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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型体育赛事场馆交通设施规划及交通组织是保障赛时场馆运行的关键环节。以奥运场馆为

例，总结场馆端交通设施规划流程、方法及交通组织经验。围绕大型赛事期间不同利益群体在场馆

端的交通服务需求，系统地总结了赛时场馆端的交通设施类型、布设位置要求及布设基本原则；在

此基础上，阐述了场馆交通设施规划流程及方法。最后以城市独立场馆、山地场馆和场馆群为对

象，分析了三类场馆的交通组织挑战和交通组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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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planning and traffic organization of major sports events are the keys

to guarantee the operation of venues during the competitions. Taking the Olympic venue as an exam-

pl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lanning process, methods, and traffic organization experience in ven-

ues. Focusing on the transportation service demand of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the paper systematical-

ly summarizes the types, layout location requirements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facilities at the venues

during major events. On this basis, the planning process and methods of venue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are described. Finally, taking urban independent venues, mountain venues, and venue clusters as exam-

ple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traffic organization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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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大型赛事交通规划是由很多互相关联的

专项规划构成的一个系统，场馆交通设施和

交通组织规划是大型赛事的专项规划[1]，与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规划、赛事服务的其他专

项规划、安保规划等存在相互制约、相互反

馈的关系，是场馆交通运行规划的基础和

支撑。

场馆设施及服务的成功规划、设计、运

行是大型赛事能否取得成功的根本，并与赛

事主办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赛会遗产等息息

相关。大型赛事交通设施规划及总体交通组

织策略需兼顾场馆的赛后长远使用以及赛事

临时需求的双重特性，制定长远交通组织策

略及临时措施[2]，保障赛事场馆端交通和谐

运转。

国内外大型赛事交通规划研究及实践多

集中在赛事期间城市层面或场馆外围的交通

规划及组织，场馆端交通设施规划与交通组

织研究主要集中在场馆周边服务持票观众的

公共交通站点、公交场站、行人过街设施、

大型体育赛事场馆交通设施规划及交通组织大型体育赛事场馆交通设施规划及交通组织
———以奥运场馆为例—以奥运场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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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体育赛事场馆交通设施规划及交通组织大型体育赛事场馆交通设施规划及交通组织
———以奥运场馆为例—以奥运场馆为例

