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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晰、简洁且全面的大型体育赛事交通总体规划是赛事成功举办强有力的保障。它整合现有

和未来可能使用的城市交通系统、交通网络系统、交通运营系统、相关机构及各客户群体，并在赛

事交通与城市交通之间寻求平衡点。以2014年索契冬奥会和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奥运交通总体规

划为案例，总结赛事交通总体规划的框架，剖析规划内容和要点，识别规划将面临的主要挑战。提

出大型体育赛事交通总体规划应包含稳定的安保政策、准确的交通需求预测、合理的交通枢纽布局

以及多场景方案；同时还应综合考虑赛时需求和赛后利用，既满足赛时需求，又为赛后留下最大化

的可持续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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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lear, concise, and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for major sports events ensures

the success of sports events. Such planning should integrate the current and future urban transportation

system, transportation network system, transportation operation system, involved institutions and user

groups, and seek a balance between event transportation and urban transportation. Taking the 2014 So-

chi Winter Olympics Games and the 2018 PyeongChang Winter Olympic Games as examples, this pa-

per summarizes the framework of general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for major sports events, and discuss-

es the contents, key points, and challenges of the planning.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general trans-

portation planning of major sports events should include stable security policies, accurate travel de-

mand forecasting, reasonable transportation terminals layout, and multi- scenarios scheme. The plan-

ning should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he service utilization during the events and post-events, which

can not only meet the event demands but also leave sustainable legacies after the events.

Keywords: major sports events; general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transportation strategies;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收稿日期：2021-02-02

作者简介：DI Gernot Leitner(1968— )，男，奥地利人，硕士，主席，总经理，主要研究方向：大型

体育赛事交通组织及管理。E-mail: office@masterconcept.at

通信作者：谢云侠(1989— )，女，河北衡水人，硕士，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大型体育赛事交通

组织、公共交通、交通规划。E-mail: yunxiaxie@chinastc.org

DI Gernot Leitner1，谢云侠 2

(1.奥地利MC迈思咨询公司，奥地利萨尔茨堡 5020；2.宇恒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北京 100004)

文章编号：1672-5328（2021）04-0027-06 中图分类号：U491.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813/j.cn11-5141/u.2021.0037

00 引言引言

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活动需要向运动员、

技术官员、媒体、观众等多个客户群提供交

通服务，并且短时间内会在城市中聚集大量

客流。为尽量减少赛事交通对城市日常出行

的影响且保障赛事顺利进行，主办城市会从

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制定一系列交通

专项规划。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从交通

总体规划层、城市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层和奥

运专项交通规划层制定了数十个奥运交通规

划[1]。宏观层面的赛事交通总体规划协调和

整合已有以及将来可能有的城市交通系统、

交通网络系统、交通运营系统、相关机构及

各客户群体，同时也规定了赛时交通运行所

需的策略和基础设施。它既为主办城市提出

大型体育赛事交通总体规划框架及要点大型体育赛事交通总体规划框架及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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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以保障赛事顺利进行的要求，同时也为

