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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型体育赛事开闭幕式的人流、车流高度集中，对服务水平保障要求严格，媒体关注度较

高。基于多项大型体育赛事开闭幕式交通组织方案编制和实施过程的思考，探讨开闭幕式交通需求

的特点与挑战、交通组织策略、方案评估方法和指挥体系。指出开闭幕式交通组织策划需根据仪式

流程，安保政策，各客户群体起讫点、出行时间和服务模式等，采用交通模型和仿真方法，评估不

同方案下高峰时段道路负荷、人流负荷，并发现风险区域。据此构建开闭幕式交通策划的步骤和方

法框架，阐述各步骤的分析方法。研究证明，针对开闭幕式交通特点，采用科学的交通组织策略、

系统的方案评估和优化方法，构建高效的指挥架构，持续的团队磨合及演练是开闭幕式交通组织成

功的关键。

关键词：大型体育赛事；开闭幕式；交通集结与疏散；大客流管理；交通服务；指挥体系

Traffic Control System for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Ceremonies of Major Sports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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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ghly concentrated pedestrian and vehicular flow volume during the opening and clos-

ing ceremonies of major sports events that are intensely covered by news median demand a high level

of service and security.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of several major sports events on pre-event prepara-

tion of traffic control for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ceremon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hallenges of travel demands, transportation control strategies, plan assessment and command sys-

tem.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raffic control system for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ceremonies should

consider ceremony proceedings, security policies, origin and destination of attendees, travel time and

service mode. The traffic flow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during peak hours are assessed by using traffic

simulation model, which can identify risks. Consequently, a planning method framework and proce-

dure for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ceremonies is proposed.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effective transporta-

tion control strategies, systematic plan assessment and improvement, efficient command system, team-

work and collaboration are important for successfully hosting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ceremonies of

major sports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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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业界普遍认同，开闭幕式的成功标志着

大型体育赛事成功过半。开闭幕式交通组织

是赛事交通组织独特的存在，除了服务与赛

时相同的客户群外，还将为政要、特邀嘉

宾、演员、仪式人员等客户群服务。因此，

交通服务水平和秩序在开闭幕式交通组织中

具有更高的优先级。同时，由于媒体和社会

对开闭幕式关注度高，其交通组织目标为零

失误。

总结国内外大型体育赛事开闭幕式的特

大型体育赛事开闭幕式交通组织策划大型体育赛事开闭幕式交通组织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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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主要挑战、方案编制和评估方法，对于

