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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型体育赛事宏观交通模型是开展赛事期间交通政策及赛事交通各类方案评估测试工作的重

要支撑。针对大型体育赛事交通模型的特殊性，提出模型总体框架和构建流程，包括交通需求模

型、交通网络模型、模型校核与验证以及模型应用四个主要部分，并且以模型应用为导向决定交通

需求模型、交通网络模型和模型校核验证的技术路线。交通需求模型包括城市背景交通需求和赛事

交通需求，两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城市背景交通需求模型需覆盖不同交通特征日，赛事交通

需求应根据各客户群的出行特征分别开展预测。将不同测试场景下城市背景交通和赛事交通相同时

空维度的需求叠加，在修正的交通网络模型上分配，获得特定场景下的交通运行状况。最后回归至

模型的应用，提出了模型测试的流程和主要评估指标。

关键词：大型体育赛事；宏观交通模型；模型框架；赛事交通需求；方案测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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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croscopic transportation model is important for evaluating and testing transportation poli-

cies and plans of major sports events. Based on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portation model of major sports

events, this paper proposes a model framework and development modules, which includes travel de-

mand model, transportation network model, model validation, and application. Model application re-

sult is used to determines the techniques of travel demand model, transportation network model and

model validation. Travel demand model includes urban daily travel and event travel, which are inde-

pendent and, yet, interrelated. Urban daily travel demand involves different traffic characteristic by

day of the week, while the event travel demand is forecasted based on different user groups. Urban dai-

ly travel demand and event travel demands with the same spatial-temporal settings under different test

scenarios are superimposed, and then are allocated in the modified transportation network assignment

model to simulate traffic operation. Aiming at the model application, the paper proposes model valida-

tion techniques and the main evaluation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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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和旅游文化发展具有巨大的积极作用[1-2]。但

是，大型体育赛事在短时间内带来的大量集

中交通需求，不仅对场馆周边的交通运行产

生冲击，也给整个城市的交通运行带来严峻

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赛事交通规划有

必要采取对应的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组织规

划和赛事期间临时交通政策等措施。这些都

需要面向城市的赛事宏观整体交通模型的定

量化支撑。因此，有必要构建城市级或区域

级的宏观交通模型，以全面掌握赛事交通与

城市交通的各自特点及互动关系，定量分析

大型体育赛事活动安排及其交通规划、组织

方案以及赛事交通政策对城市交通运行及赛

事交通保障的影响。

大型体育赛事宏观交通模型研究大型体育赛事宏观交通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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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体育赛事宏观交通模型研究大型体育赛事宏观交通模型研究 11 大型体育赛事宏观交通模型的意义大型体育赛事宏观交通模型的意义

交通模型是反映交通系统内在规律的数

学模型组合[3]，是反映人、车及货物交通规

律的数学模型，需要基于大量、全面的基础

数据，并通过严谨的模型理论和数理算法实

现 [4]。目前针对大型活动或赛事的交通预

测，大多是面向单个场馆的观众和赛事注册

人群的微观交通仿真[5-7]。微观仿真的主要功

能是模拟车流和人流的移动状态，面向大型

体育赛事，通常对关键节点、重点设施及其

周边道路进行建模，如场馆(群)及其周边、

场馆内、重要赛事交通枢纽等，目的是评估

不同群体的车流或人流服务水平，同时在仿

真展示中发现问题，提出优化建议以辅助决

策。可见，针对单个或少量节点及建筑的微

观交通仿真无法满足城市范围的交通分析，

更无法支撑城市宏观层面的赛事规划和运营

组织。

常规城市宏观交通模型反映典型工作日

的出行需求和交通运行态势，一方面缺少赛

事期间周末、节假日等不同特征日的交通运

行特征，另一方面未考虑赛事交通需求以及

相应的交通设施变化，导致既有模型架构和

技术流程无法完全满足赛事相关规划及政策

测试等应用需求。因此，有必要开展面向大

型体育赛事交通模型的专项研究。

交通模型的关键作用是进行特定场景的

交通需求预测，并获得各类交通设施的运行

状况，对相关的场景要素进行分析评估。针

对大型体育赛事交通影响范围广、涉及因素

多、服务水平要求高、交通组织相对复杂等

特点，需要构建专项交通模型，分析交通设

施与需求的供需关系，判断交通设施的服务

标准，支撑赛事的交通规划、交通管理方案

和运营组织等；同时对城市交通的各项保

障政策和措施提供反馈，为赛事期间城市

和赛事双向交通规划提供量化分析支撑。

例如 2002年的盐湖城冬季奥运会，考虑其

规模和特殊性，美国犹他州交通局 (Utah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UDOT)开发了

