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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赛事专用道路网络是保障大型体育赛事活动交通参与者出行时间可靠性和便利性的有效措

施，也是国内外的惯例做法。通过梳理大型体育赛事专用道路设置的具体做法，明确赛事专用道路

的规划原则。提出赛事专用道路网络规划的一般步骤和方法：服务对象分析、起讫点区位分析、路

径选择、设置类型选择、仿真评估、方案优化调整，并提出运营管理中需要考虑的要点。应在确保

满足赛事需求的同时，避免过多干扰城市公共交通及社会交通的运行；同时做好与城市公交专用车

道的协同融合管理以及赛事专用道路启用时间的灵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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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signated road network can effectively ensure travel reliability and convenience at major

sports events, which is comm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By reviewing the practice in different major

sports event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lanning principles of designated road network. The planning

method for the designated road network is proposed, which includes the service objects analysis, travel

origin and destination analysis, route selection, roadway type selection, simulation evaluation, and de-

sign op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Key points that need to be considered in operation management are

also discussed.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designated road network planning needs to meet the event

demand while avoiding excessive disturbance to urban public transit and normal city traffic. It is im-

portant to promote integrated management on exclusive bus lanes and designated routes on urban road-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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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由于有严格的赛程和转播时间要求，大

型体育赛事各参与方对出行时间要求较高，

一般要求交通服务在固定时间内将赛事参与

客户群从指定地点运输至相应的场馆。近年

来中国大型体育赛事均由大城市承办，且竞

赛场馆和居住地点往往分布在城市中的多个

区域。随着大城市交通拥堵情况的加剧，在

短时间内将客户群运送至场馆的要求对交通

系统提出较大挑战。因此，赛事主办组织往

往要求举办城市承诺保证各主要客户群体出

行的快捷、舒适、安全、可靠，为他们提供

独立于城市日常交通的快速通道，以便为其

提供优先通行权，保证服务质量。为解决这

一问题，各届赛事组委会和主办城市开始设

置赛事专用道路以满足各客户群的交通服务

要求。

大型体育赛事交通组织研究在中国随着

各种赛事活动的举办而兴起，尤其是 2008

大型体育赛事专用道路网络规划方法大型体育赛事专用道路网络规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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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北京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 (以下简称

