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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型体育赛事交通组织是一个多目标的复杂系统工程，组织方应采用高效的指挥机制和科学

的规划方法，确保赛事交通顺利运转。通过分析国内外大型体育赛事交通需求及服务特点，系统梳

理交通服务高质、高效的成功要素。提出赛事交通服务目标、赛事交通特点、保障工作阶段划分，

最终构建赛事交通组织策划的方法体系和步骤。重点阐述赛事交通保障的5个阶段以及各阶段核心

任务，包括制定交通服务标准、构建交通指挥架构、制定赛事交通总体规划和战略规划、开展交通

设施详细规划和设计、车辆筹措、车辆服务方案编制、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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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Jiangyan1, Sun Ling2

(1. China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Center, Beijing 100004, China; 2. Beijing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In-

stitute, Beijing 100073,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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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大型体育赛事指各类综合性运动会或由

单项体育组织举办的具有相当影响的单项运

动会，如奥林匹克运动会(以下简称“奥运

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亚洲运动会、

国际足联世界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运动

会、世界田径锦标赛等。大型体育赛事期

间，城市交通会在日常出行的基础上，出现

城市道路交通量和公共交通客运量的激增，

特别是在场馆周边和与赛事衔接的交通通道

上[1]。相对于城市交通规划，大型体育赛事

交通组织具有独特的出行和服务特性，应在

为赛事交通提供安全、顺畅、可靠、高水平

服务的基础上，尽可能同时保障举办城市交

通系统的正常运转。

大型体育赛事具有展示度高的特点，除

确保赛事精彩之外，还承载了传递主办方和

主办城市绿色可持续理念，为城市经济贸

易、旅游发展助力等多重目标。例如国际奥

大型体育赛事交通保障的挑战与规划框架大型体育赛事交通保障的挑战与规划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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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匹克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际奥委会”)通

过《奥林匹克 2020 议程》 (Olympic Agenda

2020)大力倡导可持续理念[2]；中国也借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承办，大力发展

冰雪产业和冰雪文化，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发

展，并响应国际奥委会精神，倡导可持续节

俭办奥运。

大型体育赛事交通组织应保障赛事达成

上述多重目标。然而，很多城市都是第一次

承担大型的体育赛事筹办工作，经验不足、

办赛压力大，如不能对交通服务的核心要

点、科学的规划设计及运营方法有清晰的认

识，易造成事倍功半之效。为此，针对大型

体育赛事交通的独特性和出行规律，应对赛

事交通和城市交通进行系统规划和统筹部

署。本文基于国内外大型体育赛事交通组织

的经验和规划方法，综述影响大型体育赛事

交通服务成功的关键因素，并建立赛事交通

保障的规划框架。

11 大型体育赛事交通挑战和需求特点大型体育赛事交通挑战和需求特点

1）高峰大客流明显，且各竞赛日之间

交通量变化幅度较大，主办城市不应基于短

时大客流规模确定交通基础设施的运能。因

此，平衡好赛时高峰需求和赛后设施可持续

利用、避免过度交通投入一直是主办城市的

一大挑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 17天赛事期

间，产生交通总需求约700万人次，日均40

万人次，高峰日 60万人次，其中奥林匹克

公园高峰日出行量高达30万人次[3]。而规模

较小且场馆分散的 2018年平昌冬奥会，给

人口稀少的山区带来高峰日约 8.7万人次的

附加交通量[4]。

2） 安保级别高，交通需遵从安保政

策，特别是在场馆周边。例如：场馆(群)人

流、车流出入口位置和能力受到安保设施的

限制。

3）不同于城市交通，赛事服务客户群

体众多，服务标准分层次。大型体育赛事交

通服务以运动员为中心，各客户群体服务的

车型、送达方式及安保标准都不相同，交通

服务需平衡好乘客满意度和交通资源高效利

用的关系。如 2019 武汉世界军人运动会，

将客户分为13个不同的群体进行服务。

4）涉及部门多、地域广。交通部门通

常要与赛事组委会各部门及政府各部门、各

客户群体负责部门相协调，协调工作量大，

组织指挥体系复杂。

5） 赛事用车需求叠加于城市交通之

上，需要筹措各类车辆和大量运行人员，并

进行培训，适应赛事服务模式。

6）很多城市的交通组织部门缺乏大型

体育赛事组织经验。

7）赛事交通也是体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理念和城市交通管理水平的载体，具有多目

