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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客运交通和物流保障等方面带来巨大挑战，迫切需要城市政府制定相关

交通战略。基于大型体育赛事交通需求构成和特征分析，从短时高强度客流、高品质交通保障能

力、绿色交通等方面研讨赛事给城市交通带来的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需要从城市和赛事两方面

制定对应战略。城市层面，需要着眼于长远发展目标，以赛事为契机推动空间结构调整、基础设施

建设和交通结构优化。赛事层面，在考虑协调性、系统性、优先性和公平性的前提下，采取保障赛

事优先、公交优先、绿色低碳和科技办赛的战略。提出举办城市应因地制宜制定赛事交通战略目

标，在为赛事提供高品质交通服务的同时，实现城市交通战略和绿色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交通战略；大型体育赛事；赛事交通需求；背景交通需求；公交优先；绿色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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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jor sports events have brought huge challenges to urban transportation, which urgently

calls for city government actions in developing targeted transporta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travel

demand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ports even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of hosting major sports

events to urban transportation in short-term high passenger flow, high transportation capability, green

transportation, and etc. Facing these challenges,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the transportation strategies

work for both city and event. At the city level, the event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n opportunity to pro-

mote the long- term development goals in urban spatial layout improvemen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

tion, and travel mode share optimization. At the event level, a strategy of ensuring event priority, pub-

lic transportation priority, green and low carbon should be made with the coordination, systematiza-

tion, priority, and fairnes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host city should make event transportation ob-

jectives that tailor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development to provide high- quality transportation

service for the event and promote the city's own transportation strategi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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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体育赛事为推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

和城市建设、人口素质提升、城市形象塑

造，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等带来难得的机遇。

然而城市日益增长的常规交通需求，叠加突

发而集中的赛事交通需求，给城市带来了严

峻的挑战。大型体育赛事利益相关方人员众

多，需要高质量赛事人员交通服务[1]。而伴

随着赛事的，还会有大量国内和国际性休

闲、旅游、购物、娱乐和文化活动等其他出

行需求 [2]。赛事的顺利进行需要体育器材、

安保通信设备、媒体器材等物资供应保障和

食宿供应，带来大量的货运交通需求。因

大型体育赛事交通战略研究大型体育赛事交通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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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型体育赛事会对城市客运交通、物流

