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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为各类客户群提供高质量的班车服务并集约利用车辆、避免资源浪费是大型体育赛事班

车系统规划与组织的重点。围绕班车出行的交通规划与组织，系统总结赛事班车系统的服务对象及

服务类型。阐述班车系统规划流程，包括班车出行人数预测、线路规划、配车数测算、运行计划、

相关保障措施和预案制定等。对赛事班车系统的规划要点进行说明，强调在线路走向、车站设置等

规划设计上都要以班车服务的便捷、直达和准时为目标。对班车系统面临的挑战和交通组织策略进

行总结，指出赛事班车系统的交通组织需要更加精准、灵活，并建立更加完善的沟通指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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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ttle Bus System Planning for Major Sports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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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provide high-quality shuttle bus service for various customer groups and better uti-

lize vehicles avoiding waste of resources are the focus of the planning and organization of shuttle bus

system for major sports events. Concentrating on the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nd organization of shut-

tle bus for major sports event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sers and service types of

the system. The paper elaborates the planning procedures of the shuttle bus system, including travel de-

mand forecasting, route planning, vehicles allocation, dispatching schedule, performance measures,

emergence plan. Focusing on the key planning points of a shuttle bus system,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design of shuttle service routes and stops should emphasize convenience, direct connection, and on-

time operation. Through discussing the challenges and service management of the shuttle system, the

paper advocates the development of a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command system that can pro-

vide high-quality and flexible shuttle bus service for the sports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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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大型体育赛事交通组织是一个系统性的

工作，包括多个相互关联、层次各异的规划

体系和专项。从层次上可以分为战略规划、

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等，从内容上可以分为

场馆交通组织规划、班车系统规划、公共交

通系统规划、道路与场站等交通基础设施规

划等[1]。班车系统规划是大型体育赛事通用

的专项规划之一，是对赛事交通服务标准及

交通总体规划的落实与深化，同时班车系统

规划与场馆交通组织规划、交通场站规划是

互为反馈、相互校核的关系，是后两项规划

的基础。大型体育赛事出行需求与城市出行

需求存在明显差异，赛事出行需求的特殊性

主要体现为不同群体在出行目的、出行方

式、出行时间等行为特征上的多层次、差异

性。班车系统对准时性、直达性的要求远高

于城市公共交通，如不能及时到达场馆将引

起重要赛事延误事故；同时赛事交通需要短

时集散大量人员，对交通服务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因此，应针对赛事交通需求的特殊

大型体育赛事班车系统规划与组织大型体育赛事班车系统规划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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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体育赛事班车系统规划与组织大型体育赛事班车系统规划与组织 性，制定不同于日常城市公共交通服务体系

与运行模式的特殊运行组织与专用服务系统。

文献[2]对班车系统的调度特点进行了分

析，提出车辆调度的可靠性要高、调度服务

要根据不同类型的人员分优先级提供；文献

[3]对运动员班车系统进行优化，保证了班车

系统的准时性，同时节约了部分班次。文献

[4-5]对大型赛事观众的需求及交通服务进

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既有研究中针对指挥调度系统和观众的

交通服务阐述较多，对赛事班车系统整体规

划流程及班车系统在交通组织方面的特点研

究较少。如何针对不同客户群的出行特点，

做好专用班车系统的交通组织与服务，提供

高品质班车服务的同时集约利用车辆，是本

文的研究重点。

11 客户群班车系统服务对象及类型客户群班车系统服务对象及类型

大型体育赛事的交通参与者有多种类

型，不同人群有不同的优先级别及服务要

求[6]。一般情况下，会为人数较多、出行优

先级要求较高的客户群体提供专用的班车系

统服务，例如 2019年武汉世界军人运动会

(以下简称“军运会”)专用班车系统主要服

务运动员和随队官员、注册媒体以及技术官

员。针对工作人员、志愿者和观众这类群

体，一般会以公共交通为主来服务；而对于

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以下简称“冬奥会”)

这类一般举办地远离城市核心区域、公共交

通不便到达的赛事，则会根据情况安排补充

的班车线路，如 2014年索契冬奥会安排了

补充的志愿者和观众班车线路[7]。

表1 大型体育赛事班车系统服务对象及类型

Tab.1 Service objects and types of shuttle bus system for major sports events

客户群

运动员和随队官员

注册媒体

技术官员

工作人员与志愿者

观众

班车代码

TA

TM

TF

TW

TS

班车系统服务类型

1）抵离班车

2）训练班车

3）比赛班车

4）观赛班车

5）开闭幕式班车

6）集体项目专用大客车

7）其他班车：超编官员班车、运动员村内循环班
车、市中心联系班车、旅游班车等

1）抵离班车

2）比赛、训练采访班车

3）开闭幕式班车

4）直达班车(Direct and Dedicated Transportation
System, DDS)