各客户群和赛事组委会内部工作人员(包括

交通部门)提供了一套明确的目标。因此，

大型体育赛事交通总体规划是交通政策制定

和交通规划建设的基础和关键。

国内外大型体育赛事交通总体规划的研

究及实践文献较少，并主要集中在奥运交通

的规划理论与方法、交通需求预测方法以及

仿真评价体系 [2- 4]。《北京交通发展纲要

(2004—2020年)》对奥运会筹备期至会后的

交通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体现了为应对赛

事北京市城市交通发展的主要方向，但对组

委会的工作人员应如何向各交通服务对象提

供交通服务并未提供指导性的方向[1]。

城市一般都是首次承接大型体育赛事，

办赛经验并不丰富，并且许多赛事规划体系

并不完善，这给赛事安全、有序举办带来极

大挑战。因此，本文以 2014年索契冬奥会

和 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奥运交通总体规划

为例，研究归纳奥运交通总体规划的主要框

架、主要内容和研究深度，以期对 2022年

北京冬奥会的举办提供经验与启示。

11 交通服务规划目标交通服务规划目标

大型体育赛事交通总体规划旨在为所有

客户群提供与赛事相关的交通服务和基础设

施，以便为赛时提供安全、高效、准时的交

通系统和服务；既要满足每个客户群体的具

体需求，同时尽量减少对城市正常交通运行

的影响。

不同赛事服务的客户群略有不同，以奥

运会为例，客户群包括奥林匹克大家庭、运

动员和随队官员、技术官员、国际奥委会成

员和嘉宾、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成员、国际

和国内政要、媒体、赞助商、工作人员和观

众。各客户群的交通服务规划目标包括：1)所

有提供交通服务的人员均训练有素；2)确保

所有的交通服务均安全及可靠；3)为所有赛

事成员和观众提供畅通的交通服务；4)建立

和完善可满足赛时需求的交通措施，如赛事

专用路和车道、交通需求管理，同时尽量减

少对居民必要出行的干扰；5)确保交通运输

方案满足所有客户群的需求；6)为所有观众

提供舒适、可靠、高效的公共交通服务；

7)在经验丰富的赛事交通专家指导下，提供

经过全面规划、培训和演练的交通服务方

案，以有效应对任何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

8)提供备用驾驶员和车辆，以灵活、快速地

应对交通需求或情况的变化；9)根据需要为

客户群提供通往所有竞赛或非竞赛场馆的无

障碍交通工具；10)提供环保、低排放的交

通服务；11)充分考虑赛后运营等情况，留

下宝贵的赛后遗产，为城市、地区和国家未

来的赛事活动服务。

22 总体规划框架总体规划框架

大型体育赛事交通总体规划属于宏观规

划，是赛事场馆规划、赛事专用道等专项交

通规划的上位规划。经验表明，交通总体规

划对赛事的顺利举办举足轻重。一方面它是

赛事交通规划的总纲，包含赛事准备工作的

方方面面，明确赛事交通的任务分工；另一

方面它为详细交通规划设立目标，是一个锚

点，为专项交通规划提供方向。因此，编制

清晰、明确、全面的交通总体规划框架非常

必要。

奥运会是全球顶级盛事，其筹备工作需

提前 7年进行，且其交通总体规划的编制至

少需要 12个月，在此期间需不断与国际奥

委会、属地奥委会磨合与对接，最终形成奥

运交通总体规划。该规划系统、科学地梳理

了赛事交通所需完成的交通任务，对其他大

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22..11 20142014年索契冬奥会年索契冬奥会

第22届冬奥会于2014年2月7—23日在

俄罗斯索契举办。该届冬奥会设置海岸赛区

(Adler)和山地赛区(Krasnaya Polyana)，相聚

50 km。索契市沿着黑海海岸约 140 km，然

后向北环绕着被称为Krasnaya Polyana的山

区。连接索契和莫斯科的交通基础设施主要

为M27联邦公路以及一条客运铁路，均与海

岸线平行。通往Krasnaya Polyana山区的交

通设施则在既有A148公路的基础上，新增

一条 3~4车道公路和一条大运量山地铁路。

2014 年索契冬奥会赛区及基础设施分布见

图1。

2014年索契冬奥会交通总体规划[5]主要

包括 18个部分(见图 2)。其中，第 1~4部分

是对奥运交通总体规划及背景的介绍；第 5

部分介绍奥运体系的责任与分工以及赛时的

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第 6部分是对奥运

交通策略的总体介绍，也是制定各客户群详

细交通服务内容的依据；第7~9部分是对奥

运会各个利益相关方的交通需求预测及交通

服务；第 10~12部分是交通服务确定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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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行、场馆端以及交通政策方面的保障