保障等方面带来巨大挑战，考验着城市交通

应对特殊事件的保障能力。城市政府迫切需

要高屋建瓴地制定相关交通战略，在保障赛

事顺利进行的同时，以赛事促进实现城市社

会经济发展长远目标的实现。已有研究往往

针对特定城市、特定赛事，本文聚焦于大型

体育赛事普遍的交通特征、给城市带来的挑

战以及城市和赛事双方的应对策略，研究更

为全面和普适的大型体育赛事交通战略。

11 大型体育赛事交通特征大型体育赛事交通特征

11..11 赛事交通需求构成赛事交通需求构成

大型体育赛事的交通需求分析需要考虑

城市背景交通需求和赛事交通需求两个方面。

1）城市背景交通需求指与赛事同期的

城市出行需求，包括本市居民日常出行需

求、流动人口出行需求、旅游出行需求等。

在研究赛事同期城市背景交通需求时，需要

考虑其季节波动性和地域特殊性，特别需要

考虑赛事与中小学假期、特殊节假日重叠情

况下[3]，城市背景交通的特点以及对赛事的

影响。

2）赛事交通需求包括赛事期间的客运

需求和货运需求。货运需求可以通过改变运

输时间和指定运输线路使其对城市交通影响

最小化。客运需求包括利益相关方各类人群

出行需求。

大型体育赛事的交通服务人群和交通需

求十分复杂。交通服务人群一般分为运动员

及随队官员、技术官员、赛事组织机构人

员、媒体、赞助商、观众、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等。

观众是赛事交通系统服务的最大群体，

需要借助城市交通系统，主要依靠公共交通

完成出行，其需求测算需要考虑场馆席位

数、售票计划、交通设施布局、城市人口分

布、观众抵离规律等因素。其他人群出行需

求需要详细分析各类出行的目的和特征，如

运动员观赛、比赛、训练及其他出行，技术

官员参赛及其他出行，媒体采访出行等需

求，考虑各群体驻地分布、交通服务标准要

求的出行方式，并结合往届赛事规划和运行

规律，测算各服务人群的出行需求。赛事组

委会一般为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赛事组

织机构人员、媒体、贵宾、赞助商等人员提

供免费的赛事交通服务。

11..22 赛事交通需求特征赛事交通需求特征

11..22..11 多层次差异性多层次差异性

赛事期间，相关贵宾、运动员、裁判、

媒体、比赛组织人员、工作人员和观众等不

同人群出行需求构成了赛事的基本需求。不

同人群的需求特征不同。贵宾出行以观赛、

相关礼仪活动等目的为主，交通需有高度的

安全保障和舒适性；运动员、裁判等出行以

参赛或观赛为主，对交通的时间可靠性要求

很高；媒体出行以采访报道为主，要求时间

可靠性高，而且需要保证媒体器材的运输；

比赛组织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出行以赛事组织

服务为主要目的，要求时间可靠性高；观众

出行以观赛为主，需要清晰的交通引导信息

前往比赛场馆，同时要求场馆能够在短时间

内疏散大规模人群。

不同人群、不同目的的出行需求在交通

服务舒适性、安全性、时间可靠性等方面各

不相同。因此，交通服务需要按照赛事规定

的服务标准提供对应的专车、班车等服务，

同时提供无障碍设施以及相应的标志标线，

保证弱势群体的出行需求。针对观众出行需

求分散、随机性强的特点，需要依靠城市交

通配合赛事专线服务进行保障。

11..22..22 时空分布不均衡性时空分布不均衡性

赛事期间，各类群体的日常出行需求在

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具有显著的不均衡性。

比赛的日程安排决定了不同比赛日客流

的不均衡性。上座率高和观众数量大的比赛

项目会吸引更多的客流，导致这些项目所在

日期的客流明显比其他日期更为集中。对于

一场比赛，不同人群的客流到达和离开时间

分布不尽相同，但是赛前和赛后数小时是客

流到离的集中时段。

对于多场馆的大型体育赛事，“集中+分

散型”的体育场馆布局形态(见图 1)能够高

效地整合城市现有资源，有利于主办方有效

协调交通、媒体、食宿等各项活动，减少市

政配套设施投入与后勤、安保等费用，同

时，又能实现提高场馆赛后利用效率与推动

城市发展的目标[4]。这就决定了主场馆区域

的赛事活动相对集中、交通需求也更为集

中。观众作为最大的出行群体，其出发地散

布城市各个区域，而目的地集中于场馆。因

此，场馆区域周边的交通需求相对更为集

中，需要针对赛事场馆的分布特征，构建针

对性的交通服务体系，这对于保障赛事的顺

利进行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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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人群出行时空的不均衡，说明赛事

出行需求对于城市交通的影响是局部性和短

时性的。只要采取合理的措施，避开或者削

减城市交通与赛事交通时空聚集的重叠，就

能够实现城市交通和赛事交通的协调融合。

11..22..33 可预测性和可控性可预测性和可控性

赛事期间，各个群体的出行需求各不相

同，其出行目的、出行方式、出发时间、具

体路径各有特色。但是除贵宾和赞助商等特

定人群的少部分出行外，其他大部分出行均

与赛事的赛程安排密切相关，各个场馆的赛

程和相关的文化、娱乐活动决定了各类人群

相关出行。赛程的调整尽管可能改变出行的

时间分布，但是只要及时沟通和实时跟踪，

出行的调整也可以提前预知。另外，通过控

制售票数量、活动规模等手段，可以确定出

行规模。因此，赛事交通需求是可预测和可

控的。

22 大型体育赛事给城市交通带来的挑战大型体育赛事给城市交通带来的挑战

22..11 带来短时高强度的客流冲击带来短时高强度的客流冲击

赛事举办时间一般较短，奥林匹克运动

会(以下简称“奥运会”)赛期约17天，国际

足联世界杯赛期约 32天，橄榄球世界杯赛

期约 44天，2019年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赛期 10 天，2022 年亚洲运动会(以下简称