成功提供开闭幕式交通服务十分重要。鉴于

此，开闭幕式交通组织和实施一直受到各次

大型体育赛事组织方的高度重视，而交通运

行策略的总结多针对开闭幕式[1-5]。本文基于

开闭幕交通策划、评估、优化实践和现场参

与经验，试图对大型体育赛事开闭幕式交通

组织策划的挑战和策略、评估及优化方法的

共同点进行总结，以提高开闭幕式交通组织

策划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11 需求特点与挑战需求特点与挑战

开闭幕式依据参与方的不同可分为国际

性强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亚洲运动会、青年

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军人运动会、世界大

学生运动会等，以及国内的全国运动会等。

尽管主办方不同，但开闭幕式的交通需求特

点和交通组织挑战具有较高的共性[6]。

本文基于多年实战经验以及文案调查，

深入剖析开闭幕式的交通需求、服务特点和

挑战。

1）开闭幕式场馆周边人流、车流集散

量大，尤其是退场。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人流集散量

约 16万人，车辆集散约 6 000辆，其中专车

客户群车辆约 5 000 余辆，大巴车 800 辆。

开闭幕式客流均集中于国家体育场周边，造

成大量人流、车流的聚集和疏散[7]。

开闭幕式散场时几乎所有客户群集中退

场(见图 1)，退场交通高峰一般发生在散场

后 1 h，给疏散交通组织带来大客流踩踏和

车辆拥堵的风险[7]。

2）服务对象种类多、规格高，安保要

求高。

开闭幕式服务对象种类多，除赛时主要

客户群如运动员及随队官员、各类媒体(电

视和文字)、国内外技术官员、仪式引导

员、反兴奋剂组织、市场合作伙伴、演员

外，还包括国际国内政要、特邀贵宾等，带

来了巨大的安保压力和交通空间压力[8]。

服务对象主要分为专车服务群体和公共

交通服务群体。专车服务群体包括政要(国

际、国内)、主办方贵宾及客人(如奥运大家

庭、国际军体联)、运动员及随队官员、各

类媒体(电视和文字)、国内外技术官员、仪

式引导员、反兴奋剂组织、市场合作伙伴、

演员等。公共交通服务群体包括有组织的观

众、散票观众、工作人员、志愿者等。

各服务对象的服务标准不同，这就要求

开闭幕式交通组织策划与安保政策紧密对

接，并为各群体量身定制高水平交通服务方

案；开闭幕式入场交通从外围集中到场馆，

呈现沙漏效应，各客户群入场路径需做到有

效分离，避免交叉和人流、车流的拥堵[9]。

3）开闭幕式及其交通组织备受媒体和

主办方关注。

开闭幕式散场疏散时间经常作为主办方

考核开闭幕式交通组织是否成功的具体指

标，而承办城市需要做出承诺。

4）存在可能的跨赛区交通需求。

出于气候条件、现有场馆利用或宣传更

多城市等目的，诸多大型体育赛事在不同城

市举行，运动员、技术官员、媒体等分别居

住在不同赛区，导致开闭幕式交通涉及跨赛

区、跨城市的中长距离运输。例如，2022年

冬奥会将在北京城区、北京市延庆区、河北

省张家口市的两地三赛区举行，开闭幕式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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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大型体育赛事开闭幕式散场

Fig.1 Audiences leaving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ceremonies of major sports events

a 2019年武汉军运会 b 2008年北京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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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将涉及跨赛区交通组织；2018年平昌冬奥

会分为山区(雪上项目)和滨海(冰上项目)两

个赛区，而 2021年西安全运会、2022年杭

州亚运会都将在相应省份的多个城市举行。

5）开闭幕式所处的季节带来特殊服务

需求和交通风险。

夏季赛事面对炎热天气，开闭幕式需要

考虑避暑和雷雨天气的风险；冬季赛事面对

寒冷天气(见图 2)，开闭幕式需要尽可能减

少参与者在室外的滞留时间，加强各客户群

的防寒保暖设施，以及应对冰雪天气带来的

交通应急等风险。

6）开闭幕式交通组织方案存在不确定性。

由于开闭幕式涉及的客户群保密程度

高，部分客户信息可能延迟提供甚至临时变

更，为交通组织带来不确定性，进而导致方

案的不确定性，同时增加了最后阶段方案紧

急修正的可能性和方案的弹性需求。

22 组织目标和策略组织目标和策略

22..11 交通组织目标交通组织目标

开闭幕式交通组织旨在保障交通安全、

有序和达到各客户群的服务水平。入场交通

保障目标为有序地为各客户群提供满意的交

通服务，尽量避免客户群的交叉；退场交通

服务应有序和高效地疏散人流、车流，避免

交通拥堵和人群拥挤风险，有些赛事需在承

诺的时间内完成开闭幕式场馆群的疏散。

22..22 交通组织核心策略交通组织核心策略

基于开闭幕式交通需求的特性，其交通

组织方案编制通常采用一些与赛时交通组织

不同的策略，以达成交通服务目标。

1）精准服务策略。

精准服务各客户群是开闭幕式交通组织

成功的核心策略。首先，与开闭幕式策划团

队紧密沟通，掌握开闭幕式流程、各类人员

数量和住宿情况，以及开闭幕式安排对场馆

出入口使用的要求和影响，实时掌握票务信

息及场馆中各类人员座席安排等关键信息，

这是保障开闭幕式方案实时性的有效方法。

同时，由于开闭幕式安保要求高于赛时，为

确保开闭幕式方案的可实施性，交通流线和

上落客安排应与安保措施协调一致。

2）集约化出行策略。

以公交优先为理念，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应尽量使用地铁、公共汽车、大巴等集约绿