出租汽车停靠点等临时交通设施规划研

究[3]，场馆车辆交通组织与仿真[3-4]，场馆交

通需求预测[2-5]等。

场馆范围内的交通设施供需关系在大型

赛事期间往往面临严峻的考验，一方面需要

满足各利益相关方的服务标准，另一方面面

临场馆端有限的交通设施资源，因此需要在

场馆交通设施规划及组织层面进行资源的均

衡分配。本文聚焦大型赛事的交通基础设施

规划及交通组织，围绕大型赛事期间不同利

益相关群体在场馆端的交通服务需求，阐述

场馆端的交通设施类型、布设原则、交通规

划流程与方法、不同类型场馆的交通组织策

略等。

11 大型赛事场馆端交通设施及布设原则大型赛事场馆端交通设施及布设原则

大型赛事场馆依据交通管理与安保政

策，通常划分为“交通控制线、场馆线、安

保线”三个圈层。对应圈层划分，场馆端需

提供分层次的交通服务[6]，因此场馆端的交

通设施规划和交通组织均需围绕分层次的交

通服务开展。无论是竞赛场馆，还是非竞赛

场馆，所有场馆均应视为交通系统的锚点，

需要在不变的框架内制定各场馆的交通服务

计划。

11..11 场馆端交通设施类型及交通代码场馆端交通设施类型及交通代码

场馆端交通设施按照服务对象，分为服

务于观众和工作人员(含志愿者)的公共交通

服务设施，服务注册人群的交通服务设施。

奥运类大型体育赛事包括的注册人群为：运

动员及随队官员、技术官员、奥林匹克大家

庭、注册媒体、市场开发合作伙伴等。公共

交通(含专线公交)线路、注册人员交通系统

线路规划是场馆运行规划重点解决的问题，

场馆交通设施规划主要确定场馆端各类交通

服务的上落客设施、停车设施、安检设施和

排队设施，以及围绕这些设施制定的交通组

织方案中需要增设的临时设施。上落客区及

停车位针对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场馆端通过

设施代码进行区分。以近几届的奥运会为

例，说明场馆端交通设施类型、设施在交通

图中的颜色及代码。表 1和表 2为一般大型

赛事场馆端基本的停车类型和上落客车位类

型，在具体的大型赛事中，各场馆可根据实

际情况在表1和表2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应用。

11..22 场馆端交通设施布设位置的基本要求场馆端交通设施布设位置的基本要求

各类客户群所需提供的交通服务类型以

及交通服务在场馆端的设置位置均有不同，

表 3以奥运会为例 [7]，说明大型赛事服务群

体以及对应的交通设施布设位置。

11..33 场馆端交通设施布置基本原则场馆端交通设施布置基本原则

场馆端各类交通设施的布置与场馆功能

分区以及场馆交通线、安保线息息相关。各

竞赛场馆根据功能区可划分为：1)竞赛场地

(FOP)，各大项比赛的举办地点；2)场馆运

行区(BOH)，即后院区，只有注册的利益相

关方才能在其中活动的区域；3)公共活动区

(FOH)，即前院区，持票观众在其中活动，

表1 场馆端停车区车辆类型及交通代码

Tab.1 Vehicle types and traffic codes of venues parking lots

停车区车辆类型

要人及其护卫车辆

奥林匹克大家庭T1/T2车辆

国家和地区奥委会(NOC)分配车辆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或技术代表分配车辆

国际奥林匹克摄影队或场馆关键运行车辆

电子新闻采集或转播媒体分配车

其他收费卡车辆或场馆运行车辆

市场开发合作伙伴/青年营/观察员车辆

临时准入车辆

安保和应急车辆(警车、消防、救护)

颜色

黄色

紫色

深蓝色

浅蓝色

红色

绿色

白色

粉色

灰色

黑色

交通代码

P1

P2

P3(NOC)

P3(IF)

P4

P5

P6

P7

P8

PX

表2 场馆端上落客车位功能及交通代码

Tab.2 Function and traffic code of boarding and alighting at venues

上落客车位功能

运动员交通系统上落客车位

技术官员交通系统上落客车位

注册媒体交通系统上落客车位

国际/国家奥林匹克摄影队上落客车位

转播媒体专用直达交通系统上落客车位

电子新闻采集上落客车位

工作人员交通系统上落客车位

奥林匹克大家庭T1/T2交通系统上落客车位

奥林匹克大家庭T3交通系统上落客车位

市场开发合作伙伴上落客车位

观众交通系统上落客车位

交通代码

TA

TF

TM

PHP

DDS

ENG

TW

T1/T2

T3

MPCP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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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的利益相关方也可以使用。

图 1表示场馆端交通设施布置的基本原

则[8]，涉及场馆分区、交通管制分层以及交

通设施布设，其中TCF(Traffic Control Filter)

为交通控制过滤器， PCP(Vehicle Permit

Check Point) 为车辆验证点， ACP(Access

Control Point) 为人员进出控制点， PSA

(Pedestrian Screening Area)为人员安检区，

VSA(Vehicle Screening Area)为人车同检区，

EE(Express Entry)为快检/免检通道。不同类

型的停车和上落客车位等交通设施主要围绕

交通管控圈层分层布设。

在一般大型赛事中，P1，P3(IF)，P4，

TA 四类设施应优先布设在场馆安保线内，

P6，P7，MPCP一般布置在场馆安保线外，

其他停车设施和上落客设施根据场馆交通设

施规模及分布，考虑出入口位置、走行时间

等因素，布设在场馆安保线内外均可。以上

规则可作为调配场馆端停车及上落客车位需

求的原则。

22 场馆端交通设施规划流程及方法场馆端交通设施规划流程及方法

22..11 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

场馆端交通设施规划需要以每个场馆为

规划对象，因地制宜地制定场馆交通设施规

划方案[1]。规划目标是根据赛时场馆运行的

需要，安排永久性或临时性交通设施。设施

规划和交通组织是一个相互反馈的过程，设

施布设的前提是对大型赛事的各类利益相关

方在场馆内的活动进行交通组织规划，根据

服务需求和场地条件确定设施规划方案，在

表3 奥运交通服务群体及其对应的交通设施布设位置

Tab.3 Olympic transportation service groups and locations of corresponding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运动员和随队官员

技术官员

媒体

奥林匹克广播公司

广播及新闻采集/摄影联营

国际奥委会、国家/地区奥委
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市
场开发合作伙伴及媒体(T1-T2)