“亚运会”)预计赛期16天。因此，赛事交通

对于城市而言是临时性的需求。

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于各类赛事的热

情越来越高，赛事的规模越来越大。2016年

里约奥运会的运动员人数接近 1984年洛杉

矶奥运会的两倍，而媒体人数接近三倍。历

届奥运会的观众人数始终保持在百万量级，

亚特兰大和伦敦奥运会的人数则突破了 800

万人次(见表 1)。不仅仅是奥运会，许多其

他大型赛事的观众人数也超过百万。2014年

索契冬奥会观众人数达 100万人次 [6]，2018

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观众售票数超过 240 万

张[7]，2019年日本橄榄球世界杯赛观众售票

数达183.7万张[8]。

大规模的赛事给城市带来了大量的人员

和出行，例如 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观众

出行共计2 000万人次，其中高峰日出行300

万人次[10]。除参加赛事活动外，这些人员会

参与其他休闲、旅游、购物、娱乐和文化活

动[2]，进一步增加交通系统的压力。2018年

平昌冬奥会的观赛游客达 141.2万人次、参

与文化活动和地方庆典的各有54.8万人次和

156.8万人次[11]。因此，赛事临时高强度的出

行需求将对城市交通造成巨大的压力。

22..22 考验城市的高品质交通保障能力考验城市的高品质交通保障能力

赛事期间，城市交通保障工作承担着赛

事临时交通和城市日常交通的双重压力。同

时，大量媒体集中举办城市，交通服务在接

驳、准时、安全等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会被

相关媒体聚焦报道。例如 1996年亚特兰大

奥运会开赛之初，运动员和记者的班车运转

不灵，运动员的班车因车祸晚点耽误比

赛[12]，严重影响了比赛秩序和举办城市形象。

另外，抵离交通服务是大型赛事最早启

动和最后收尾的服务，事关赛事最初和最终

21

表1 往届奥运会部分人群数量

Tab.1 Attendance form previous Olympic Games

举办年份及城市

1984年洛杉矶

1988年汉城

1992年巴塞罗那

1996年亚特兰大

2000年悉尼

2004年雅典

2008年北京

2012年伦敦

2016年里约

运动员人数/
人

6 800

8 500

9 400

10 400

10 600

10 600

10 950

10 575

11 305

媒体人数/
人

9 200

11 300

13 100

15 100

16 000

21 500

24 600

24 275

25 700

志愿者人数/
万人

2.8

2.7

3.4

4.7

4.7

4.5

7.0

7.0

2.7

观众售票数/
万张

570

330

300

830

670

360

650

800

610

资料来源：文献[9]。

足球

羽毛球

体操

网球

排球

射箭

10 km马拉松

游泳、铁人三项

沙滩排球

篮球

艺术体操、蹦床

马术

现代五项

拳击、击剑、柔道

乒乓球、跆拳道

举重、摔跤

射击

奥林匹克公园

特拉法尔加广场

大本钟

圣保罗大教堂
伦敦塔桥 金丝雀码头

格林威治天文台

泰特现代美术馆
伦敦眼

巴特西发电站

北

奥林匹克公园

图1 伦敦奥运会场馆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venues in London Olympic Games

资料来源：文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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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其服务水平直接影响各类人群对于城