色交通工具。这样既能降低开闭幕式场馆周

边的交通和停车压力，又能减少政府车辆筹

措的负担，并体现了绿色环保原则。注册群

体应尽可能采用中巴、大巴到达场馆。

3）远端集结、远端安检策略。

为了减轻场馆周边交通压力，开闭幕式

交通组织通常对注册群体采用远端集结、远

端安检的举措，甚至贵宾客户群也在远端集

结地安检并换乘中巴或大巴，免检进入场馆

区域，最大限度减少小汽车出行和场馆端安

检压力，同时也体现了绿色集约的交通原则。

4）时空分离策略。

为保证到达和疏散的有序性，根据各客

户群的服务优先级和需要到达的时间，尽量

调配其抵离场馆的时间，充分利用时间错

位，以时间换空间，保证抵离的有序性。例

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最早到达、媒体和演员

随后，而为了避免观众于开幕式前集中到

达，垫场演出已经成为通用的措施，拉开观

众到场时间。散场时利用烟花燃放时间让部

分贵宾先退场，有些国内赛事甚至在散场时

组织观众分时退场。注册群体和持票观众在

座位安排上通常使用场馆的不同侧，也为客

户群的时空分离、避免交叉创造了条件。

5）交通需求管理和精细分析策略。

通过运用交通评估方法，对场馆周边和

城市甚至区域层面的交通需求管理、交通管

制方案和交通运行方案进行评估、比选和优

化，保障开闭幕式当天交通组织的安全、有

效。例如主要相关道路和场馆地区交通负荷

模型通常用于评估开闭幕式当日交通需求管

理方案(如单双号、放假、提前下班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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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闭幕式观众在雨夹雪后散场

Fig.2 Audiences leaving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2018 PyeongChang

Winter Paralympic Games under snowy we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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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周边道路交通仿真和流线分析通常用作方