“奥运会”)时，大量学者参与到交通规划和

交通组织研究中来，形成了很多可供参考的

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但在大型体育赛事专

用道路网络规划和实践方面，相关经验较

少，仅文献[1-4]在大型赛事专用车道规划

建模方面提出了理论研究；文献[5]提出要按

照需求预测、方案制定和方案评价等三个步

骤制订奥林匹克公园区域、奥运专用道路网

络以及城市交通系统三个层次的规划；文献

[6-7]在介绍北京奥运仿真系统时提到其应

用包含了对专用道路网络方案仿真和评估；

文献[8]则在对中国各大型体育赛事期间采用

城市交通管理对策进行归纳时提到各城市均

有设置专用道路的做法。因此，有必要对大

型体育赛事专用道路网络的规划和评估方

法、考虑因素等进行分析归纳。

11 专用道路设置的目的及意义专用道路设置的目的及意义

专用道路已经逐渐成为大型体育赛事活

动所常用的一项交通保障措施，各项赛事

活动在筹办期间往往将设置专用道路作为

一项惯例做法，诸如奥运会这样的国际体

育盛事更是将专用车道的施划写进了《奥林

匹克交通指南》 (Olympic Games Guide on

Transport)中，认为依靠专用车道保障可靠的

行程时间是奥运会成功举办的关键。为了能

够申办成功，很多城市在申办时会提出设置

专用道路的措施以避免城市内的交通拥堵、

确保行程时间，因此设置专用道路也是在最

大限度兑现申办承诺中的专用车道施划和行

程时间。

专用道路将各场馆、枢纽、主要驻地等

连接起来，在特定的时段内独立于日常城市

交通环境。专用道路的设置为赛事参与者提

供优先通行通道，保证主要客户群体，尤其

是运动员及随队官员、技术官员、媒体、贵

宾等能够快速、便利地抵达竞赛场馆，不受

城市日常交通拥堵的影响，减少各种原因引

起的延误，确保赛事交通效率及客户群出行

时间可靠性。

22 专用道路设置实例专用道路设置实例

22..11 覆盖范围及规模覆盖范围及规模

自 2008 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以来，中国

各大城市陆续承办了多次大型体育赛事活

动，均设置了专用道路。纵观国际上近几届

奥运会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以下简称

“冬奥会”)，专用道路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

一类交通保障措施。赛事专用道路网络的主

要作用是为赛事交通提供路权保障，因此专

用道路网络应尽量覆盖赛事相关区域，包括

竞赛和非竞赛场馆、赛事服务场所、赛事官

方签约酒店等。考虑到赛事相关场所分布广

泛，奥运专用道路网难以覆盖全部注册酒

店，一般重点满足跨赛区出行需要及主要竞

赛和非竞赛场馆之间的联络需求。图 1展示

了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专用道路网络图，以

二环路快速路、四环路快速路、五环路快速

路、长安街、北中轴路、北部放射线高速公

路等为主体，全长 286 km[9]。2010年广州亚

洲运动会(以下简称“亚运会”)也仿照北京

奥运会，在连接总部饭店、亚运城、白云国

际机场以及奥林匹克中心、天河体育中心、

大学城等主要场馆群的道路中设置亚运专用

道路。

专用道路网络规模的影响因素众多，最

主要的是赛区及场馆区位分布。具有联系密

切的多个赛区以及赛区之间距离较远会大大

增加专用道路网络的长度，场馆分布紧凑则

会大大降低专用道路网络规模。

22..22 设置类型设置类型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专用道路网络全部为

专用车道[9]。2010年广州亚运会拓展了专用

道路网络的类型，提出了由四类道路构成的

亚运道路网络：1)亚运专用道路，除了亚运

交通车辆，其他车辆一律不得通行；2)亚运

衔接道路，除在道路两侧必须借道出入的交

通外，禁止其他非亚运交通车辆占道，其主

要目的是保障从专用道路疏散出来的车辆和

人流能够迅速抵达亚运集散道路和地铁、轻

轨车站；3)亚运集散道路，在道路的两个方

向上，各设置1~2条亚运交通专用车道，目

的是保证亚运交通能够快速地疏散到全市乃

至珠三角各地，这类道路一般都是高速公路

或快速路；4)亚运优先道路。在道路的两个

方向上，各设置 1条亚运公交专用车道，保

证观众能够乘坐公共汽车快速抵离比赛场

馆 [11]。2011年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以下

简称“大运会”)对专用道路划分了不同的

等级，13条使用频繁道路为专用道路；使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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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的高速公路等道路设置绿色通道；将使

用较少的连接比赛、训练场馆、设施的道路

设为连接路线[12]。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也对专用道路网络

的内涵做了适当拓展，主要包括两种：24 h

奥运专用车道和 24 h 禁止停车及左转路。

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道路网络虽然只包含了

专用车道一种设置形式，但其允许赛时开设

的 15条奥运公交专线通行。2018年平昌冬

奥会则对专用道路的设置形式进一步创新，

提出将共享道路和备用道路纳入奥运道路网

络范畴中[13]。

经验表明，在大型体育赛事中设置专用

道路网络已成为国际惯例，并且其内涵越来

越丰富，设置形式也逐渐趋于多种多样。根

据在整体道路网络中的作用，可将不同路段

设置为不同形式，包括专用路、专用车道、

共享道路、禁停道路、管制道路、绕行道路

等(见表1)。

22..33 通行原则通行原则

大型体育赛事专用道路的通行权限取决

于是否持有赛事专用车证，但并非所有持证

车辆都可在赛事专用道路上行驶，如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专用车道允许持有北京奥组委

核发的专用证件的车辆行驶，但不含临时车

证和场馆外围车证，其中场馆外围车证包含

出租汽车车证及向管控区内单位和居民分发

的车证[14]。另外，部分赛事会将赛事公交专

线纳入整个赛事交通的一部分，发放车证允

许其通行专用道路网络，尤其是针对山地赛

区所设置的赛事公交专线。如果可行，赛事

专用道路应尽量避免用于城市日常公共交

通，但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公共交通也经常

需要占用赛事专用路或车道中的部分路段，

如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的城市赛区专用道路。

33 赛事专用道路网络规划方法赛事专用道路网络规划方法

33..11 规划原则规划原则

1）按需设置：依据需求在有必要的路

段设置，根据需求程度选择不同的设置形

式，并精准设计赛事专用道路网的使用日期
43

图1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专用道路网络图

Fig.1 Designated road network in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资料来源：文献[10]。