市和赛事活动的评价。赛事各利益相关方的

抵离交通会对城市的空港、铁路等对外枢纽

造成巨大压力。组委会根据各人群服务标准

提供机场至住地酒店的交通服务，对于枢纽

和城市中心的交通造成新的压力，也给城市

对外枢纽的能力以及枢纽与市中心的交通能

力带来了挑战。2008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三

号航站楼的扩建工程完工保证了对外的航线

能力，而轨道交通首都机场线投入运行有效

缩短了机场与中心城区的通行时间。

因此，赛事相关的对内和对外交通服务

保障必须准时、高效、安全、可靠，考验着

举办城市的高品质交通保障能力。

22..33 对城市绿色交通和可持续发展提出对城市绿色交通和可持续发展提出

高要求高要求

通过新技术的应用发展绿色交通，一方

面提高对资源的利用效率，解决有限的资源

与不断增长的交通需求的矛盾以求实现可持

续发展；另一方面减少交通污染对环境的影

响，实现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理念。这是

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实现人类长期发

展的必然要求。随着对环境因素的重视，大

型体育赛事一般要求在规划设计、组织运

营、车辆选型等方面采用低碳绿色、节能环

保的策略，提升城市的绿色交通和可持续发

展水平(见图2)。

33 城市交通发展战略城市交通发展战略

在大型体育赛事筹办期间，需要充分考

虑城市交通的长远发展，兼顾赛事交通需求

制定合理的战略，以赛事推进城市空间格局

调整、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结构优化等各项

工作[14]。

33..11 以赛事推动调整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以赛事推动调整城市空间结构调整

以赛事为契机推动城市空间结构改善，

有助于实现城市长期的发展目标。一方面是

城市在筹备阶段可以借助赛事宣传，加快相

关区域居住、就业等土地功能调整。另一方

面借助赛事场馆设施建设和交通设施建设，

提升场馆周边的土地可达性，有利于推动该

区域的赛后利用和后续开发。

2012年伦敦奥运会将奥林匹克公园选在

东区是希望通过奥运会实现该地区的复兴，

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给破败的伦敦东区带

来发展、投资和重生。关于赛后利用，伦敦

奥组委在赛后利用规划中将运动员村改造为

居住区，主新闻中心改造为商务办公区，从

而改善伦敦东区贫穷落后的景象。

33..22 以赛事促进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赛事促进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为了更好地服务赛事、达到办赛要求，

主办城市除了修建场馆以外，也会推动相应

的交通基础设施新建改建项目，如加快主要

枢纽的建设、促进城市对外通道的建设等。

这导致大型体育赛事的基础设施投资巨大。

如表 2所示，历届奥运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规模巨大。

2008年北京奥运会城市总体建设(基础

设施、能源交通、水资源、城市环境建设)

投入约 2 800亿元人民币 [16]。北京市新开通

了五环快速路、京承高速公路(北京至密云

段)、机场南线高速公路等，高速公路通车

里程从 335 km增加至 804 km；围绕奥运场

馆进行道路新建，道路整修，道路出入口改

造，人行天桥和人行地道、盲道和无障碍坡

道改造和建设等[2]。这些设施的开通在保障

奥运交通的同时，有力推动了北京市交通基22

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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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国际奥委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Fig.2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资料来源：文献[13]。

表2 历届奥运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Tab.2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for the previous

Olympic Games

举办年份
及城市

基础设
施投入

1976年
蒙特利尔

24

1980年
莫斯科

40

1988年
汉城

20

1992年
巴塞罗那

24

1996年
亚特兰大

11

2000年
悉尼

10

2004年
雅典

55

注：包括奥运会比赛场馆及相关设施建设、举办奥运会必须新增的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
资料来源：文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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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建设。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英国