措施；第 13~18部分是奥运系统中需要考虑

的其他专题。

22..22 20182018年平昌冬奥会年平昌冬奥会

第23届冬奥会于2018年2月9—25日在

韩国平昌举办，包含平昌山地和江陵沿海两

个赛区，相距 37 km。平昌冬奥会交通规

划[6]共包括 9个部分(见图 3)。第 1部分介绍

交通规划的总体情况；第 2部分介绍交通规

划的理念和策略；第3~5部分介绍各利益相

关方的交通需求预测及交通服务；第6~8部

分介绍在交通服务确定的情况下，场馆交

通、车辆计划以及交通管理等保障性政策；

第 9部分介绍赛时的指挥、监控、沟通架构

以及各交通服务团队的责任与分工。

22..33 交通总体规划框架总结交通总体规划框架总结

通过两个案例的分析，可以在规划框架

上达成基本共识。第 1部分是对赛区概况的

介绍；第 2部分是赛时指挥、控制和通信系

统的构建以及奥组委、相关交通服务团队的

职责与分工；第 3部分是赛时交通服务的主

要策略；第 4部分是各客户群的交通服务方

式，主要包括赛事注册客户群交通服务、工

作人员与志愿者交通服务；第 5部分为场馆

交通、巴士服务、交通管理政策等保障性交

通服务；第 6部分为其他相关主题，主要包

括仪式交通、应急预案、可持续发展交通以

及赛后遗产。

33 总体规划要点总体规划要点

在确定大型体育赛事交通总体规划的框

架后，需要对每个部分包括的主要内容以及

内容深度进行界定。

33..11 赛区概况赛区概况

对赛区的交通基本情况、交通服务对象

种类及数量、赛程安排进行梳理，为制定交

通服务策略和服务标准奠定基础。

33..22 职责与分工职责与分工

高效运行的组织机构是赛事顺利举办的

基础，因此要明确赛事交通职能部门(一般

为组委会交通部门)的职责与分工。赛时指

挥架构也应包含在交通总体规划中，即将赛

事交通的不同组成部分整合到一个单一的指

挥、控制和通信系统中，包括注册客户群的

交通服务、工作人员(志愿者) 和观众交通服

务、公共交通、场馆交通、交通枢纽、交通

管理和执行。每个组成部分都应有专门的上

报机构，即设置一个或多个分指挥中心，然

后与整个赛事的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相结

合，并且系统会与主运营中心以及其他关键

图1 2014年索契冬奥会赛区及基础设施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competition venues and 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of the 2014

Sochi Winter Olympic Games

资料来源：文献[5]。

至莫斯科

黑海
索契—海
岸赛区

莫斯科—索契铁路

M27联邦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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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山地铁路

相
距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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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契—山
地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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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运注册客户群交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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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安全与安保
16 应急预案
17 可持续交通
18 奥运遗产

图2 2014年索契冬奥会交通总体规划框架

Fig.2 Framework of the general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of the 2014 Sochi Winter

Olympic Games

1 规划概要

2 交通服务理念和策略

3 交通需求预测
4 抵离交通服务
5 奥运注册客户群交通服务

6 场馆交通
7 车辆运行计划
8 交通管理

9 规划与支持服务

图3 2018年平昌冬奥会交通总体规划框架

Fig.3 Framework of the general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of the

2018 PyeongChang Winter Olympic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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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中心(如安保和机场)整合。

33..33 交通服务策略交通服务策略

交通服务策略是每个客户群交通服务的

基石，在制定交通服务策略时应该考虑以下

因素：

1）跨赛区交通需求。尽量选择以大运

量公共交通作为主要交通服务方式，尽可能

选用“铁路+公共交通”方式组织交通。如

果道路资源短缺且距离较远，应尽量少使用

机动交通而采用铁路方式，将客户群从火车

站经公共交通直接运输至场馆，践行可持续

交通的理念。

2）交通枢纽布局。交通枢纽的布局应

能处理多个场馆的高峰集散交通。

3）交通管理措施。考虑道路通行能力

的限制和场馆的集中程度，必须对持证的赛

事班车和小汽车实行严格的实时管理。

4）可持续交通理念。落实可持续交通

规划理念，一是在生态环境非常敏感的地区

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二是优化传统的交

通发展模式，如优先使用公共交通和尽可能

减少使用污染更大的私人机动交通。

33..44 各客户群交通服务方式各客户群交通服务方式

与赛事相关的客户群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与赛事举办息息相关，需组委会提供

专用交通服务的注册客户群，包括运动员及

随队官员、技术官员、媒体、组委会成员及

市场开发合作伙伴等；一类是以公共交通服

务为主的工作人员(志愿者)、观众和公众。

对每类客户群提供交通服务的基础是明确其

交通需求。

33..44..11 交通需求预测交通需求预测

交通需求预测应在尊重赛事现有和规划

的交通系统并尽量避免干扰城市日常交通的

情况下进行，以期达到满足赛事交通需求、

平衡交通运力、确保正确使用各种交通方式

(铁路、道路、人行道等)的目的。根据赛事

各场馆类型、客户群类型以及赛程，建立交

通需求预测模型，对赛时高峰情景进行模

拟，判断交通基础设施的能力是否足够，评

估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性。

33..44..22 注册客户群交通服务注册客户群交通服务

赛事交通总体规划应提供以客户为中

心、确保每个客户群都能获得最佳赛事体验

表1 运动员及随队官员住宿分布

Tab.1 Distribution of accommodation of athletes

and team officials

住宿地

冬奥村(索契奥林匹克公园)

冬奥村(山地赛区)

运动员住宿区(越野滑雪)

超编官员酒店(山地赛区)