标性。

成功的大型体育赛事交通组织必须针对

赛事交通特点和目标，通过精准科学的规划

和高效组织，精彩、节俭、绿色地完成赛事

交通服务和运行。

22 赛事交通可持续发展目标赛事交通可持续发展目标

鉴于大型体育赛事的高峰交通需求和高

标准交通服务要求是短期的，平衡好赛事需

求、尽可能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是大型

体育赛事交通的核心目标。在此基础上，赛

事交通目标也根据各届办赛的时代特征和承

办国家(城市)的办赛理念，具有时代和地域

特色。交通服务策略也将依据赛事主办方

(如国际奥委会、国际军体联、亚洲奥林匹

克理事会、国际滑雪联合会等)倡导的办赛

理念，并根据城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色、

经济实力、赛事场馆和住宿布局，以及《主

办城市合同》，结合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基

础和近远期规划来制定。

例如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办赛理念为

“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体现在

2008年奥运会申办报告中提出的目标为“保

证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媒体、贵宾享用舒

适、安全、准点、可靠、快速的专用车辆和

专用交通线路，保证观众及时、安全、顺利

观赛；提倡和鼓励使用公共交通，最大限度

减少奥运会对社会日常生活秩序的影响；交

通设施和服务项目照顾残疾人的特殊需要；

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和奥运会专用车辆均使

用清洁燃料”。赛事交通所采取的核心策

略：充分利用交通需求管理政策[1]、结合北

京近远期交通规划和赛事需求加强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充分利用公共交通、充分利用远

端集结、建设智能交通并充分发挥其作用[5]

等，都体现了北京的奥运理念。

随着办赛费用不断上升，城市场馆和交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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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等大型基础设施赛后可持续利用越来越受