政府至少花费 65亿英镑，用以改善和扩充

伦敦公共交通基础设施[17]。

在亚运会和冬奥会的投资中，用于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也同样巨大。2010年广

州亚运会总投资 1 200多亿元人民币，其中

城市建设的投入超过 1 000 亿元人民币 [18]，

用于开通 5条地铁线路、建设城市道路及桥

梁等基础设施、治理环境及污水、综合整治

河涌等。2014 年索契冬奥会的总投入高达

510 亿美元，与冬奥会直接相关的支出为

161亿美元，其余 349亿美元用于机场和火

车站的翻新、海岸与山区的交通联络线修建

等基础设施建设[19]。

因此，必须融合赛事的投资建设和城市

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以赛事为契机加

快推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体系的完善。

33..33 以赛事引导城市交通结构向集约高以赛事引导城市交通结构向集约高

效的方式转变效的方式转变

大型体育赛事期间，为应对临时的高强

度客流冲击，城市背景交通和赛事交通需求

主要依靠集约化的公共交通服务是必然的选

择。因此，举办城市大多会在战略规划中加

强对城市公共交通的系统规划，例如增加轨

道交通运营里程、优化调整既有公共汽车线

网、推进公共交通场站建设等，以方便居民

使用公共交通、提升对公共交通的认可度。

这些措施均有助于引导未来城市交通的发展

思路和发展理念，优化资源配置，逐渐改善

居民的出行结构(见图 3)，培养居民公共交

通出行习惯，促进居民出行方式向着更集

约、高效的方向发展。

44 赛事交通战略赛事交通战略

赛事交通是临时需求，随着赛事的结束

快速消失。因此，从经济性和城市可持续发

展的角度而言，交通设施规模的设定应以满

足一般时期交通需求为准，特殊时期采取特

殊措施，以有效利用资源[1]。

44..11 赛事交通战略的目标和原则赛事交通战略的目标和原则

赛事期间交通战略的目标是确保为赛事

各利益相关方提供安全、准时、舒适、可靠

的交通系统，实现赛事申办报告中的承诺。

同时保障城市的基本出行需求，实现赛事交

通与城市交通的互惠共赢。主要原则包括：

1）协调性原则：着眼于城市长期的发

展目标，兼顾大型赛事期间交通运行保障的

需要，局部性的交通需求通过交通组织和需

求管理解决[21]，尽可能减少对城市正常社会

经济生活的负面影响，协调城市背景交通与

赛事交通的关系。

2）系统性原则：在保证各项战略自身

有效性和可实施性的同时，需要注重不同战

略之间的匹配和互补，交通设施建设与管理

并重、需求管理与设施运行并重[1]，充分考

虑赛事交通的系统性优化。

3）优先性原则：优先保障赛事交通的

准时、高效、安全、可靠运营，优先保障事

关城市基础民生的基本交通需求。

4） 公平性原则：对所有人都是公平

的，避免对部分弱势群体造成负面影响。

44..22 赛事优先战略赛事优先战略

保证赛事交通的高质量运行是主办城市

的责任和义务，必须采取赛事优先战略，保

障赛事交通服务。

1）有效的组织保障：赛前由政府和组

委会牵头制定赛事相关的规划、建设工作。

赛时应成立由政府、公安、交通、组委会等

部门组成的赛事交通管理机构，负责赛事交

通的运营，以及和社会正常交通的协调管理

工作[22]。

2）按期推进赛事交通专项规划：根据

赛事筹办的时间安排，按期推进赛事交通战

略、赛事交通基础设施布局等专项规划，赛

事交通组织规划及场馆客流疏散组织等赛事

规划工作[23]，保证为赛事提供高品质、可靠

企业更加支持弹性办公

对
通
勤
出
行
的
影
响

更加倾向于步行和骑自
行车

比奥运会前更多的步行
和自行车出行

因为运动员的激励更加
愿意步行和骑自行车

收到更好的信息服务以
规划行程

奥运期间尝试不同的出
行方式改善通勤体验

奥运会促使体验不同的
出行方式

1009080706050403020100
比例/%

强烈同意 同意 不清楚 不同意 强烈不同意

1 6 40 33 21

4 24 26 26 21

2 11 24 36 28

3 15 27 30 24

2 23 36 21 17

1 5 30 35 29

1 11 27 36 26

图3 2012年伦敦奥运会对通勤出行的长期影响

Fig.3 Long-term impact of 2012 London Olympic Games on commuting travel

资料来源：文献[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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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通服务。