案比选和交通管理措施制定；而人流仿真方

法通常用于散场人流疏散方案的制定和比选

优化。

6）高效指挥系统和可靠的通信手段策略。

开闭幕式交通指挥涉及众多部门，且需

要高效的现场决策和指挥，通常会搭建一个

层次分明、指挥关系清晰以及包括所有相关

运行部门在内的指挥体系。同时，需要可

靠、无干扰的通信手段，以保证现场指挥和

应急措施执行的灵敏性。通常，独立频道的

手台作为通讯的保底措施。

7）充足的演练与应急预案策略。

虽然开闭幕式交通组织实施只发生一

次，但是，只有通过多次桌面推演和综合演

练，测试指挥系统和交通方案的适应性，发

现问题、调整方案、再次演练、锻炼队伍，

才能保证最终实施完美。因此，充足的演练

和应急方案也是交通组织的核心策略。

33 总体策划方法总体策划方法

鉴于开闭幕式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交通

组织方案宜尽早谋划，并与各客户群进行多

轮对接和反馈。开闭幕式交通组织策划一般

需要3个阶段：

第一阶段，编制开闭幕式交通总体策划

方案，确定各客户群交通组织原则和交通服

务模式，综合评估开闭幕式场馆周边道路和

交通管制措施，并向各级主管部门和组委

会、执委会甚至更高决策层汇报通过。

第二阶段，编制各客户群交通服务的实

施方案，并落实至运营计划、车辆配置、岗

位配置，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

第三阶段，开闭幕式交通服务人员培训

与预演，通过预演进一步调整方案，形成最

终交通实施方案。

开闭幕式交通组织策划方法和步骤如图

3所示。

44 总体方案编制要点总体方案编制要点

44..11 掌握开闭幕式活动流程及票务政策掌握开闭幕式活动流程及票务政策

交通方案编制团队首要任务是与赛事组

委会，特别是开闭幕式策划团队，对接开闭

幕式活动内容、时间安排及参加开闭幕式各

类人群数量、驻地、在开闭幕式场馆的座席

位置等最基本信息。这些信息会随着开闭幕

式策划的深入滚动更新，作为交通组织总体

方案编制的输入数据。

44..22 制定各客户群主责方和车辆提供方制定各客户群主责方和车辆提供方

等初步方案等初步方案

考虑开闭幕式交通服务客户群的复杂性

高、级别差异性大等特点，制定各客户群的

责任矩阵。即与相关部门就各客户群的主责

单位、车辆来源以及交通服务由哪一级交通

部门负责承运达成一致意见。一般情况下，

在策划前期责任不清晰时，制定初步表格，

且随着准备工作的推进，不断清晰责任划

66

各客户群数量
住宿分布及服务需求

票务政策

道路交通条件

公共交通条件

停车场及场站

安保政策

开闭幕式基础
信息收集

开幕式场馆周边
交通条件梳理

梳理各客户群体
抵离时间表

编制各客户群抵达
交通路径

各客户群交通服务
模式策划

编制各客户群起点
和终点上落客位、

停车位规划

编制开闭幕式各客
户群疏散方案

各客户群交通流
线整合及场馆周
边交通负荷评估

大客流压力测试

人流仿真

大客流应急预案

人流引导与
宣传方案

培训与测试

赛时运行与
总结

是否满
足要求？评

估

是

否

现状基础信息收集与梳理
开闭幕式各客户群
疏散方案编制

压力测试与应急
预案制定

宣传、培训
与赛后总结

图3 大型体育赛事开闭幕式交通组织策划方法与步骤

Fig.3 Procedure of traffic control for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ceremonies of major sports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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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各单位各司其职。当难以确定责任分工

时，需上级决策部门协助确定。表 1介绍了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各客户群的主责单

位、车辆筹措落实单位以及开幕式当天集散

线路、上落客、停车的主责单位。

44..33 制定各客户群抵离时间表制定各客户群抵离时间表

根据开闭幕式程序，参照历届开闭幕式

各客户群抵离规律，初步编制各时段各客户

群到达、离开场馆的数量分布。图 4清晰地

展示了开幕式各客户群的总体抵离高峰和为

各客户群提供服务的时间，也为场馆周边道

路交通负荷分析、人流和车流量分析、各时

段车辆和安检等各类设施需求分析提供了重

要依据。

44..44 编制开闭幕式场馆周边交通设施现编制开闭幕式场馆周边交通设施现

状分析报告状分析报告

对开闭幕式规划地区安保、交通管理、

交通设施布局、承载能力、服务水平、背景

交通量、交通负荷进行摸底分析[5]，为下一

步各客户群交通组织方案的制定奠定量化基

础。现状分析的要点包括：1)开闭幕式安保

和交通管理措施初步方案；2)周边及重要跨

赛区道路等级、道路通行能力、净高和限高

等通行条件；3)重点交叉口、立交桥承载能

力和交通负荷；4)轨道交通车站和线路承载

能力、开闭幕式高峰时段社会交通量及负

荷、轨道交通线路的运营时间等；5)周边公

共交通线路、车站及线路服务范围、日常运

营时间、夜班车时间；6)开闭幕式场馆周边

停车场(永久及临时)面积及开闭幕式可用位

置、数量，周边可以用于临时停车的道路空

间等。

44..55 制定交通组织原则和初步方案制定交通组织原则和初步方案

结合现状分析报告和开闭幕式特点，借

鉴过往经验，制定交通组织原则，以及各客

表1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客户群及责任单位

Tab.1 User group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客户大类

专车客
户群(约
7.6万人)

公共交
通客户
群(约8.3
万人)