到国内外各界的关注。2014年 12月，国际

奥委会通过奥运会改革方案《奥林匹克2020

议程》 [2]，为奥运会开启了改革之门。其改

革措施的核心内容是降低奥运会申办和运行

成本、促进可持续发展、提高公信力和注重

人文关怀等。

2018 年平昌冬奥会的交通运营目标为

“以运动和竞赛为中心的便捷高效的交通”。

其主要交通策略为：根据交通优先级进行交

通服务运营与资源配置；为各客户群体提供

班车或小汽车服务；在关键地点布局停车换

乘(P&R)设施并强化与主办城市公共交通系

统的衔接；合并有相同交通需求的不同客户

群体线路[4]。2018年平昌冬奥会所开创的不

同客户群体共享线路班车，为以后赛事交通

服务树立了借鉴的典范，也是遵循国际奥委

会《奥林匹克2020议程》理念的体现。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策划和交通服务对

《奥林匹克 2020议程》做出了完美的诠释。

交通基础设施和场馆建设并非为赛事临时建

设，如已经于 2019年底投入运行的京张高

铁就是规划中京包铁路的一部分，并将为京

津冀一体化发展和建设京北冰雪产业和旅游

休闲带发挥促进作用。

33 赛事交通保障工作流程赛事交通保障工作流程

大型体育赛事交通保障工作一般分为 5

个阶段，各阶段工作重点不同、主要责任方

有所不同，每个阶段的长短也会因赛事而

异，其工作流程如图 1所示。奥运会有着国

际上最严谨的赛事组织过程，从申办开始，

全过程大约有 9年的时间，各阶段的主要工

作也比较清晰。而全国运动会等赛事，从申

办开始仅4~5年时间甚至更短，各阶段之间

的工作多有重叠。

1）申办阶段。

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为竞争赛事主办

权而编制申办方案。因为尚未取得主办权，

这一阶段的交通方案编制需要以问题为导

向，以足够的诚意承诺交通服务的主要原

则、政策和核心交通基础设施，并提交申办

报告。申办报告需谨慎把握好平衡，既要力

争主办权，又不能过分承诺，因为一旦申办

成功，承诺需基本兑现。本阶段的主要责任

单位一般是筹办委员会或者申办委员会，及

其与之相关的国家、省、市等交通相关部门。

2）规划设计与建设阶段。

申办成功后，立即转入规划设计和设施

建设阶段。其重点是要建立整个过程的组织

管理和指挥架构，科学规划，并按时、保质

完成建设任务。这一阶段的工作最为关键，

为后期运营在组织和设施方面打好基础。申

办成功后，申办委员会转化为组委会(执委

会)，主办城市的交通规划也进入工作周期。

3）运营准备阶段。

设施建设基本完成后，赛事交通保障进

入运营准备，重点是建立完备的场馆、场站

和客户群服务团队，完成车辆的筹备。组委

会(执委会)、城市政府相关的运营部门和运

营团队主要部门组建完成。核心团队逐步进

入工作现场，优化和细化规划阶段编制的交

通服务方案，并编制详细的运营方案。全面

培训运营团队，开展桌面推演和实地演练，

为运营做好充分准备。

4）赛时运营阶段。

根据编制好的运营方案，开展实际运行

保障工作，并根据抵离计划变更、赛程变

化、交通拥堵、恶劣天气、设施和设备故障

等临时状况，应急调整运营方案，完成交通

服务。本阶段组委会(执委会)和城市的运营

团队为主要责任方。

5）赛后总结阶段。

赛后各团队和组委会(执委会)组织相关

人员总结赛时交通服务的数据和成败经验，

积累经验数据，完成知识的传承。

44 赛事交通保障关键要素赛事交通保障关键要素

大型体育赛事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

而且机会只有一次，容错性很低。要确保赛

事交通服务成功，必须做好以下几点。

1）明确的交通目标和指导方针：从组

委会到城市各有关部门共同认可的交通服务

目标和总体原则有助于统一各方认识，形成

稳定的交通服务方案。

2） 高效的指挥体系：尽早建立高效、

协同的部门沟通和交通指挥体系，才能保证

各阶段规划的有效执行及运行有序，也能够

在应急情况下发挥团队效率。

3）系统科学的规划：鉴于赛事交通的

特殊性，聘请有大型体育赛事交通规划经验

的专业团队，与赛事组委会及相关交通部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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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科学系统地进行赛事交通规划和设

计，可以最大限度发挥投资效益，避免浪

费，确保规划方案科学合理。

4）可靠的技术保障：交通指挥需要可

靠、顺畅的通信设备及功能完备的交通信息

系统等技术保障手段。

5）充足的培训和预演：保证参与人员

在赛事运行期间尽可能不出差错。

55 赛事交通保障核心任务赛事交通保障核心任务

每个大型体育赛事的交通保障各有特

点，但均需重点完成以下核心任务。

1）清晰的赛事交通服务标准奠定服务

基础。

交通服务标准明确各客户群体的交通权

限。交通服务标准需要与客户群体达成共

识，之后所有的交通规划设计、车辆筹措和

运营服务设计均以此为标准和边界。服务标

准主要包括客户群体的优先级、配备的车辆

类型、服务类型、是否收费、服务时间和出

行范围等。赛事交通服务秉承以运动员为核

心的交通服务理念，优先保障运动员的出

行。服务标准需要适度，应按照《主办城市

合同》以及国际、国内惯例等制定，无须过

度提高服务水平。

14

交通设施规划设计 运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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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交通服务承诺

交通基础设施梳理 办赛交通理念 交通政策研究
申
办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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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及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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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
阶段

赛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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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后总结报告及知识传承

图1 大型体育赛事交通保障工作流程

Fig.1 Procedure of transportation service for major sports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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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的服务标准最为严格，客户群分