国际奥委会、国家/地区奥委
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市
场开发合作伙伴

运行工作人员

市场开发合作伙伴

观众及工作人员

所有注册人群

利益相关方 交通服务类型

运动员交通系统

国家/地区奥委会专用车或国家/
地区奥委会收费卡车辆

技术官员交通系统

媒体交通系统

奥林匹克广播公司直达和专用
的交通系统

电子新闻采集/摄影联营专用车

奥运会利益相关方专用车

国际奥委会(T3)交通系统

场馆运行车辆

市场开发合作伙伴客车

观众及工作人员交通系统

出租汽车

场馆内乘车区位置建议

位于运动员入口处的旁边；根据安保原
则，其通常位于安保线内

乘车区(尽可能包括停车区)应尽量靠近运
动员入口

位于技术官员入口处的旁边

尽量靠近媒体入口处

这些车辆并不按时间表运行，因此可能
要求在乘车区内有更长的等候时间，该
区域应规划为运行暂停区

乘车区或停车区应尽量靠近媒体入口
处，电子新闻采集及摄影联营专用停车
区应在其他新闻车辆之前优先考虑

位于奥运会大家庭休息区和看台入口的
旁边

尽可能靠近官方、贵宾、国际奥委会入
口；赛事结束时的车辆呼叫系统相当复
杂，需要为T3和其他专用车辆提供不同
的乘车区

乘车区通常与观众乘车区或公共交通站
点设在同一地点，尽量靠近场馆的工作
人员入口处

市场开发合作伙伴最好有停车区，或至
少要带有暂停区的乘车区，区域位置尽
量靠近场馆入口

乘车区或公共交通站点位于场馆线外围

建议各个场馆在场馆线外围设置出租汽
车乘降点

步行距离建议值

落客区与入口处之间的距离不
超过 30 m

落客区与入口处之间的距离不
超过50 m

落客区与入口处之间的距离不
超过50 m

落客区与入口处之间的距离不
超过50 m

落客区与入口处之间的距离不
超过50 m

落客区与入口处之间的距离不
超过50 m

落客区与入口处之间的距离不
超过50 m

落客区与入口处之间的距离不
超过50 m

落客区与入口处之间的距离不
超过800 m

落客区与入口处之间的距离不
超过1 200 m

落客区与入口处之间的距离不
超过 1 200 m，无障碍车辆的
乘车区与观众入口处之间的距
离不超过200 m

落客区与入口处之间的距离不
超过1 2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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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规划方案确定的基础上对交通组织规划