北

奥运会比赛场馆
奥运会独立训练场馆
奥运会配套设施
2008年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奥运常备路线
奥运训练路线
城市其他道路
距天安门距离

30 km25 km20 km15 km10 km5 km2 km

表1 大型体育赛事专用道路网络类型汇总

Tab.1 Types of designated road network for major sports events

赛事

2008年北京奥运会

2010年广州亚运会

2011年深圳大运会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

2014年索契冬奥会

2018年平昌冬奥会

专用道路网络类型

奥运专用车道

亚运专用道路、亚运衔接道路、亚运集散道路、亚运优
先道路

大运专用道路、大运绿色通道、大运连接路线

24 h奥运专用车道、24 h禁止停车及左转路

冬奥专用车道

冬奥专用车道、共享道路、备用道路

资料来源：根据各届大型体育赛事交通规划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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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时刻。针对残疾人运动会，应按照残疾人

赛事需求及竞赛项目和场馆住地情况对专用

道路网进行相应调整。

2）连续成网：通过不同的设置形式连

接竞赛及非竞赛场馆、交通枢纽等赛事相关

重点基础设施，并注意连续设置、形成网

络，注意在交叉口及起始点的连续设置方

式，避免出现衔接空白或关键节点拥堵。

3）归一原则：在不影响整体效率的前

提下，设置集中通道，尽量将不同起讫点的

离散需求归集到统一的路径，节约道路资

源，减少专用网络占用的道路或车道，尽量

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

4） 安全为先：设置形式、设置位置、

设置方法等要减少冲突，还要充分考虑不同

季节、山区道路等所面临的恶劣天气、地质

灾害及各种突发事件可能性设置备用路线，

以提升专用道路网络应急及安全韧性，保证

专用道路网络的通行安全。

33..22 初步方案规划步骤及方法初步方案规划步骤及方法

赛事专用道路网络虽然是在短期内使

用，但其规划基本方法与传统城市公共交通

专用通道规划类似，均需要综合考虑城市道

路资源，按照多种形式一体化网络布局要

求，以路径连接主要起讫点或客流集散点来

编织网络[15]，形成合理的网络规划方案。不

同之处在于，赛事专用道路网络的首要目标

是在尽量减少对城市交通影响的基础上，确

保满足不同客户群的出行时间要求，而不是

优先考虑客流量。

33..22..11 分类分析服务对象分类分析服务对象

赛事专用道路的服务对象主要包括贵宾

(奥运大家庭成员)、运动员、技术官员、新

闻和转播媒体、赞助商、服务和后勤支持等

客户群体。主要群体对赛事专用道路的交通

需求如下：

1）运动员及随队官员。比赛运动员在

交通系统中享有最高的优先权，任何一次大

型赛事的交通保障工作都应该以运动员为核

心。在运动员村和所有竞赛场馆之间要有可

靠的交通保障，根据阶段不同，运动员的出

行需求会有所变化。赛前主要是抵离口岸到

运动员村、运动员村往来各竞赛场馆；比赛

期间主要是往来于运动员村和各竞赛、训练

场馆；赛后则主要是往来于运动员村和抵离

口岸之间。一般由赛事组委会提供运动员班

车服务。

2）技术官员。技术官员是比赛得以进

行的另一重要群体，也是赛事专用道路的另

一服务对象。技术官员一般居住在技术官员

村或一些零散的注册酒店中，赛时主要出行

是往来于居住地与对应竞赛项目的场馆。一

般会由赛事组委会提供班车或根据人数多少

提供不同车型的集体乘车服务。

3）注册媒体。注册媒体使用赛事专用

道路的车辆类别包括媒体班车、转播商班

车、转播车、分配或租用的媒体小汽车等。

媒体主要往来于住地、竞赛场馆及新闻中心

之间，是出行较为复杂多样的客户群体。

4）贵宾。用户类型多样，包括国际政

要、国内政要、奥运大家庭成员(包括赛事

主办团体官员、赛事组委会官员、各国家代

表团官员、单项体育联合会官员)等。这些

贵宾的分配用车都可以使用赛事专用道路。

服务的路线随意性较强，但在不同时段各有

重点，赛前主要是从抵离口岸至居住酒店；

比赛期间主要是从居住酒店至竞赛场馆；赛

后主要是往来于酒店和抵离口岸之间；会议

活动期间，往来于酒店、场馆和活动现场

之间。

5）赞助商。使用赛事专用道路的赞助

商分为两类：一类是赞助商工作人员，乘坐

工作人员班车或使用小汽车，主要出行为往

返于居住地和竞赛场馆之间；一类为赞助商

宾客，主要出行为集体从居住酒店乘车前往

竞赛场馆观赛。

33..22..22 系统研究系统研究ODOD区位确定网络覆盖范围区位确定网络覆盖范围

专用道路服务对象的出行需求起讫点

(Origins and Destinations，OD)主要为竞赛及

非竞赛场馆和赛事官方住地等交通服务场

所，应对交通服务场所的整体布局、具体位

置进行分析，确定专用道路网络覆盖范围。

交通服务场所具体包括竞赛场馆、训练场

馆、非竞赛场馆，抵离机场、服务于赛事的

火车站等交通枢纽，还包括运动员村，技术

官员、媒体工作人员和贵宾的官方住地酒

店等。

33..22..33 分层次逐步选择路径搭建网络分层次逐步选择路径搭建网络

将需求划分层次，以运动员、技术官

员、注册媒体、贵宾、赞助商的优先顺序，

逐步构建出行路径网络。运动员作为最高优

先级的保障对象，其住地至各竞赛场馆通行

路径是整个赛事专用道路网络的骨干，在此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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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依次对其他客户群体出行OD之间的