3）加快赛事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根据

城市对外交通能力和赛事交通需求，按照规

划推动城市相关对外道路、高铁和航空港的

建设，保障赛事对外交通需求。市内交通根

据场馆分布和需求分析结果，加强相关快速

路、场馆周边道路及停车设施、轨道交通线

路、公共交通枢纽等各项建设。

4）交通需求管理措施：综合分析城市

背景交通情况和赛事交通影响，研究采取交

通需求管理措施的必要性。根据赛事交通需

求的时空分布特征，制定对应的需求管理措

施，在有必要的前提下削减城市背景交通出

行总量或者改变出行的时空分布，为赛事交

通提供一定的设施能力富余[24]。

5）制定应急预案：考虑到交通安全以

及其他突发事件，需要根据赛事要求制定应

急事件处理预案。主要考虑场馆的应急出入

口规划、交通备用车辆和备选线路、应急人

员的保障与培训、应急预案措施等方面，保

证赛事在面临突发事件时能够妥善处理。

44..33 公交优先战略公交优先战略

为了应对赛事带来的临时性大规模客

流，城市交通必须采用公交优先政策，发挥

公共交通的主导作用，通过提供集约化方式

的交通服务应对赛事交通需求，这是赛事期

间城市交通采用的基础性策略和关键举

措[24-27]。从已有经验看，赛后对于公共交通

资源的利用较高，不存在设施弃用的问

题[28]。公交优先政策包括加强公共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提升公共交通运行品质、票价优

惠等方面。

1）在赛事筹备期间，主办城市大多会

加强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轨道交

通、快速公交、交通场站等设施，为公共交

通提供更多的容量。里约为迎接奥运会，修

建了 5条铁路干线，合计 270 km；3条地铁

线合计 57 km，41座车站；3条BRT线路合

计 120 km，134座车站；2条轻轨线路合计

9 km；新开通 4条轮渡线路[29]。公共交通基

础设施的建设有力保障了公共交通运力，满

足赛事期间城市背景交通需求和赛事交通需

求的双重压力。

2）提升公共交通品质，吸引更多的城

市背景出行和观众出行采用公共交通，通过

大容量、高效的交通方式实现道路资源的集

约利用。相关措施主要包括优化场站和线网

布局，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和运营效率。

另外，根据赛事安排和场馆布局，在预测赛

事出行需求基础上，规划高效运营的赛事线

路，提供公交专线运营服务，吸引观众采用

公共交通方式观赛。例如 1984年洛杉矶奥

运会期间，通过设置远端停车场、换乘穿梭

巴士的方式，缓解赛场周边的交通拥堵。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鼓励公众采用公共交通