类最为系统、清晰。其他大型赛事经常参考

奥运会标准，根据不同赛事的需求和城市的

具体条件，编制适合赛事实际和便于落地的

交通服务标准。如 《奥林匹克交通指南

(2017)》中就对参与赛事的客户群体优先级

和每类客户群可享受的服务类型做了详细

解释[6]。

2）高效的赛事交通调度指挥架构是赛

事交通服务成功的根本保障。

大型体育赛事涉及众多决策部门和服务

群体，甚至会涉及多个级别和多个城市的交

通有关部门，从规划设计到运营是一个复杂

的大系统。为确保大型体育赛事交通规划、

运营准备和赛事运行的有序和高效，必须成

立合理的赛事交通调度指挥架构，提高交通

服务和管理的专业化和智能化水平。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交通指挥系统采取

了管理指挥层“115”(1 个分中心办公室、

1个交通服务总调度室、4个职能组和1个车

辆证件管理处)，运行层“478”的指挥架构

(4类场馆交通团队、7个交通场站保障团队

和 8个交通服务运行团队)(见图 2)，取得了

非常好的指挥效果[7]。

3）赛事交通总体规划是统筹交通筹办

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赛事交通总体规划确定赛事交通总目标

和办赛理念，明确交通服务标准和指挥架

构，并根据赛程、住宿分布、安保要求、场

馆分布、交通服务标准等上位条件和要求，

预测赛事交通需求的时空分布，制定赛事城

市及交通服务总体策略，并为后续详细的交

通设施规划设计、场站规划设计和客户群交

通服务方案制定提供依据(见图 3)。赛事交

通总体规划文件是统筹整个交通筹办工作的

纲领性文件，后续所有交通设施和运行方案

的规划设计工作均依据总体规划进行。

T1，T2交通服务
运行团队

奥委会、残奥委会
交通服务运行团队

技术官员交通
服务运行团队

收费卡、赞助商交
通服务运行团队

T3交通服务
运行团队

运动员交通服
务运行团队

媒体交通服务
运行团队

抵离交通服务
运行团队

交通服务
运行团队

奥体中心交通场站
运行保障团队

石景山交通场站
运行保障团队

海淀交通场站
运行保障团队

残奥大家庭饭店交通
场站运行保障团队

奥林匹克公园交通
场站运行保障团队

奥林匹克大家庭饭店交
通场站运行保障团队

首都机场交通场站
运行保障团队

交通场站运行
保障团队

竞
赛
场
馆
群

非
竞
赛
场
馆

独
立
训
练
场
馆

相
关
服
务
场
所

赛事交通服务分中心

场馆及相关
场所交通团队

运行层(478)

车辆证件
管理处

运行
保障组

场馆
运行组

场站
运行组

宣传
协调组

分中心
办公室

交通服务
总调度室

指挥层(115)

交通运行中心

图2 2008年北京奥运会交通指挥体系

Fig.2 Transportatio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n Beijing 2008 Olympic Games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7]绘制。

1 规划概要
2 前言
3 总述
4 背景
5 职责与分工
6 交通策略
7 交通需求
8 奥运大家庭服务
9 工作人员、志愿者和公众交通服务

10 交通运行
11 场馆交通
12 交通管理
13 残奥交通
14 仪式及文化活动
15 应急预案
16 可持续交通
17 奥运遗产

图3 2014年索契冬奥会交通总体规划目录

Fig.3 Contents of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for Sochi 2014

Winter Olympic Games

资料来源：文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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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办城市交通战略规划和交通需求

