 7:00—19:00，在

围绕奥体中心的中心城区范围，按机动车号牌最

后一位阿拉伯数字，奇数日单号车辆出行，偶数

日双号车辆出行，降低城市日常机动车出行量。

图 2 十一运会特殊车辆专用车道

Fig.2 Exclusive lanes for special vehicles during
the 11th National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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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开幕式交通管制区域

Fig.3 Scope of traffic control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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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开幕式期间临时放假。

由济南市政府办公室下发通知，要求10月16

日下午济南辖区内机关、事业单位(包括学校)放

假半日，将城市工作、生活出行晚高峰时间调整

至中午，降低开幕式入场时段城市交通压力。

③特定区域实施交通管制。

对交通管制区以及经十路贵宾通道实施交通

管制，见图 7，管制时间为 16日 13时至开幕式结

束观众疏散完毕。

3) 以供定需策略。

针对奥体中心周边地区交通资源的有限性以

及需求弹性，实施以供定需的组织策略，以供给

约束需求，引导公交方式出行。具体措施包括：

①在最便利的位置提供公交服务，提高公共交通

可达性，引导公交出行。临时区间公交线路直接

进入控制区，在场馆出入口附近停靠，而社会车

辆停车场均位于2 km范围之外，使到达场馆的距

离远超过一般步行范围。②在临时区间公交换乘

车站设置临时P+R设施，使小汽车换乘公交更加

便利。③观众凭票免费乘坐公交，节约出行成本。

3 实施效果

1) 开幕式交通在预期时间内安全、快速实现

集散。开幕式的安全要求是第一位的，交通组织

策略顺利实施的关键在于组织方案服从、服务于

安保策略。从散场至观众全部疏散出封闭区范围

用时 50 min；从散场至观众全部乘车或步行离开

奥体中心地区用时60 min，达到了预期目标。

2) 开幕式交通集散中公交占绝对优势。针对

开幕式入场、散场两个时段的交通方式进行跟踪

调查，见表 1[4]。入场阶段主要调查持票入场观

众，高达 86%的观众乘坐公共交通到达奥体中

心，其中 58%的观众乘坐临时区间公交；散场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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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开幕式新开通公交线路

Fig.4 New bus routes for the opening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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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调查对象包括场内观众以及场外无票游客。

46%的客流乘坐临时区间公交离开奥体中心，大

客车运送团体票客流占总客流的 21%，步行客流

占17%。

3) 交通管制措施保证客流平稳、顺利疏散。

交通管制措施极大地减少了奥体中心周边的道路

交通量，开幕式 21:30—23:30，奥体中心周边道

路疏散的交通总量仅为 5 320 pcu，旅游路和经十

路共分担了 77%的车流量，是最主要的交通疏散

通道。

4) 临时区间公交线路运营效率高。散场阶段

临时区间公交平均运行速度达 25 km·h-1，平均载

客量接近 50人·车-1(满载人数为 63人·车-1)，特别

是开幕式刚散场时，临时区间公交车辆几乎呈爆

洪家楼方向

动物园方向营市街方向

动物园方向

营市街方向

重汽技术中心方向

1

2

3 4 5

6

78

临时停车场

绕奥体中心卸客流线

各方向进场路径

图 5 开幕式入场阶段临时区间公交线路走向与停车场

Fig.5 Temporary bus routes and parking lots for traffic to the opening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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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向退场路径

图 6 开幕式散场阶段临时区间公交线路走向

Fig.6 Temporary bus routes for exiting traffic after the opening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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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状态，而临近疏散完毕时，其载客量较少，甚

至出现了大量空车，载客量不均衡表明，观众宁

愿忍受拥挤也想早些回家。

5) 交通服务供给适度大于需求。开幕式交通

组织坚持“以供定需”，对于鼓励的交通方式，尽

可能增加供给，保障弹性；对于约束的交通方

式，尽可能降低需求，确保交通设施供大于求，

但是需要把握安全系数的大小。如开幕式期间交

通管制区内停车泊位平均利用率仅为 47%；临时

区间公交的配车数量为1 300辆，而实际运送乘客

的车辆仅为634辆。

6) 交通组织策略的贯彻离不开交通警力的精

密部署与恪尽职守。开幕式期间共部署执勤民警

1 650余名，按照“统一领导、集中指挥、分工负

责、整体作战”的原则，以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

为中心，由内向外分别设置交通安保封闭区、交

通安保管制区、交通安保控制区、交通安保分流

区和外围疏导点，分层次、分区域、分级别、分

时段、全方位落实各项交通安保措施[5]。

7) 交通组织策略的宣传以及前期演练是确保

顺利实施的关键。奥体中心为新建场馆，首次投

入使用承载全运会，观众对周围的道路交通服务

不熟悉，利用 2009年 6月 6日“欢乐中国行”大

型演唱会和 6 次开闭幕式模拟演练、彩排、预

演，进行交通组织工作演练，全面检查交通组织方

案以及突发事件交通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严密性。

8) 观众对交通组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观

众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观众对开幕式整体交

通服务质量的满意率达 90%，其中非常满意的观

众占 58%以上。有 92%的人对从奥体中心入口到

乘车点的交通标志引导感到满意，其中有 64%的

人非常满意。

4 结语

十一运会开幕式交通组织经验表明，应以公

共交通为主要运载工具组织类似大型活动的交通

集散。在坚持安保第一原则的基础上，需要准确

预测客流规模，谋划交通供给，干预交通需求，

以设施供给确定交通需求结构，引导出行方式向

公共交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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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方式

入场比例

散场比例

BRT

11.13

常规公交

17.50

临时区间公交

57.65

46.17

大巴

3.58

20.61

出租汽车

0.99

小汽车

6.76

7.38

步行

0.40

17.18

其他

0.60

中巴

1.39

8.66

表 1 开幕式交通方式构成

Tab.1 Various travel options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

54

管制道路

通行道路

管制区域

图 7 交通管制区与管制道路

Fig.7 Roads within traffic control ar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