进行调整。

场馆端交通设施规划的主要原则为：1)满

足各类利益相关方的交通服务标准及无障碍

的需求；2)满足场馆赛时交通组织和应急交

通组织的需求；3)避免场馆交通向城市交通

系统溢出，尽量减少对外部市政道路的交通

影响；4)永久设施和临时设施相结合，综合

赛后场馆的功能、容量等因素，合理安排永

久设施规模；5)场馆前后院区交通设施界限

分明，避免前后院区流线交叉。

22..22 规划依据规划依据

场馆端交通设施规划是以一系列上位规

划为支撑开展的，因此规划需以下列相关规

划或研究为依据：1)申办承诺及主办城市合

同；2)交通服务标准；3)大型赛事期间交通

政策；4)城市交通基础设施规划；5)大型赛

事场馆规划设计方案；6)大型赛事安保规

划；7)大型赛事客户群交通需求预测。

22..33 规划流程及要点规划流程及要点

从大型赛事交通规划体系来说，城市交

通基础设施规划是场馆端交通设施规划的上

位规划，而场馆端交通设施规划是场馆端交

通运行计划制定的依据。场馆端交通设施规

划的主要流程如图2所示。

1）场馆客流需求预测。根据场馆赛程

安排、席位数分配方案、不同竞赛项目单元

下各类利益相关方在场馆端的出行规律等，

对场馆对应赛程日的客流总量、各类利益相

关群体客流量、分时段入散场客流量等进行

需求预测。客流需求预测是交通设施规模测

算的依据。

2）场馆交通设施规模测算。结合场馆

的安保政策、各利益相关方的交通服务方

式、设施服务效率等测算场馆各类交通设施

规模，并根据场馆赛后利用规划方案，区分

永久设施和临时设施规模。

3）场馆交通设施规划方案。根据交通

设施规模测算、交通服务需求、场地条件以

及场馆周边地区交通设施资源等，制定初步

的场馆交通设施规划方案，包括：各类乘车

区分布及规模、各类停车区分布及规模、安

检及排队区规模等。其中，乘车区是场馆内

交通运行的主要区域，需要满足系统或非系

统车辆的运行需要，尽可能为不同类型的车

辆分别提供乘车区。做好乘车区的规划设计

工作，从而确保将车辆及行人的要求都能考

虑在内，是场馆端交通设施规划的关键。

乘车区交通规划方案应实现下列目标：

①尽量避免车辆与行人之间的冲突，如果实

在无法避免，需要在冲突点布设交通指示标

志或安排交通管制人员；②乘车区和车辆驻

屯区分离设置，避免在乘车区内或周边地区

进行车辆调度；③保持乘车区内车流的单向

运行；④上落客区分离设置的场馆，应能保

证上客区和落客区之间有效连通；⑤乘车区

公众活动区

场馆运行区

交通控制制

场馆线

安保线

TS+TW

TCF

PCP

PSA

P1

PCP+PSA/ACP+
VSA, EE

P7

MPCP

TCF
PCPTC

P6

图1 场馆端交通设施布置基本原则

Fig.1 Principles for layout of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at venues

TA

T1/T2

TG
TF

DDS

TM

T3

ENG
PHPPx

P3
IF

P3
NOCP5

P2

P4
竞赛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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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指示标志；⑥乘车区设