行驶路径进行选择，并叠加至运动员出行路

径所形成的骨干路线上，再与机场等城市外

围枢纽的连接通道和赛区之间的跨赛区通道

相衔接，形成完整的赛事专用道路网络。

在进行路径选择时，除遵循路径尽量归

集的规划原则外，还应考虑如下因素：

1）尽量选择高等级道路。优先在封闭

性、连通性较好的城市高等级道路上设置，

这样的道路往往具有多条车道，选择其中一

条车道作为赛事专用，既能更好地满足客户

群通行时间和安全性要求，又留有其他车道

供社会车辆通行，对社会交通影响较小。

2）尽量选择最短路径。城市道路网络

四通八达，往往有多条通行路径可供选择，

进行赛事专用道路网络规划时，在考虑多对

零散OD尽可能归集的前提下，应尽量使得

整体路径最短、系统最优。

3）避开城市主要公共交通走廊。以北

京市为例，三环路快速路全线施划公交专用

车道，是非常重要的客流通勤走廊，若占用

该道路的一条车道作为赛事专用，对城市客

流影响较大，因此，往往会避开三环路快速

路，选择二环路或四环路快速路作为赛事专

用车道。

同时，应结合赛事举办城市交通实际运

行情况，综合平衡上述原则合理进行规划。

几个考虑因素之间不存在优先级，当发生冲

突时，优先满足顺序应视城市交通运行具体

情况确定。

33..22..44 按需选择专用道路设置类型按需选择专用道路设置类型

专用道路网络主要为赛事运动员、技术

官员、媒体及奥运大家庭成员等赛事参与利

益相关方车辆提供服务。这些利益相关群体

出行需求预测分析涉及众多因素，根据各赛

事惯例、场馆座席分配及交通服务安排等因

素，可基本确定各场馆、各服务群体在赛事

期间每天分时段的交通产生和吸引量，并将

上述交通量在所选路径上进行分配，具体流

程如图 2所示。由于这些群体在比赛以外的

其他活动有相当的随机性，还需要根据以往

经验对专用道路网络交通量进行估算修正。

最后，结合所选路径的道路条件以及通行需

求，针对不同的路段选择适宜的设置类型，

由一种或多种形式的专用道路共同组成赛事

专用道路网络。

1）专用路。某特定区域范围内某些道

路在赛事期间进行交通管制，道路的所有车

道均供赛事车辆专用，一般设置在场馆集中

且赛事交通需求较大的区域。通行车辆需持

有赛事通行许可车证，并向道路沿线企业及

居民发放赛时临时通行车证。例如，北京

2008年奥林匹克公园核心区内部道路。

2）一般专用车道。某些道路上的一条

车道在赛事期间作为专用车道，仅供持证车

辆通行，其他车道不受影响。多设置在没有

公交专用车道的城市快速路、主干路或高速

公路上，是最为常见的设置类型。

3）共享专用车道。某些道路上允许与

其他特定类型车辆共同使用。一般会考虑公

共汽车、高承载率车辆或其他有特殊要求的

车辆。此类专用车道多设置在长距离或跨区

域的联系道路上，或在城市道路中必须占用

公共交通走廊时，为不对公共交通造成过多

干扰而允许其共享。例如，2014年南京青年

奥运会允许 20座以上大客车和校车共享使

用奥运专用车道，2018年平昌冬奥会允许 9

座以上客车共享跨赛区奥运专用车道。

4）优先专用道路。即某些道路不设置

长时间管制措施，但在必要时由交通警察协

助临时管理秩序或借由信号设备的改善升

级，优先让拥有通行许可车证的车辆通行。

对于某些居住酒店不集中区域、交通需求不

高路段或道路条件较差的赛事相关设施的周

边区域，均可考虑这类形式。例如，2011年

深圳大运会的绿色通道。

5）限时(可变)专用车道。在一定时段内

允许其他车辆共同使用的车道，一般设置在

各客户群场馆需求

赛程安排

场馆产生及吸引交通量

场馆车位数量

不同客户群抵离
场馆时间规律

场馆座席分配

班车服务计划

动态OD矩阵

住地安排