客户类型

贵宾

演员

仪式人员

媒体

赞助商

其他专车
客户

观众

工作人员

客户群

高级贵宾

注册贵宾

特邀贵宾

仪式前演员

仪式演员

入场仪式运动员

仪式引导员等

电视转播记者

文字、摄影记者

赞助商

观看仪式的
运动员

有组织的观众

散票观众

工作人员、
志愿者

人数/人

722

8 000

2 000

3 000

17 000

12 000

2 522

2 500

2 550

15 000

1 000

10 064

32 936

50 000

车辆数

30中巴、
70小汽车

150中巴、
220大巴

80大巴

75大巴

425大巴

240大巴

65大巴

100大巴

350大巴

30大巴

150中巴、
170大巴

公共汽
车、地铁

客户群责任
单位

警卫局

交通部

开闭幕式部

开闭幕式部

奥运村运行
团队国际联

络部

开闭幕式部

媒体运行部

交通部、市
场开发部

奥运村运行
团队国际联

络部

北京市交通
运输局

车辆筹措落
实责任单位

警卫局、
交通部

交通部

开闭幕式部

开闭幕式部

交通部

开闭幕式部

交通部

交通部、市
场开发部

交通部

北京市交通
运输局

集散线路、上落
客、停车责任单位

警卫局、北京市
交通管理局

北京市交通管理
局、交通部

北京市交通管理
局、开闭幕式部

北京市交通管理
局、开闭幕式部

北京市交通管理
局、交通部

北京市交通管理
局、开闭幕式部

北京市交通管理
局、交通部

北京市交通管理
局、交通部、市

场开发部

北京市交通管理
局、交通部

北京市交通管理
局、北京市交通

运输局

注：表中涉及的交通部、市场开发部、开闭幕式部均指2008年北京奥组委内部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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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群的交通组织模式。例如，工作人员与志

愿者有两种交通组织模式，一种为乘坐公共

交通到达国家体育场；另一种为在选定的集

结地集结，统一乘坐赛事专线大巴至国家体

育场(见图 5)。在此基础上，编制从驻地到

场馆的重要交通集结地点、交通流线、出入

口等初步方案，并与开闭幕式部(筹备组)各

客户群责任方以及组委会(执委会)、安保、

交通管理等相关业务部门对接，为量化分析

奠定基础。

44..66 编制从驻地到场馆座席的专车客户编制从驻地到场馆座席的专车客户

群方案群方案

开闭幕式期间，注册群体的服务优先级

明显高于持票观众、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方

案编制考虑因素主要包括：

1）各客户群交通服务标准：相比于赛

时交通服务标准，开闭幕式交通服务在车辆

使用和交通组织安排上更加集约。如赛时

T1，T2，T3等由小汽车服务的群体，开闭

幕式时多采用远端集结，用中巴甚至大巴服

务，最大限度降低开闭幕式现场的道路、安

检口和停车压力。

2） 便捷服务：在集约服务的基础上，

尽可能做到便捷、友好。例如，远端集结点

尽可能选取各客户群较集中的地点：贵宾酒

店、媒体村、媒体中心、运动员村，或者距

离贵宾较近、交通方便、停车位充足的广场

和枢纽等。

3）安全、有序：集结时间、出入口尽

量满足客户群特点，错开时空以保证入场抵

达有序。一般情况下，注册群体采用分批集

结和到达，并提前告知相关客户群。例如运

动员，一般采用不同运动队分批次集结的

方案。

4）准时送达：编制开闭幕式交通保障

路线图，保证车辆的运行路线尽可能使用专

用路、专用车道或采取交通临时管制措施，

以确保注册群体按照计划准时到达。

5）符合安保要求：远端集结采用远端

安检或场馆端安检需交通与安检部门共同对

接、商议和优化。

44..77 编制公共交通服务团体编制公共交通服务团体((一般为观众一般为观众、、

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志愿者志愿者))开闭幕式方案开闭幕式方案[[44]]

鉴于这几个团体人数庞大，一般开闭幕

式都不会为其提供私人小汽车的停车位，出

租汽车服务也让位于注册群体和安保、交通

管理，难以就近落客。且这些群体的居住地

一般都相对分散，应尽可能使用城市已有的

公共交通系统(地铁、公共汽车)服务。为鼓

励公共交通的使用，持票人员免费乘坐公共

交通是通常使用的举措。然而，如果城市公

共交通覆盖面不足、开闭幕式周边公共汽车

系统能力不足或不够便捷，或者工作人员、

志愿者驻地比较集中，开行观众或工作人员

(志愿者)开闭幕式专线大巴可以提供直达服

务、提高服务水平。需要综合比选方案利68

工作人员

客
户
群

观众

赞助商

媒体

运动员

演员

贵宾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0:00 1:00 2:00 3:00

时刻

50 000人

1:00—3:30

40 436人

23:30—1:00

7 500人

23:30—1:00

5 050人

23:30—1:00

10 722人

23:20—1:00

12 000人

21:00—1:00

开幕式
演出

20 000人

18:00—21:40

10 722人

17:30—19:45

12 000人

17:45—19:30

7 500人

16:00—20:00

40 436人

16:00—20:00

20 000人

13:00—15:30

2 550人

12:00—18:00

2 500人

8:00—12:00

50 000人

9:00前

图4 开幕式分时段客户群抵离时间表案例

Fig.4 Schedule of user arriving and departing of the opening ceremony

图5 城市公共汽车或专线大巴交通组织模式案例

Fig.5 Traffic control of city buses or dedicated buses

地铁系统

城市公共汽车
交通系统

工作人员
与志愿者

国家体育场

赛事专线大巴
(根据需求开设)