5）其他班车：新闻中心—转播中心直达班车；颁
奖广场班车等

1）抵离班车

2）比赛、训练班车

3）开闭幕式班车

4）其他班车

1）工作专线

1）观赛班车

2）开闭幕式专线

起终点

驻地—机场、火车站

驻地—训练场馆

驻地—比赛场馆

驻地—场馆

驻地—开闭幕式举办地

驻地—集体项目场馆

驻地、主媒体中心—机场、火车站

驻地—场馆

驻地—主媒体中心

主媒体中心—场馆

驻地、主媒体中心—开闭幕式场馆

主转播商驻地—场馆、主媒体中心

驻地—机场、火车站

驻地—场馆

驻地—开闭幕式场馆

驻地—称重点、官方会议点、制服证件发放处等

集中驻地—场馆

交通枢纽—场馆

交通枢纽—场馆

交通枢纽—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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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车系统的服务类型主要由不同客户群

的出行需求决定。结合相关大型体育赛事的

班车安排，对各类客户群专用班车系统典型

的服务类型进行汇总(见表 1)。在班车系统

规划时，应根据不同赛事的服务标准要求和

城市交通特点，有针对性、选择性地规划班

车系统主要服务对象及服务类型。

22 班车系统规划流程班车系统规划流程

22..11 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

班车系统规划以大型体育赛事的客户群

作为规划对象，针对每一类客户群的出行起

终点、出行需求类型、出行量及时间要求，

安排相应的班车线路，配备符合交通服务标

准的车辆，并制定相应的班车运行计划。总

体目标是以班车服务来满足各类客户群的出

行需求。在班车系统规划时，应遵循以下原

则：1)满足各类客户群的交通服务标准与优

先级要求；2)兼顾班车系统的服务直达性与

服务效率；3)鼓励不同客户群共享的班车服

务；4)车型选择要综合考虑赛事需求及赛后

城市可持续利用的需求；5)预留足够储备运

力作为应急调度使用。

22..22 规划依据规划依据

班车服务系统规划需要一系列的相关规

划及要求作为基础，最主要的规划依据包

括：1)各类客户群交通服务标准；2)场馆、

驻地安保政策及方案；3)申办承诺及《主办

城市合同》；4)城市道路、场站等交通设施

规划；5)竞赛、非竞赛场馆规划；6)赛事相

关客户群交通需求预测。

22..33 规划流程规划流程

以比赛、观赛班车服务为例，班车系统

服务方案的规划流程如图1所示。

1）班车方式出行人数预测。

首先需要测算各类客户群高峰日、高峰

小时出行的总需求。测算的基础数据包括三

项：赛程、各类客户群人数、各类客户群入

退场时间规律。例如，运动员一般需要比赛

前至少一个小时到达场馆，结束比赛后，会

在一个小时内离开场馆[6]。基于此测算出各

场馆每一类客户群高峰日、高峰小时的出行

需求；然后根据各类客户群的交通服务标

准，明确各类客户群不同交通方式出行比

例，进而测算需要专用班车系统服务的客户

群出行人数。

2）班车线路规划。

首先需要明确各类客户群班车线路的出

行起点和终点。对于比赛、观赛类的班车线

路，出行起点一般为客户群驻地，出行终点

一般为竞赛和非竞赛场馆。在此基础上明确

各类客户群的出行方向，进而规划出各类客

户群的班车线路，包括线路走向和上落客

点位。

3）班车配车数测算。

线路配车数与班车的发车方式直接相

关。对于定点发车类型的班车线路，线路配

车数=(线路单程运行时间×2+上客时间+落客

时间+车辆调度时间+安检、免检、验证时

间)/线路发车间隔，式中：线路单程运行时

间指车辆从发车点至终点站的行车时间；上

客时间即车辆在所有停靠站的上客时间之

和；落客时间即车辆在所有停靠站的落客时

间之和，如果车站同时发生上客和落客，则

取二者中的高值。

对于集中发车类型的班车线路，线路配

车数=线路运送人数需求/(车均载客能力×满

载率×车辆周转次数)，式中：线路运送人数

需求指该线路当日需要运送的人数总和；车

均载客能力指该车型核定载客人数；满载率

根据不同客户群的需求实际设定，例如媒体

班车考虑随身携带摄影器材等情况，满载率

运力及应急
保障预案

场站规划设计
及保障计划

后勤保障计划
班车运行团队

构建
能源保障计划

班车运行计划制定

班车配车数测算

客户群班车线路规划

客户群班车方式出行
人数

竞赛场馆、非竞赛
场馆分布

客户群驻地安排

各类客户群出行方式
划分比例

各类客户群高峰日、
高峰小时出行人数

各类客户群交通
服务标准

各类客户群入退场
时间规律

各类客户群人数赛程

图1 比赛、观赛班车系统服务方案规划流程

Fig.1 Procedures of shuttle bus system service plan for athletes and spect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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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适当降低。