计简单灵活的排队系统，保证赛时对排队客

流的有序组织；⑦考虑高峰期与非高峰期乘

车区的灵活运用，以便适应单向运行的需

要；⑧乘车区要区分车辆类型，避免将系统

车辆与非系统车辆，或是班车与小汽车运行

混在一起。在此条件下，需要根据乘车区的

调整情况，核验各利益相关方场馆入口与乘

车区的步行距离是否满足需求。

4）场馆交通组织方案。根据交通设施

规划方案，结合各类利益相关方在场馆区域

的活动规律，制定场馆交通组织方案，并对

服务需求中步行距离等进行校核，如果不满

足需求，则对设施规划方案中乘车区布设进

行调整。受气象等因素影响较大的山地场馆

以及特殊场馆，需重点制定应急交通组织预

案。另外，各场馆交通组织方案需考虑无障

碍设施的规划，服务车辆、场馆上落客车位

和停车位、场馆步行通道等均需预留无障碍

通行条件。

5）场馆交通运行评价。对场馆区域交

通运行状况进行评价，尤其是场馆周边公共

交通站点、场馆安检排队区域、场馆乘车区

(排队区、出入口区域)、场馆入口等重点区

域进行客流仿真模拟和风险识别。

6）编制场馆端交通设施规划和交通组

织方案。在场馆运行评价良好的基础上，确

定最终的场馆交通设施规划和交通组织方案。

33 场馆端总体交通组织策略场馆端总体交通组织策略

大型赛事期间，场馆端的交通呈现“多

源单向汇集、客户群交通服务分层差异性

强、人流车流在有限空间内集中”等特点，

因此需要制定场馆端交通组织策略，满足交

通服务标准、安保管理要求、客户群需求，

并实现场馆端的交通顺畅有序运行。竞赛场

馆根据场馆数量及其交通特点，可分为独立

场馆和场馆群；根据场馆所在区位，可分为

城市场馆和山地场馆。各类场馆的交通组织

差异性较大，因此本文从大型赛事比较常见

的场馆类型着手，分析三类场馆端交通组织

面临的挑战、交通组织策略及相应的案例。

33..11 城市独立场馆交通组织策略城市独立场馆交通组织策略

位于城市建成区的场馆具有良好的外部

交通条件，可利用城市丰富的公共交通资源

解决观众、工作人员等人群的赛时出行问

题。在交通组织层面面临的主要交通挑战有：

1）赛事交通与场馆区域背景交通的重

叠。历届大型赛事经验表明，交通系统面临

的主要问题是突发的高强度客流。在场馆周

边有限的交通资源条件下，需要同时解决单

向集聚的场馆交通需求以及场馆周边通过性

交通。城市场馆与山地场馆相比，这一矛盾

更加突出。

2）场馆端停车资源不足。以首都体育

馆为例，2008年奥运会时，主要利用北侧区

域(现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综合训练馆)设置媒

体、场馆运行团队、其他收费卡车辆、奥林

匹克大家庭T3车辆的停车区，停车位近130

个。2022年冬奥会，首都体育馆将进行短道

速滑及花样滑冰项目的比赛，场馆端面临停

车资源不足的问题。

3）场馆周边缓冲空间不足，导致安检

压力较大。赛事期间，进入场馆后院区的车

辆都需要进行安检，而车辆安检效率低，小

汽车安检效率为 3 min·辆-1。如果场馆周边

缓冲空间不足，车辆和人员就会产生较长的

排队等候时间。

不同竞赛项目各类利益
相关方的活动规律

场馆席位数分配场馆赛程安排

场馆客流需求预测

场馆交通设施规模测算

场馆交通设施规划方案
场馆周边交通
设施资源

场馆交通组织方案

是否符合
服务需求

场馆交通运行评价

运行状态
是否良好

编制场馆端交通设施
规划及交通组织方案

编制场馆端交通运行计划

否

否

是

是

图2 场馆端交通设施规划流程

Fig.2 Planning process of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at ven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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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以上挑战，城市场馆交通组织总体

策略为合乘交通、集约设施。具体策略为：

1） 充分利用公共交通资源。持票观

众、工作人员(含志愿者)等客户群在场馆端

不提供专用交通服务，利用城市现有的轨道

交通车站、公共汽车站实现该类客户群在场

馆端的上落客。

2）注册人群鼓励合乘交通，减少场馆

端小汽车停车位需求。根据场馆端交通设施

布置基本原则，除必须在场馆安保封闭线内

停放的车辆需求外，其他注册人员根据住宿

酒店分布、出行时间等因素，合理规划合乘

班车，在场馆端只上落客，不停车。为解决

集中散场的问题，需在场馆周边设置短时蓄

车位。

3）场馆安保线的灵活调节，严格控制

进入场馆安保线内的车辆数。图3为2018年

平昌冬奥会的场馆之一江陵冰球中心设施分

布示意图 [9]。该场馆周边没有安保缓冲区，

实行了小安保线方案，因此 174个停车位及

28个上落客车位均设置在场馆安保线外，所

有人员通过人员安检设施进入场馆。另外，

平昌冬奥会期间推行合乘交通，将一部分

T3小汽车整合成T3巴士，大大降低了T3小

汽车在场馆端的停车需求。江陵冰球中心设

置了 1个T3巴士上落客车位，仅设置 10个

T3小汽车停车位。

33..22 山地独立场馆交通组织策略山地独立场馆交通组织策略

山地场馆一般用于举办雪上体育赛事，

这类场馆的规划设计往往受山形地势影响，

场馆功能分区较为分散、场馆外围交通条件

有限。山地场馆面临的主要交通挑战为：

1）山地场馆赛程调整概率高，对应急

交通组织预案需求高。平昌冬奥会期间，旌

善高山滑雪中心和龙坪高山滑雪中心的原定

赛程因气象原因多次调整，其中旌善高山滑

雪中心的赛事调整率高达近70%。应急组织

预案涉及赛事相关的所有业务领域，平昌山

地场馆的应急预案计划涉及 31个业务领域

109项应急预案[10]。

2）场馆功能区分散，组织更复杂。因

受山形地势影响，场馆各类功能区往往分

层、分区域布设，甚至场馆前后院区在场馆

端混合。因此相比城市场馆而言，山地场馆

的交通组织复杂度更高。

3）场馆安保封闭线距离客户群场馆入

口较远，产生场馆内二次交通组织。以平昌

冬奥会的场馆之一龙坪高山滑雪中心为例

奥林匹克大家庭
休息区

运动员区
竞赛场地

兴奋剂监测

T1上落客区
安保线

T2上落客区

T3 巴士上落客区
T3上落客区

TA上落客区

T1/T2停车区
NOC分配车停车区

人车同检区
收费卡车辆停车区

人员安检区

场馆出入口

图3 江陵冰球中心场馆端设施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facilities at the venue of Jiangling Ice Hockey Centre

资料来源：文献[9]。

安检区

竞技结束区
运动员出发区

图4 龙坪高山滑雪中心交通组织

Fig.4 Traffic organization of Longpyong Alpine Skiing Centre

资料来源：文献[9]。

酒店1

酒店2

……

酒店n

入住酒店 集结于远端安检点 场馆

过
检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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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安
检
人

场馆

过
检
车
辆

未
安
检
车

车辆安检

人员安检

服务区

图5 远端安检换乘流程

Fig.5 Flow chart of remote assembly and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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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4)[9]，场馆安检区距离竞技结束区约