管理政策是赛事交通运行的重要保障。

大型赛事带给主办城市巨大的高峰客货

运交通量，给城市交通系统带来巨大压力和

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然而，赛事交通需求高

峰是短暂的，也无须全部依靠新建设施来满

足，弹性工作制、尾号限行、赛事高峰场馆

周边临时交通管制、规划赛事专用道路等交

通需求管理措施，都可以有效降低城市交通

道路负荷、保障赛事交通顺利运行。为保障

赛事交通顺畅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主办

城市主持进行城市交通和赛事交通的基础设

施与赛时交通需求管理相结合的交通战略规

划十分必要。如何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赛

时交通需求管理政策之间取得较好的平衡，

达成高效服务赛事又能做到节俭办赛和交通

系统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交通战略规划的主要

议题。交通需求宏观模型通常被用来预测城

市近远期交通需求，评估城市交通基础设施

新建、扩能和交通需求管理不同组合备选方

案的优劣。

5）城市交通基础设施规划设计、建设。

交通基础设施是保证赛事交通服务的基

础。在交通战略规划和赛事交通总体规划的

基础上，赛事交通规划将开展详尽交通设施

专题规划和设计，包括城市道路交通、轨道

交通、公共汽车交通、对外交通、重要城市

机场和车站等枢纽以及赛时临时场站。很多

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也是申办承诺的一部分，

交通基础设施必须按时、保质实施，资金保

障、用地保障、机构协同是按时、保质完工

的必备条件。

6）抵离交通服务是客户群赛事交通服

务的开端。

抵离交通服务为参与赛事的宾客留下第

一个深刻印象。抵离交通服务具有很多不确

定性，如抵离航班变化、人员变化、天气影

响等。抵离交通服务需要依据服务合同和惯

例制定相应服务标准，按照服务标准详细规

划抵离服务时间、路线、机场和车站的上落

客点，并规划机场、车站的临时交通场站

(或比较简洁的上落客点及停车区)。抵离交

通的服务对象包括抵达的人员和行李，要依

据服务对象的服务标准和需求详细编制抵离

班车(专车、行李车)的运营计划。抵离交通

服务团队需要与赛事相关责任部门的团队密

切配合，确保及时获取客户群抵离交通信

息，并实现机场服务和交通的顺畅衔接。

7）客户群体的车队服务规划与运行计

划及服务车辆筹措是赛事交通的核心组成

部分。

赛事交通组织的一项核心工作内容是按

照服务标准为每个客户群体搭建相应的服务

团队、提供运输服务。客户服务既要符合标

准，又要高效和节俭。科学合理的车队服务

规划和运行计划会有效达成这两者的平衡。

客户群体的车队服务需要规定各类人员

跨赛区和在赛区内的服务模式，包括按照服

务标准确定所用车辆标准、服务时间、安检

标准(人检、车检、免检)；编制各客户群体

从住宿地到场馆及其他各类活动的小客车和

班车服务线路；按照服务模式编制初步运营

方案，并计算车辆需求；筹措车辆和成立包

括驾驶员、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在内的服务团

队；编制赛时每日运行方案；培训人员并开

展演练；进行赛事服务及总结。

8）场馆交通规划设计及场馆化运营是

赛事交通的核心内容。

大型体育赛事以场馆为核心，场馆交通

规划和运营是赛事交通的核心组成部分。场

馆交通规划设计需要依据本场馆(群)赛程，

预测各客户群体的交通需求，并根据各客户

群体的服务标准和场馆内外场地及交通条

件，制定各客户群体在安保线内外专车、班

车的上落客点、停车布局和数量，以及各客

户群体进出场馆的车流线和人流线。同时与

安保配合，计算场馆出入口车检、人检、免

检设施的需求量与布局，确保各群体交通的

顺畅和品质。交通设计需与场馆设计各相关

团队协调配合(如竞赛、媒体、安保等)，将

交通设计图纳入场馆设计图册。例如图 4为

2008年北京奥运会工人体育场交通规划设计

方案，图中以不同颜色详细标注了各客户群

体在场馆中的停车、上落客点和交通流线。

而场馆化的运营模式给予场馆交通经理

对场馆交通运营及赛时应急处置的最终发言

权，确保场馆交通规划设计方案的有效落地

和赛时高效沟通。

9）场站规划设计及运营为赛事服务提

供坚实基础。

场站是赛事为观众提供停车换乘(P+R)，

为客户群车队提供停车、充能、洗车、维修

等服务的场地(Depot)，也是为客户群提供班

车服务的场地 (Transport Mall)以及换乘枢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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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同时，场站也经常作为交通调度指挥团