数量

3 000床位

2 600床位

1 100床位

200房间

资料来源：文献[5]。

608 山地赛区冬奥村—海岸赛区冬奥村

707 索契机场—海岸赛区冬奥村

708 奥林匹克公园南区服务线路

709 奥林匹克公园北区服务线路

710 冬奥村内部线路

场馆
冬奥村
安保线
安保控制点
赛事班车站

7502500

单位：m

黑海

北

图4 运动员及随队官员交通服务线路

Fig.4 Transportation service route of athletes and team officials

资料来源：文献[5]。

赛事班车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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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通服务。交通服务的内容涉及客户人

数、客户住宿情况、交通服务类型以及拟服

务的线路。以 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运动员

和随队官员为例，交通服务规划流程主要

包括：

1） 明确参赛人数。预计参赛规模约

5 600名运动员和代表 80多个国家奥委会的

随队官员。

2）确定住地信息。运动员和随队官员

将分布在4个地点(见表1)。

3）汇总运动员所需的交通服务类型及

安检类型。运动员及随队官员交通系统将提

供奥运村、官方住宿地、训练和比赛场馆以

及其他指定场馆和地点之间的交通服务(见

图4)。为运动员、随队官员及其随行行李和

运动设备提供服务，具体包括：从住地到场

馆的训练和比赛服务；运动员和随队官员观

赛服务；抵离服务；开幕式和闭幕式服务；

奥运村相关服务，如颁奖广场服务；奥运村

内服务；奥运村和技术官员酒店之间的连接

服务。

4）考虑其他类型的交通服务，如国家

(地方)奥委会专用车辆。

5）制定初步的车证政策。除了为运动

员及随队官员的交通服务车辆和国家(地方)

奥委会分配的车辆提供车辆通行和(或)停车

许可证(Vehicle Access and/or Parking Permit,

VAPP)外，国家奥委会还可以选择通过收费

卡流程为其他车辆购买车证。

33..44..33 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观众和公众交通服务观众和公众交通服务

工作人员、观众和公众是每天需要运送

的最大数量的乘客。公共交通和赛事专用交

通的结合将为这类人群提供大部分服务。赛

事交通总体规划应对这三类人群的交通服务

政策作出明确规定。

1）工作人员。

应优先考虑工作人员的交通服务，以确

保其可以安全高效地进入工作场所。一般工

作人员的交通服务包括：加强当地公共交通

服务频次，延长运行时间；提供免费的公共

交通；开通连接各赛区、场馆的赛事班车

线路。

2）观众。

需要在交通总体规划中制定确保所有持

票观众都能成功观看比赛的政策，并且为观

众提供不同的交通方式，包括铁路、班车、

缆车等，以提供便利的出行服务。一般大型

体育赛事场馆附近都不会设置观众停车位，

尤其是奥运会。

3）公众。

公众在赛时有出行需求。编制交通总体

规划过程中应与当地政府沟通，制定满足其

需求的措施，主要包括促进公众使用公共交

通，减少背景交通量；实行严格的交通管

制；与当地相关部门合作，调整假期和工作

时间；推进在家办公时间，缩短通勤高峰时

间和交通量。

33..55 保障性交通服务保障性交通服务

33..55..11 场馆交通场馆交通

大型体育赛事交通总体规划应梳理所有

场馆的基础信息，为下一步制定场馆运行计

划打基础，如位置、容量、赛事、距其他场

馆的行程时间矩阵，以及距其他重要场馆的

距离矩阵。

33..55..22 巴士运营巴士运营

赛时为每个客户群提供安全、快捷和方

便的多式联运交通系统，需要考虑公共交通

运营、基础设施升级、交通管理、交通信

息、工作人员招募、车辆筹措、场站布局及

车队运行等，这些方面的初步预测结果以及

规划方向都应在交通总体规划中体现。

33..55..33 交通需求管理交通需求管理

出行距离和出行时耗是赛事交通规划中

非常重要的因素，客户需要得到准确的交通

信息以便规划每日行程。因此，赛时为各客

户群提供准时、安全的交通服务是对交通管

理的重大挑战。赛事交通需求管理措施可以

从出行需求和交通管控两方面着手。出行需

求措施着眼于主动改变出行行为和减少交通

流产生。交通管控措施主要针对交通流管

理，例如赛事专用道规划、停车限制和法规

变更等。对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的思考应在交

通总体规划中体现。

33..66 其他相关主题其他相关主题

33..66..11 仪式交通仪式交通

大型体育赛事为在主办城市举行仪式、

文化活动和其他非体育活动提供了机会。这

些仪式交通规划将纳入交通总体规划，以确

保交通服务的一致性和成功运营。

33..66..22 应急预案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应涵盖可能影响赛事各客户群