另外，在班车车辆的配备中，需要考虑

备用车。备用车的主要作用为：1)车辆临时

故障、交通拥堵情况下的应急用车；2)高峰

客流的备用车，在客流高峰时段，需要增加

车辆进入线路运行；3)考虑车辆加油及充

电、车辆启动准备、车辆清洁、驾驶员就餐

换班等时间的影响，需要在线路上增加备用

车辆。

4）班车运行计划制定。

在班车线路规划完成、发车方式和服务

时间确定、线路车型及配车确定后，需要制

定客户群班车线路的运行计划。运行计划应

当以三个“一”为基础制定，即针对每一个

客户群、每一个场馆、每一个比赛日分别制

定具体的运行计划。运行计划中通常涵盖的

内容包括日期、线路编号、起点站、终点

站、线路单程时间、每班次发车时刻、车辆

数等。

5）相关保障措施及预案制定。

班车系统运行计划制定完成后，班车车

辆和停车位等交通设施的需求基本明确，在

此基础上需要完善相关保障措施及预案的制

定，包括车辆所需能源的保障计划、班车运

行团队的构建、运力及应急保障预案、班车

场站的规划设计与保障，以及司乘人员的食

宿等后勤保障计划。

33 班车系统规划要点班车系统规划要点

班车系统对准时性的要求远高于城市公

共汽车交通，特别是运动员、技术官员等与

赛事直接相关的客户群体，如果班车不能将

客户准时送达场馆，将产生赛事延误等重大

事故。因此，班车系统规划要以班车服务的

便捷、直达和准时为目标。

33..11 赛事班车与日常出行分离赛事班车与日常出行分离

班车线路走向的选择要结合道路状况，

优先选择赛事专用道路，尽量减少选择与城

市日常出行重叠较多的道路，以保证班车线

路的运行速度和准时性，减少与城市日常交

通的相互干扰。以武汉军运会为例，客户群

班车系统路径主要选择城市外围的高速公路

和快速路(见图 2)，保证了车辆运行效率，

同时减少穿越中心城区，避免交通拥堵。

33..22 班车上落客位靠近目的地班车上落客位靠近目的地

在交通保障服务中，班车上落客的位置

会根据不同客户群体的优先级别和服务要求

设置，例如对于优先级别最高的运动员群

体，班车上落客位设置在竞赛场馆运动员功

能区旁边，运动员下车即可到达运动员功能

区。2018年平昌冬奥会某竞赛场馆的运动员

班车上落客位紧邻运动员休息室和缆车站，

运动员下车后直接进入休息室(见图 3)。对

于其他客户群体，班车上落客位也应当尽量

靠近客户群的功能区，运动员、媒体、技术

官员等优先级别较高人员的上落客位应当就

近设置；观众、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上落客

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近设置。

33..33 班车首末站预留充足空间班车首末站预留充足空间

由于赛事交通具有短时人流聚集的出行

特点，赛事线路有时不能按照公共汽车固定

发车间隔、每次只发一辆车的方式，而是采

用一次发几辆车的列车化发车方式，因此应

当为各班车线路预留充足的上落客位空间。

同时，班车首末站是人群主要集散区域，在

空间上要预留足够的乘客上落客候车区域；

在流线上要尽量实现人车分流。对进出首末

站的车行通道也要预留充足的排队和超车空

间，保障首末站区域交通空间充足、车辆运

行有序。

城市一般道路

城市快速路

高速公路

图2 武汉军运会班车系统主要途经道路

Fig.2 Main routes of the shuttle bus system of the Wuhan Military World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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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08 年北京奥运会运动员村班车站