集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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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并与工作人员、志愿者及城市公共交通

运营商共同协商确定。

如何服务这些群体，还需要与安保部门

密切对接，结合安保政策、安保线划定及远

端安检的可能性，综合评估不同方案的安全

有序性、便捷性、用地可行性、使用车辆数

和相关费用等因素。在满足安检要求并优先

服务注册群体的前提下，为观众、工作人员

和志愿者提供尽可能集约、绿色和便捷的

服务。

同时，由于开闭幕式结束时间可能晚于

公共交通系统通常的服务时间，特别是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离场时间最晚，因此，开闭幕

式当天，延长地铁和公共汽车运营时间是比

较普遍的举措。

44..88 编制开闭幕式疏散方案编制开闭幕式疏散方案

开闭幕式交通组织最大的负荷及压力发

生在散场阶段。因为在散场时，几乎所有客

户群同时疏散，客流及车流交叉难以避免。

并且由于人流及车流的集中，人流拥挤踩

踏、车流拥堵，特别是人车能力不匹配、上

落客位不足、客户群找不到车、车辆能力不

足，都是造成疏散时间过长的原因。

因此，散场疏散方案要综合评估各客户

群叠加后的空间和车辆需求，综合比选，保

障疏散的安全、有序和快捷。疏散方案的确

定需要定性和定量比选，并使用科学的评估

工具。

大型体育赛事从散场到除工作人员以外

的客户群撤离现场，一般有一个承诺的疏散

时间，而这个时间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之

一。如疏散时间过长，会对第二天参赛运动

员以及相关团体的交通满意度造成负面影

响。因此，散场的交通组织要点包括：

1）尽可能分散不同客户群，向不同方

向和空间进行引导。

2） 根据不同客户群的需求和安保要

求，尽可能提供充足和便捷的上落客位及车

辆；尤其是贵宾和运动员，这两个客户群的

疏散是注册群体服务水平要求最高和数量最

大的群体，需分别制定详细的疏散路线、引

导和登乘策略，以及有保障的行车路线。

3） 为注册客户群提供清晰的引导服

务。从场馆座席到登车地点，需要详尽安排

相应的出入口、步行路径和清晰的人员及引

导牌。同时，做好场馆外围道路的交通管制

措施，引导车流有序离开场馆地区 (见图

6)。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大多数开闭幕

式都在晚上举办，清晰的引导标志和引导人

员是保证注册人员有序疏散的重要条件。

4）散场观众是数量最大、拥挤风险最

高和疏散用时最长的客户群(见图 7)。大型

体育赛事开闭幕式观众一般达到 3~6万人。

观众疏散方案需要从内到外系统地策划和评

估，应做到从离开座席到乘坐公共交通系

统，最后到家的无缝衔接。方案一般包括三

个部分：主场疏散方案、公共区疏散方案、

外围公共交通系统运营方案。

44..99 优化各客户群初步方案优化各客户群初步方案

由于开闭幕式场馆周边是所有客户群的

目的地，也是交通压力最为集中的区域，需

要分时间段叠加各客户群的交通流量和流线

(见图 8)，目的是在各个时段都尽量做到时

空分离、减少交叉，尤其是入场和退场高峰

时段。如发现不同客户群的入场流线或退场

流线在某时段严重交叉和相互干扰，或违反

安保条件的情况，则需要协调相关客户群服

务团队和组委会，对客户群的抵离时间、路

a 电子引导屏 b 隔离引导措施

图6 2019年武汉军运会开幕式散场注册群体交通组织案例

Fig.6 Traffic control on registered users leaving the 2019 Wuhan Military World Games