观看比赛，还规划建设了一批公交港湾式停

靠站、出租汽车停靠点及自行车停车区等，

为方便观众乘用公共交通提供了设施上的便

利条件[2]。

3）许多赛事在申报阶段承诺为工作人

员、志愿者和持票观众提供免费的公交服

务，以满足赛事服务标准，这也是提高赛事

交通服务水平的一项有力措施。根据赛事规

模和赛程安排，合理估计免费用户的需求总

量，研究免费时段、免费范围、免费人群、

相关企业线路等具体执行方案，并完善监督

执法机制。

44..44 绿色低碳战略绿色低碳战略

为了满足赛事组委会关于保障空气质

量、减少环境污染的要求以及希望通过赛事

展现城市绿色技术实力等需求，赛事筹办通

常会对绿色环保领域提出要求，要求在基础

设施建设、交通运行、交通管理等方面采用

绿色低碳措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例如采

用新建筑技术或材料减少场馆、场站建设运

行能耗，配置新能源车辆减少道路尾气排

放，提高车辆利用效率减少空驶能源消耗

等，这些举措将有助于广泛宣传和推广绿色

交通理念，推进环保领域在交通系统中的应

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为保障空气质

量，贯彻“绿色奥运”理念，北京市采取了

黄标车停驶、更新、改造，加快公交车辆更

新，采用纯电动客车、混合动力客车、燃料

电池客车和混合动力轿车用于奥运交通服

务[2]，有效地推广了绿色交通理念。

44..55 科技办赛战略科技办赛战略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科学合理组织

交通，最大限度挖掘现有交通设施的潜力，

以有效保证赛事交通的运行[14]。

利用先进的技术构建智能交通系统(见

图4)，实现交通信息采集、管理、发布、交

换与共享、信号优化控制、突发事件快速反

应、公共交通系统优化，为实现实时、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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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高效的赛事交通系统 [14]运行提供科技

支撑。

另外，随着现代通信移动终端的普及和

5G通信的发展，可为参会者提供基于个性

化需求响应的观赛指引、场馆导览、出行导

航、餐饮住宿和移动支付的一体化服务。特

别是针对跨区域、大规模、多方式换乘的出

行服务，通过移动互联终端收集各类人群的

出行时空分布和出行品质要求，精准匹配提

供高效的信息服务和高品质的出行服务，在

满足赛事各利益群体出行需求的同时，更有

助于组织者提高组织效率、提升服务质量。

此外，出行及其他多方信息的汇总及交互体

验能够给参与者带来立体化、全方位的服

务，提高参与者参会体验。例如，2022年北

京冬奥会开发的“冬奥通”APP将作为信息

服务的重要载体，集成赛事相关信息，针对

不同用户群实现“一个APP畅享冬奥”的个

性化服务，也为赛事组织和运行提供整体的

移动通信协同和共享服务平台。其服务内容

包括办公、协同、出行、文娱，并提供互动

畅想聊天，将为冬奥参与者带来个性化的高

品质服务。

44..66 宣传措施及战略评估宣传措施及战略评估

开展广泛的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是保证交通战略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根据

赛事的特点，提前宣传赛事的影响和对应的

交通战略，制定对应的宣传方案，通过各种

渠道告知居民赛事期间各项政策和措施的必

要性，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力争各项战略

实施效果最大化。

根据监测数据或者开展调查，评估赛事

期间相关交通战略的效果，有助于总结经

验，理解各项政策和措施对出行行为的影

响，便于城市借鉴相关经验制定日常交通战

略。分析赛事期间城市交通运行情况，如公

共交通运量变化、道路交通量和速度的变

化，验证交通服务的效果是否达到预期。总

结对居民的影响及接受度、社会评价等方

面，便于其他赛事制定交通战略时借鉴经验

以提高社会满意度。

55 结语结语

大型体育赛事给城市交通建设带来巨大

机遇，有助于加快城市建设、提升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同时对城市的日常交通带来短时

的大规模冲击。在总结大型体育赛事交通需

求一般特征的基础上，分析赛事交通对城市

交通带来的挑战，提出城市交通在面向赛事

筹办过程中需要着眼于城市本身远期发展规

划，以赛事为契机推动空间结构调整、基础

设施建设和交通结构优化，为赛事举办提供

更好的城市交通环境。赛事交通战略需要遵

循协调性、系统性、优先性和公平性原则，

制定对应赛事优先、公交优先、绿色低碳、

科技办赛等战略的政策和措施，应对赛事带

来的挑战。举办城市需要根据自身特点和赛

事的具体情况，合理地制定赛事交通战略目

标，并因地、因时提出对应的交通战略，在

高质量服务赛事的同时，实现城市的长远社

会经济发展目标。

未来，随着赛事组织的发展、人口结构

变化、通信技术进步等，城市背景交通和赛

事交通需求随之发生改变，需要根据需求的

变化合理制定对应的策略，继续丰富已有赛

事交通战略的内涵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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