设计为例，班车站长 270 m，宽 80 m，共设

置 74个班车上落客位(见图 4)。班车站整体

采用岛式站台的设计方式，乘客的候车与进

出站空间与车行通道完全分离，实现人车分

行；班车站位采用凸起式站台+港湾式站台

相结合的锯齿形排布方式，方便车辆进出站

位，同时保障车行通道内车辆的正常行驶。

这种锯齿形的排布方式充分利用了班车站的

空间，尽可能地排布更多的上落客位，保障

了客流疏散的需求。

44 班车系统面临的挑战班车系统面临的挑战

与城市公共汽车服务相比，服务于大型

体育赛事的客户群班车系统在交通组织上需

要更高的服务水平、更精细的组织方法，也

面临更多的挑战。

1）匹配各类客户群不同的出行特点。

各类客户群在出行时间、出行需求等方

面存在差异。例如，赛事转播商一般在赛前

3 h抵达场馆以开展转播准备工作，负责采

访的文字摄影记者则只需要赛前 1 h抵达即

可；篮球、足球等集体项目的运动员一般要

乘坐同一辆车团体出行；非集体项目的运动

员乘坐班车出行即可。

2）满足波动的客流需求并集约化利用

车辆。

赛事期间，每日比赛和观赛的出行需求

变化很大。以 2018年平昌冬奥会为例，高

峰日约 8.7万人次出行，而一般比赛日仅有

3~5万人次出行 [8]。这种客流的巨大波动与

城市公共汽车每日客流基本稳定的状态不

同，如何满足高峰客流需求的同时又不造成

车辆的巨大浪费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

3）需要建立高效、顺畅的指挥调度体系。

大型体育赛事服务客户群众多，场馆也

分布在多个地点，同时很多赛事由于天气等

原因，经常会发生比赛项目和时间临时调

整。需要建立系统的班车指挥调度体系，及

时收集客户出行需求的变化，安排班车计划

的调整，整合不同线路运力，并将计划下达

到具体的线路和车队。

55 班车系统交通组织策略班车系统交通组织策略

55..11 精准化提供班车服务精准化提供班车服务

在制定不同班车类型和班车线路的发车

方式和服务时间时，应当结合不同客户群的

出行特征进行安排。例如对于比赛、观赛类

班车，客户群到达和离开都较为分散，可以

采用公共汽车式的发车方式，即定点发车；

而对于志愿者这类群体，具有早上集中到

达、晚上集中离开的特点，更适合采取集中

发车的方式，即早上某一时刻集中发车将志

愿者从驻地运送至场馆，晚上某一时刻集中

北

运动员班车上落客位

缆车站

运动员休息室

图3 2018年平昌冬奥会竞赛场馆运动员班车上落客位设计

Fig.3 Shuttle bus design on pick-up and drop-off points for athletes in the

2018 PyeongChang Winter Olympic Games

资料来源：文献[8]。

车行流线

步行流线

图4 2008年北京奥运会运动员班车站设计

Fig.4 Design of shuttle bus stops for athletes in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资料来源：文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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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志愿者从场馆运回驻地。根据历届赛事不