U
rban

TransportofC
hina

Vol.19
N

o.4
July

2021

城城
市市
交交
通通

二二○○
二二
一一
年年

第第
十十
九九
卷卷

第第
四四
期期

专题

径做出调整。

44..1010 核心区周边交通负荷评估及临时交核心区周边交通负荷评估及临时交

通管理措施建议通管理措施建议

根据以上集结和疏散交通方案，将各时

段特别是入场、散场高峰时段的各客户交通

流加载到背景交通量上，采用道路通行能力

计算或者交通模型模拟的评估方法，对周边

道路的交通负荷进行评估，既为开闭幕式城

市级以及场馆周边交通管理策略提供依据，

又为开闭幕式时段交通管理措施、临时交通

引导措施等提供技术支持。

城市层面，交通管理措施可以考虑开闭

幕式当天放假、限号、弹性工作制、保障道

路顺畅运行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等；场馆层

面，可以采用分区管控措施[10]。例如，围绕

国家体育场，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将

场馆由内向外划分 3 个分区采取交通管控

措施。

1）交通疏导区：根据奥运安保指挥中

心指令，采取交通分流、劝绕、净化车种等

措施，削减通往主会场区域的社会交通量。

2）交通控制区：为二次削减社会交通

量，设置车辆限行标志，安排卡口岗，视情

况分时、分段采取交通分流、劝绕、限行等

交通管控措施。

3）交通管制区：开幕式专车和专线大

巴凭开幕式车证进入，无证车辆禁止驶入；

8月8日11:30开始生效，同时封闭大屯路下

穿隧道，社会车辆、公共汽车绕行。

55 实施方案编制要点实施方案编制要点

由于开闭幕式各客户群最终都由相应的

交通服务团队负责，因此各交通服务团队需

要在交通总体策划的基础上，根据各客户群

特点编制落地的实施方案。实施方案编制要

点应包括每个客户群具体的上落客点、路

线，车队的排班计划、司乘人员配置，引导

人员和服务志愿者点位等，并通过培训和测

试赛细化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按照服务对象

的优先级一般包括以下7类。

1）国宾和特邀嘉宾交通实施方案：与

安保结合，给予充足的车队和上落客空间保

障、高品质引导服务和行车优先保障。

2）仪式运动员和随队官员交通实施方

案：集结时，一般分批集结，整队出发；明

确上落客详细点位和运动队分批运送计划；

散场时，需要提前停放足够的车辆，一般采

取车满即发的运送方式，尽快返回，距离近

的可以采取部分步行返回方式。

3）贵宾和大家庭交通实施方案：入场

时，尽量采用远端安检和集结，降低现场压

力，保证服务水平；疏散时，基本按照原车

返回，需要引导和全程志愿者服务。

4）媒体交通实施方案：入场时，一般
70

图7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散场观众聚集在地铁下沉广场

Fig.7 Spectators remained in the sunken square of subway when leav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17:30—20:00

入场高峰，并有预演演员退场

17:30—19:00

注册贵宾、特邀嘉宾入场：10 000人

17:45—19:30

运动员入场：12 000人

19:00—19:45

高级贵宾入场：722人

18:30—21:40

演员散场：20 000人

16:00—20:00

普通持票观众入场：40 436人

15:30—20:00

赞助商入场：7 500人

贵宾入场车辆与同一时段的其
他车辆和人员在空间上分离

普通演员

G5

普通演员
东部
场站

P5

P6

运动员
P2

P1
普通贵宾

高级贵宾

P15

P7

军队演员

西南
场站

南部
场站

图8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晚高峰到达时段流线分析

Fig.8 Streamline analysis of the arriving time period at the evening peak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2018 Beijing Olympic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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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远端集结，定时发车；散场时，定点发