交通服务的众多场景，包括赛时可能出现的

与天气、内乱、事故或关键系统关闭有关的

情况或事件。应急预案是交通总体规划的关

键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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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6..33 可持续交通和赛后遗产可持续交通和赛后遗产

大型体育赛事交通总体规划还应考虑提

供可持续的交通系统，包括公共交通的使

用、低排放、低碳技术以及赛后为城市留下

持久的运行系统和知识遗产等。因此，在制

定交通总体规划时，应综合考虑赛时和赛后

需求，既满足赛事需求，又可在赛后满足体

育、旅游和商业基础设施需求，确保赛后留

下最大化的可持续遗产。

综上所述，本文总结大型体育赛事交通

总体规划框架和规划要点(见图5)。

44 总体规划面临的挑战总体规划面临的挑战

大型体育赛事交通总体规划的最大挑战

是如何在已有城市交通网络和由于赛事而新

形成的交通网络中寻找平衡。因此，在交通

总体规划中，准确的交通需求预测模型是基

础，安保政策的确定是前提，客户群在换乘

前后的运力匹配是关键，多场景方案制定是

保障。

44..11 构建交通需求预测模型构建交通需求预测模型

基于各利益相关方的出行规律预测所有

场馆客户群的交通需求非常重要。通过构建

交通需求预测模型了解各客户群主要来自哪

个方向(出发地)或住宿地。例如观众，首先

根据现有资料预测观众的来源及比例，预设

其到达(离开)场馆的方式，再根据比赛日

程、场馆容量，形成初版交通需求预测模

型，清晰地展示观众从起点到终点的整个交

通运输过程；随着各交通参数的明确，逐步

细化初版交通需求预测模型。值得注意的

是，由于每个客户群，包括观众、志愿者、

媒体、运动员或市场开发合作伙伴都有其专

用的权利和规则，因此在构建交通需求预测

模型时需重点考虑这些特殊的权利和规则。

44..22 制定安保政策制定安保政策

交通总体规划面临的另一个关键挑战

是，在规划的每个阶段都必须充分考虑安保

政策。由于安保政策的制定非常复杂，需要

花费较长时间，因此交通和安保部门之间需

进行定期交流。例如某些区域或边界内不允

许非赛事注册客户群进入，特别是驾驶私人

小汽车的客户；尤其要关注“脏区”(未经

过安检的区域称为脏区)与交通枢纽之间的

连接，未经安检的观众不能进入“干净区”

(经过安检后的区域称为干净区)。

44..33 匹配换乘前后的运力匹配换乘前后的运力

在安保政策下，一旦完成了初版交通需

求预测模型，就可以大致预测出运力需求。

为了平衡整个交通运输系统的运力，应掌握

每个方向、每个运输系统的交通容量，以便

在换乘不同系统时运力能够匹配。尤其应特

别关注交通枢纽，如高铁站、赛事班车及小

汽车停车换乘(P&R)站。交通枢纽既为各客

户群提供足够的空间，使其能够从一种交通

方式转换为另一种交通方式，同时也为该枢

纽交通系统的运行提供空间。并且，部分交

通枢纽内存在多种交通方式联运的情况，多

种交通功能集中在一个区域进行管理，如果

换乘前后的交通运力不匹配，则该交通枢纽

容易成为瓶颈点，影响整个赛事的顺利运行。

44..44 零场景及替代方案零场景及替代方案

当赛事交通总体规划初版确定后，将被

定义为“零场景”，意味着整个赛事系统按

计划运行。基于零场景，如果单个赛事或多

个赛事被推迟或取消，就会出现某一场馆群

由于赛事增加而导致交通需求上升，零场景

方案具有局限性，应考虑替代方案。特别是

冬奥会，部分比赛场馆位于山区，由于不可

预见的天气条件，会造成许多赛事延误或取

赛区交通基本情况；
交通服务对象种类及数量；
赛程安排

组委会职能与任务；
赛事指挥、控制与通信架构

大运量公共交通服务优先；
合理布局交通枢纽；
交通管理措施；
可持续交通理念

交通需求预测；
注册客户群交通服务(客户人数、
客户住宿情况、交通服务类型以
及拟服务的线路)；
工作人员、观众和公众交通服务

场馆交通；
巴士运营；
交通需求管理

仪式交通；
应急预案；
可持续交通和赛后遗产

赛区概况

其他相关主题

职责与分工

交通服务策略

交通服务方式

保障性交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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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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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大型体育赛事交通总体规划框架及规划要点

Fig.5 Framework and key points of general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of major sports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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