同人群的出行特征，本文对较为典型的 5类

班车的发车方式和服务时间进行总结和梳理

(见表 2)，在实际运用中，可结合所服务客

户群的出行特点进行选择和优化完善。

55..22 灵活组织班车运行灵活组织班车运行

1）通过不同类型、不同线路车辆的相

互调用满足高峰客流出行需求。

根据赛事举办的特点，不同班车线路出

行高峰发生的日期和时段并不相同，因此可

以相互调用车辆。典型的调用场景包括：①比

赛班车调用到抵离服务中，客户群抵达高峰

一般发生在比赛开始前1~2周，此时大部分

赛事尚未开始，可以将比赛班车暂时调用，

服务抵离出行；②不同场馆比赛班车的相互

调用，不同场馆的竞赛日期会存在差异，将

没有比赛安排的班车线路车辆调用到有比赛

安排的班车线路上也是一种典型的集约利用

车辆的做法。若要实现班车的集约利用，对

于车证的安排需要比较灵活，车证与车辆不

能是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以方便实现车辆

在不同线路、不同场馆的交通服务。

2）利用客户群错时出行特点，鼓励合

乘的班车服务，以集约利用车辆。

2018年平昌冬奥会提出了合乘班车的概

念，以达到节俭办奥的目的。通过对住在同

一酒店(驻地)的媒体人员、技术官员、工作

人员等设置合乘班车的交通服务模式，实现

线路集约设置、车辆集约利用的效果。不同

客户群出行高峰时段存在差异，一般是工作

人员需要最早出行，然后是技术官员，最后

是媒体。通过合乘线路的设置，可以充分提

高线路在各个时段内的车辆运载效率，从而

实现集约利用车辆的目的。以竞赛场馆技术

官员和媒体的出行服务为例(见图 5)，在单

独开设技术官员班车和媒体班车的情景下，

技术官员高峰小时出行需求为 120人次，需

要配备 5辆大巴，发车间隔 15 min；媒体高

峰小时出行需求为 220人次，需要配备 9辆

大巴，发车间隔 8 min。如果采用技术官员

和媒体的合乘班车，高峰小时总出行需求为

270人次，需要配备11辆大巴，发车间隔可

以降低到 6.5 min。相较于单独开线的情景，

合乘班车降低了 21%的车辆需求，降低了

50%的等车时间。

55..33 加强纵向指挥与横向沟通加强纵向指挥与横向沟通

1）构建三级纵向指挥调度体系。

客户群班车的调度指挥体系一般分为三

级：第一级为团队调度室，负责管理所有班

表2 不同类型班车发车方式选择

Tab.2 Dispatching scheme for different types of shuttle bus

班车类型

抵离班车

非集体比赛、
观赛班车

集体项目专用
大客车

开闭幕式班车

志愿者工作
专线

班车服务客户群出行特征

赛事前后集中抵离、赛事期间分散抵离；
一般以成团、成队为单位抵达；
一般会携带较多行李和运动器材

出行与赛程项目和时间安排直接相关；
比赛项目前后，客流量相对集中，比赛
中客流量较小；
比赛结束后有时会有采访、兴奋剂检
测、会议等安排

出行与赛程项目和时间安排直接相关；
集体项目一个代表团、运动队会乘坐统
一班次车辆抵达、离开场馆

代表团一般分批次、分国别(省别)入场，
集中退场

早上集中到达场馆，晚上集中离开场馆；
换班期间有集中的到达场馆和离开场馆
的出行需求

班车发车方式

定点发车、空车不发、人满即发、可数车
同发；
预约服务与定点服务结合

定点发车、人满即走；
需要预留收尾班车

集中发车、人员到齐后驶离；
一般为预约服务方式

入场分批次、分代表团集中发车；散场不
分批次(国别)发车，人满即走

分批次集中发车

班车服务时间

与航班、铁路列车运行时间匹配

与场馆竞赛时间直接相关；一般为
赛前 1~2 h班车开始到达场馆，赛
后1~2 h场馆端结束班车服务

按照集体比赛项目的时间安排

按照开闭幕式时间安排

与场馆竞赛时间直接相关；一般为
赛前 2~3 h 志愿者车辆到达场馆，
赛后2~3 h场馆端志愿者车辆驶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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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Distribution of arriving and departing demands of sport game officials

and media in competition ven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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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人员、资源等，负责与所服务客户群对

接出行需求，负责班车时刻表的制定、审

核、调整；第二级为车队调度，负责管理本

车队的人员和车辆，负责本车队车辆和驾驶

员排班计划；第三级为现场调度，在班车线

路的首末站(如各驻地和场馆)，负责班车线

路实际的发车和调度执行。

2）加强与场馆团队的横向沟通。

班车的交通运行团队要与场馆团队保持

密切的沟通，以随时了解所服务客户群的出

行需求变化情况。成功的经验是要加强场馆

现场调度与车队调度的对接，现场调度人员

在管理上隶属于场馆运行团队，但一般是从

车队人员派出，在工作上要与车队调度保持

密切对接，从而实现场馆出行需求的各种变

化能够及时传达到交通运行团队。

3）加强与交通场站团队的横向沟通。

班车的交通运行团队主要负责车辆的具

体运输任务，而交通场站则是提供车辆停

放、维修、加油、充电、清洗业务以及班车

运行团队人员餐饮、后勤保障的大本营。班

车运行团队和场站运行团队要做好对接，与

场站团队说明停放车辆数量、加油需求、后

勤保障需求等，以便场站团队做好班车运行

保障工作和运行团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另

外，班车运行团队中的调度人员一般驻扎在

场站进行调度工作，但在管理上属于运行团

队直接管理，并不隶属于场站团队。

66 结语结语

本文对大型体育赛事客户群班车系统的

规划与组织进行了系统归纳和分析。与公共

汽车线路相比，赛事班车系统对客户服务的

准时性要求更高、线路直达性更好、车站数

量更少，班车服务的乘客客流高峰更加集

聚。基于上述特点，本文对客户群班车系统

的线路规划、发车方式、运行计划等方面的

特点和组织方式进行详细分析与阐述，从线

路与车站规划、线路运行组织策略、班车系

统调度指挥体系等方面阐述如何能够满足赛

事班车系统的服务要求与目标。本文是对赛

事班车系统交通组织与规划普遍性规律的研

究，针对不同的体育赛事和不同客户群的出

行特点，举办城市需要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分

析出行需求，制定更加专业、精准的班车交

通组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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