第1时段不同专

路径选择

第2时段不同专
第 n 时段不同专
用道路交通量

图2 赛事专用道需求预测流程

Fig.2 Procedure for travel demand forecasting on event designate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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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赛事专用车队通行时间相对固定且双向两车

道的城市道路或公路，以及作为备选线路的

道路上。在备用路线上设置可变专用车道，

一旦常规路线出现应急情况，及时启用备用

线路和可变专用车道。

33..22..55 最优化确定专用车道设置位置最优化确定专用车道设置位置

为减少社会车辆进出干扰和公共汽车停

靠站影响，赛事专用车道一般选择设置在最

内侧车道。当设置在该路段上的专用车道起

终点间隔过短，可考虑设置在最外侧车道，

以避免赛事车辆进出专用车道频繁变道对社

会交通的影响。

33..33 仿真评估及优化调整仿真评估及优化调整

33..33..11 评估目的评估目的

采用宏观交通模型和微观仿真软件对赛

事专用道路网络规划初步方案的运行情况及

对城市交通影响情况进行动态模拟，通过定

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多方案比选、

规划方案优化及交通管控策略的可行性分

析，以期在保证赛事交通服务水平的前提下

尽量减少对城市交通的影响。评估的具体目

的包括：

1）评估方案能否满足各类赛事客户群

出行服务要求，是否为最优方案；

2）评估在满足赛事交通服务要求的同

时，能否尽可能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

3）评估专用道路网络各主要路段和节

点的通行状况，并对其中容易拥堵的地点提

出相应改善建议；

4）通过仿真模拟，为专用道路的交通

组织和管理等具体方案措施提供理论依据和

建议，同时为赛时城市交通组织和管理政策

提供辅助决策[9]。

33..33..22 评估指标评估指标

专用道路网络评价指标及含义详见表

2，从路网、路段和节点三个层面，专用道

路服务水平和对社会交通影响两个角度开展

评估。

1）路网层面评估。选择不同客户群行

程时间、专用道路网总负荷度两个指标来评

估专用道路网络总体服务能力及负荷，以评

估专用道路本身的运行效率是否满足赛事要

求。选择社会交通路网总负荷度指标评价专

用道路设置后对城市整体交通的影响。

2）路段层面评估。采用专用道路路段

平均车速、专用道路路段负荷度指标评估各

专用道路的赛时运行情况。采用相邻社会车

道及平行道路的道路负荷度指标评估专用道

路设置后对社会交通的影响。

3）节点层面评估。采用专用道路网关

键节点延误水平指标评估专用道路各出入口

及平面交叉口的运行情况。

33..33..33 方案优化调整方案优化调整

1）结合评估结果，对方案进行优化调

整及多方案比选。①若客户群行程时间不满

足申办承诺及要求，可通过调整路径或减少

节点延误对方案进行优化。②若某些专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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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专用道路网络评价指标