2.5 km，且山路坡度较大，需要依赖场馆内

部摆渡车解决入散场问题。

面对山地场馆的交通挑战，往往采用

“远端集结换乘、以空间换时间、索道和道

路运输互为补充”的总体交通组织策略。具

体策略包括：

1）远端集结换乘和远端安检换乘。通

过集结换乘将小汽车阻拦在场馆外围，以减

轻场馆端交通设施的压力。如图 5所示，远

端集结换乘需要在客户群住地与竞赛场馆中

间设置一个或多个人员及车辆安检换乘场所。

2）适当增加落客区与安检及场馆入口

的空间距离，避免人群在场馆端瞬时聚集。

平昌冬奥会的场馆之一阿尔卑西亚滑行中心

交通组织中(交通组织见图6)[9]，观众从落客

区至安检区步行约7~10 min，安检区至观众

席区域步行约 10~15 min，有效解决了场馆

端空间不足以及场馆端连接道路条件有限的

问题。

3）山地场馆交通运输主要依赖于相对

大运量的索道系统。无论是索契冬奥会还是

平昌冬奥会的高山比赛场地，均主要依靠场

馆内的索道系统实现场馆端的交通组织。在

旌善高山滑雪中心，安检至竞速结束区约

1.2 km，依然提供了索道系统。

33..33 场馆群交通组织策略场馆群交通组织策略

场馆群是指超过一个的场馆或设施在地

理位置上相互间比较接近。尽管场馆间未必

共用安保封闭线，但场馆或设施的运行会相

互影响，因此，应进行必要的整合。索契冬

奥会和平昌冬奥会均提出了高山场馆群和沿

海场馆群的概念。

场馆群可以实施独立场馆安保线交通组

织策略或场馆群大安保线交通组织策略。建

立场馆群的概念主要是为了从场馆宏观层面

解决交通保障问题，并能够使交通组织方案

更为清晰简洁。场馆群面临的交通挑战包

括：多场馆赛时交通重叠、场馆群内交通资

源多馆共用等。因此在场馆群交通组织方案

中场景设计非常重要，需要对场馆群交通设

施资源、场馆席位、赛程进行组合设计及推

演，从而确定场馆群的交通组织方案。

场馆群采用“共享交通资源、分层控

制、场馆串线”总体交通组织策略，具体策

略包括：

1）以大容量公共交通作为场馆群主要

交通资源，场馆群周边规划多场馆共享共用

换乘枢纽。平昌冬奥会场馆群以铁路线KTX

串联场馆群(见图7)[9]，并在两大场馆群外围

分别设置珍富站和江陵站，作为场馆交通的

支撑；另外，分别在场馆群交通控制线周围

设置了大关岭换乘枢纽和江陵北换乘枢纽，

作为场馆群小汽车换乘服务的场所。

2）规划场馆串线，串联场馆群的独立

场馆与主要换乘枢纽。平昌冬奥会山脉场馆

群及江陵海岸场馆群使用TC交通系统建立

观众落客区

安检

场馆入口

结束区
运动员出发区

图6 阿尔卑西亚滑行中心观众交通组织

Fig.6 Spectator traffic organization of Olympic Sliding Centre

资料来源：文献[9]。

江陵北换乘枢纽

江陵站

大关岭换乘枢纽

珍富站

图7 平昌冬奥会场馆群交通设施

Fig.7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of PyeongChang Winter Olympic Venue Clusters

资料来源：文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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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高铁站、主要换乘枢纽与各场馆的连接，

从而简化场馆群的交通组织方案并集约交通

资源。

44 结语结语

场馆交通设施规划和交通组织是大型赛

事开展的必要支撑。无论是独立场馆还是场

馆群，场馆端的需求都不可能无限制的被满

足，应在满足服务标准的前提下，集约利用

交通资源。场馆交通规划以设施规划和交通

组织策略为核心，必须处理好与城市规划、

安保规划等上位规划的关系。

场馆端交通组织方案的制定需考虑赛程

安排、席位数、出入口设置、停车及上落客

资源、场馆周边公共交通资源等因素，以此

为基础，制定合理而集约的场馆交通组织方

案。山地场馆赛时期间受外部因素影响较

大，需在规划中重视应急交通组织预案的制

定。设施规划和交通组织中还需考虑无障碍

设施的规划，符合场馆无障碍通行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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