车，可补充适量出租汽车为无法按时乘坐班

车的媒体提供交通服务，称为保点出租汽车；

5）演员和仪式人员：入场时，一般采

用远端集结的方式；散场时，如果演出人员

可以分批结束演出，以随演随走为宜，降低

最后集中散场的压力。

6）观众公共交通运输方案：调集充足

的公共交通车辆和地铁列车，配置足够的现

场调度指挥人员和志愿者，做好观众全程视

频跟踪、路径引导和秩序维护，保证有序、

快捷疏散。做好观众引导策略，做好分区管

理软硬措施[11-12]。

7）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运输方案：由于

这两个群体早出晚归，工作时间最长，在观

众交通方案的基础上，需延长公共交通服务

时间或提供夜班专车，保证人员安全回家。

66 方案评估流程与要点方案评估流程与要点

由于开闭幕式人流、车流压力大，反复

周密的方案研究、整合及评估是发现风险、

比较方案优缺点的重要措施和工具。方案评

估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估方法。

66..11 定量评估定量评估

1）宏观层面评估。

通常使用四阶段交通模型对城市范围及

保障道路进行评估(见图 9)，主要评估指标

包括道路负荷、运行时间等。

2）微观仿真评估。

使用微观交通仿真模型对场馆周边及内

部道路进行评估(见图10)，主要指标包括局

部道路高峰时段交通负荷、运行速度、延误

时间及排队长度等。

3）人流仿真评估。

使用仿真模型对人流集散进行评估，主

要指标为场馆、公共区和出入口、安保设施

的人流负荷，发现风险点，辅助制定疏散方

案[13-14](见图11)。

66..22 定性评估定性评估

考虑交通流线和方案可实施性，对各客

户群从住地至场馆座席的端到端流线进行评

估。主要要点包括：各客户群尤其是贵宾的

上落客点是否距离场馆过远；观众与注册群

体流线是否存在交叉问题；班车路径中是否

有桥隧不支持大巴净高；客户群班车流线组

织是否合理等。

66..33 方案整合及演练要点方案整合及演练要点

开闭幕式交通方案需要多次桌面推演、

服务团队现场踏勘、线路试运营、应急预案

道路服务水平

≤0.40
>0.40~0.60
>0.60~0.75
>0.75~0.90
>0.90~1.00
>1.00~2.00

0.240.160.080

单位：英里

图9 通过四阶段交通模型评估场馆保障道路的服务水平

Fig.9 Assessment on the level of service of connecting roadways around

stadium using the four-stage model

图10 通过微观仿真评估场馆周边、内部道路的服务水平

Fig.10 Assessment on the level of service of roadways surrounding

and within the stadium area using microscopic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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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练，以及若干次测试和综合演练。这些演

练和测试有助于磨合指挥体系、熟悉线路和

运营流程、测试技术和通信设备、培训运营

团队、修正和验证交通服务假设、修正方案

及提高应急响应水平等。

77 结语结语

开闭幕式交通组织服务非常重要和复

杂，大型体育赛事主办方应对此进行科学详

尽的总体方案策划、实施方案编制以及交通

方案评估。开闭幕式交通组织总体方案的制

定需与各客户群进行多轮对接和反馈，宜尽

早谋划。实施方案应在交通总体策划的基础

上根据各客户群的特点编制。实施方案编制

要点应包括每个客户群具体的上落客点、路

线，车队的排班计划、司乘人员配置，引导

人员和服务志愿者点位等。交通方案评估应

定性与定量结合，并配合多次演练，进一步

将方案落地。借鉴历史经验，系统科学的策

划、评估、测试并建立高效的交通指挥体

系，是大型体育赛事开幕式交通组织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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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例如高山滑雪项目、大风天气下的跳台

滑雪项目和极寒条件下的北欧两项项目。因

此，在零场景方案基础上，综合考虑气象、

安保及交通等条件限制因素，应制定多情景

下的替代方案。

55 结语结语

本文以 2014年索契冬奥会和 2018年平

昌冬奥会为例，总结提炼以奥运会为背景的

赛事交通总体规划框架和规划要点。大型体

育赛事交通总体规划需要平衡已有的城市交

通网络系统和由于赛事而新形成的交通网络

系统，它由稳定的安保政策、精准的交通需

求预测模型、合理的交通枢纽布局以及可应

对多种场景的方案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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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奥

运交通规划为例，因为奥运交通规划包含内

容最全、最广和对城市影响最为深远。因

此，本文的研究框架和规划挑战同样适用于

其他大型体育赛事，尤其可为 2022年北京

冬奥会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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