队的工作场地。场站规划和建设占地大、费

用高，大部分为临时场站。因此，如何既能

满足运营需要，又能节俭办赛，需要制定合

理的标准，进行科学的场站规划设计。

场站有序运营才能给赛事服务团队提供

坚实的基础。由于需要团队化运营，赛事的

场站团队比平时的公共交通场站还需多出团

队协调和安全负责人员等相关岗位。

10）仪式交通筹划与实施是赛事交通的

重要专题。

仪式交通一般涉及开闭幕式、火炬接力

等，是整个赛事交通体系中的一个特殊存

在，特别是开闭幕式，其成功标志着赛事成

功的一半，并广受各方关注。由于开闭幕式

参与贵宾的层次高、人流量大且集中在一个

场地，因此其高等级安保程度与交通流重叠

交叉的风险和散场时大客流的管理都对交通

运行提出了极大挑战。鉴于开闭幕式的交通

组织复杂程度高，容错率低，又因为其交通

组织方式和所发证件与赛时都不相同，开闭

幕式的交通筹划是赛事中极其重要的专题。

除了精密的规划，高效的、多部门协同

的、从场馆内交通管理到城市外围交通控制

的开闭幕式交通指挥体系和灵敏、畅通的通

信系统也是开闭幕式交通成功的关键。而广

泛的公众告知和观众引导手册将助力开闭幕

式交通的有序和安全。

11）交通测试与培训是发现问题、优化

方案的必要手段。

鉴于赛事交通运营团队的很多人员是第

一次参与大型体育赛事交通运行，而赛事交

通指挥体系、运营线路和服务地点、服务客

户群体都与平时不同，因此，所有的交通运

营参与人员都需要进行赛事知识、礼仪和相

关的岗位职责及工作流程培训。

同时，赛事交通设施(道路、场站)和通

讯指挥系统 (如交通运行监控调度中心

TOCC、调度软件)等多是第一次启用，交通

运行人员也是第一次配合作战，所做的运营

计划等都是首次运行，需要通过测试去发现

问题。另外，在设计中采用的一些经验数

值，如安检速度、大巴车人员登降速度、场

馆客户群体的抵离规律等，也需要通过测试

安保封闭线
场馆线
行车路线
接驳车路线
停车场
奥林匹克专用车道
车辆安检通道
人员安检通道
车辆免检通道
车辆验证点
持票人员入口
注册人员入口
上落客点
技术支持车辆
安保应急车辆
场馆保障车辆
各类型停车场
各客户群体班车、车辆
接驳车辆
地铁车站
公共汽车站
出租汽车停靠站
各客户群体流线

0 20 40

单位：m

图4 2008年北京奥运会工人体育场交通规划设计方案

Fig.4 Transportation design for Workers' Stadium in Beijing 2008 Olympic Games

资料来源：文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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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演练进行验证。因此，必须重视演练和测

试赛，达到以下效果：

① 构建集中统一、层次分明、协调高

效、调度有力的指挥系统，为各项工作的实

施奠定基础；

② 通过演练明确各项交通保障工作的

组织落实和职责分工，确保各项工作无重大

差错和疏漏；

③ 通过演练熟悉各类人群交通流线，

确保各类人群进退有序、安全平稳；

④ 检验是否落实各项服务工作，确保

各类人群获得符合标准与惯例的高品质服务；

⑤ 通过演练验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是

否有效。

66 结语结语

大型体育赛事交通服务工作复杂并具有

独特性，承办城市应系统、科学对待其总体

规划和专题规划设计，以实现安全、有序、

符合赛事需求的交通服务目标，并遵循可持

续发展原则和承办目标，精彩并节俭地完成

赛事交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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