Tab.2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designated road network

指标名称

客户群行程时间

专用道路网总负荷度

社会交通路网总负荷度

专用道路路段平均车速

专用道路路段负荷度

相邻社会车道、平行
道路负荷度

专用道路网关键节点
延误水平

指标含义

各主要客户群从住地至场馆及场馆
之间的行程时间

专用道路网络中各路段平均负荷度

专用道路设置前后各路段社会交通
平均负荷度变化情况

车辆在专用道路上行驶的平均车速

高峰小时赛事交通需求分配到各专
用道路上的流量与其通行能力之比

高峰小时社会高峰交通量分配到路
网中，各路段流量与预期通行能力

之比

赛事服务车辆在各节点(专用道路与
社会道路连接出入口以及专用道路网
络各平面交叉口)的平均总延误时间

评价标准

申办承诺及要求

各城市结合实际情况确定，
一般不超过0.75，保持C级

以上服务水平

各城市结合实际情况确定，
一般不超过0.75

申办承诺及保障行程时间

各城市结合实际情况确定，
一般不超过0.75

各城市结合实际情况确定，
一般不超过0.75

保持C级以上服务水平

评价角度

专用道路运行服务
水平及效率

专用道路运行服务
水平及效率

对社会交通的影响

专用道路运行服务
水平及效率

专用道路运行服务
水平及效率

对社会交通的影响

专用道路网络
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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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路段负荷度过高，则需通过扩大专用道路

通行能力或减少该专用道路路段负荷交通量

进行调整，一般采用在专用道路网络中增加

平行道路分流的方式对方案进行优化。③若

有多条道路可实现相同功能，应综合考虑几

种方案对社会交通的影响以及不同方案道路

负荷度，选择最优方案。若社会交通在某些

路段的负荷度较高，则需选择其他可替代路

径优化方案。

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专用车道规划过

程中，通过仿真评估发现中轴路专用车道压

力较大，提出了增加京藏高速公路的改进

建议[9]。

2）结合评估结果，提出赛事交通组织

建议及社会交通组织和管控意见。①若关键

节点延误水平较大，应对相应节点进行交通

疏导和管控，并细化专用道路在节点处的设

置形式。②若社会交通路网总负荷度过高，

可提出在赛事期间采取大范围社会交通管控

政策的建议。

33..44 运行管理要点运行管理要点

1）与城市公交专用车道协同融合管理。

近年来随着公交优先发展理念的深入人

心，各城市纷纷设置公交专用车道以保障公

共汽车路权。在赛事专用道路网络规划时，

不可避免会出现两种专用车道在相同道路上

同时存在的情况。如何处理这种关系，需从

多个角度系统综合衡量：一是考虑两种专用

车道的设置位置，若均设置在最内侧车道，

在确保公共汽车行驶速度和停靠站不对赛事

车辆造成较大干扰的前提下，可设置共享专

用车道，允许公共汽车及赛事专用车辆共同

使用；若公交专用车道在最外侧车道，赛事

专用车道在最内侧车道，则建议在赛事期间

暂停使用公交专用车道，允许社会车辆通

行。二是考虑公交专用车道上的公共汽车流

量，若流量较高宜保留其专用性质，引导社

会车辆绕行其他道路。

2）专用道路启用时段的灵活运行管理。

为最大限度减少对城市交通的影响，除

了专用道路的类型选择要适宜之外，还可在

使用时段上灵活管理。结合每日不同场馆赛

程起止时间及各客户群车辆抵离场馆的时间

规律，可基本确定各专用道路的启用起止时

间，而无须全程不间断启用。需要注意的

是，专用道路起止时间应尽可能保持一定的

相对长期稳定性，过于多变的起止时间往往

会对公众产生困扰。

44 结语结语

专用道路网络规划只是大型体育赛事专

用道路设置工作的第一步，后续还应开展详

细设计以便指导施划工作，并配套完善相关

的标志标线设计及通行管理政策。后续工作

应注意赛事专用道路在起点、终点及平面交

叉口等关键节点设计合理、减少交织冲突，

充分考虑经济性和适用性合理选择施划涂

料，科学合理地安排施工周期，以及清晰明

了地设计标志标线和通行管理政策，确保赛

时各参与方能够便捷地使用专用道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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