宏观交通模型来预测交通问题的位置、规模

和持续时间[8]，采用了宏观模型预测和微观

模型仿真相结合的方法。又如 2008年北京

奥运会，为了把握奥运交通需求与城市交通

需求的兼容性和差异性，做到两个交通系统

和谐运转[9]，构建了基于奥运活动的城市宏

观交通模型，支撑了一系列涉及城市基础设

施、交通政策、交通组织方案等决策，例如

重大基础设施规划、部分机动车停驶、错峰

上下班、赛时公共汽车线网优化、奥运专用

车道设置等。再如 2010年广州亚运会，依

据详细的建设和组织规划，使用最新标定的

交通规划模型对道路运行状况和亚运场馆可

达性进行定量预测[10]，为各项规划方案的制

定提供了支撑。

总体而言，面向大型体育赛事的宏观交

通模型的主要功能包括：

1）需求预测。预测不同场景下城市范

围的交通运行状况，为赛事各类交通政策、

组织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

2）方案评估。评估赛事相关的交通设

施规划、组织和管理方案，分析不同方案下

场馆之间的交通运行时间等服务标准、赛时

赛后交通设施运行压力、不同客户群的交通

服务水平，为赛事交通各类方案的制定提供

支撑。

3）政策分析。评估区域及城市层面的

各项交通政策和需求管理措施，为政府决策

提供数据支撑，如私人小汽车限行、错峰通

勤、假期调整、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设置赛

事专用路或专用车道等。

4）风险识别。识别交通运行的主要风

险点，同时为单个场馆的微观仿真提供需求

支撑。

5） 应急测试。开展交通应急预案测

试，如恶劣天气、突发事故、公共事件等。

22 赛事宏观交通模型特征及体系架构赛事宏观交通模型特征及体系架构

22..11 国内城市交通模型现状国内城市交通模型现状

城市交通模型通常反映工作日的交通需

求和特征，包括交通需求模型、交通网络模

型、模型校核及验证三大部分，其中交通供

给与交通需求相互作用，交通需求模型得到

的OD需求在交通网络模型中分配，交通网

络模型又为交通需求模型提供各类交通阻抗

数据。在满足模型校核及验证条件后，形成

基年交通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规划年交

通模型。

交通需求模型构建的方法主要有基于出

行 (Trip- Based) 的 交 通 模 型 和 基 于 活 动

(Activity-Based)的交通模型。现阶段，中国

城市交通模型构建仍以“四阶段”模型为

主，包括出行生成、出行分布、方式划分和

交通分配。个别大城市开始了基于活动的交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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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模型的建设，例如北京开发的基于出行链

(Tour-Based)的交通模型，武汉、无锡也在

进行出行链交通模型的搭建工作。在出行链

模型中，研究对象从单次出行变成个人的出

行链，出行链为从家出发去往一个或多个目

的地然后返回家的所有行程总和[11]，模型过

程包括出行链生成、目的地选择和方式选择

融合模型以及交通分配。

为了使模型更贴近实际，通常根据出行

特征进行人群组和出行目的的划分，如人群

组通常按家庭小汽车保有量、年龄、职业、

居住地等单个或多个维度组合进行分类，出

行目的则依据目的地用地类型、出行强度、

出行方式、出行时间分布等特征进行归纳

分析。

目前，中国有能力承担大型活动的城

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

州、武汉、天津、成都等，都建立了本地的

城市交通模型，这为构建大型体育赛事交通

模型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22..22 赛事交通模型特征赛事交通模型特征

与一般的城市交通模型相比，面向大型

体育赛事的交通模型具有4个显著特征。

1） 模型构建以赛事具体应用为导向：

相比于一般城市交通模型，大型赛事交通模

型的应用目标更为具体和明确。因此，模型

框架和技术路线的设计应以具体的应用为导

向，满足主要交通政策以及赛事交通规划组

织方案的测试评估要求。

2）模型覆盖赛事期间的不同交通特征

日：由于大型体育赛事持续时间较长，可能

覆盖工作日、周末、节日、寒暑假等不同时

期，城市交通特征变化大；以不同时期高峰

时段交通指数为例，出行总量和时间分布在

不同时期存在明显差异(见图 1)，仅反映工

作日交通运行特征的城市交通模型无法满足

各比赛日交通需求预测的需要。因此，需要

分析赛事同期城市背景交通特征，建立一组

不同特征日的城市背景交通模型。

3）模型涉及的人群组类别多：大型体

育赛事交通模型中除城市常态交通涉及的人

群组外，还包含赛事交通涉及的各类客户

群，如观众、运动员、技术官员、贵宾、媒

体、赞助商、工作人员、志愿者等。不同的

客户群体在人员规模、交通优先等级、交通

服务标准以及入退场时间分布等方面存在较

大差异，各客户群均须单独预测。目前的综

合性赛事对各客户群的交通服务及交通优先

等级都有系统的指导意见，如奥林匹克运动

会、亚洲运动会。

4）模型分析的时空范围广：一般交通

模型着重分析高峰时段重点道路的交通运行

状况，赛事交通模型除关注城市交通高峰时

段外，对赛事单个场馆、场馆群、整个赛区

的高峰需求时段，需叠加相应时段的城市背

景需求开展交通分析，时空覆盖范围更为广

泛，以发现可能产生的市级、区域级及场馆

周边的交通问题。

22..33 赛事宏观交通模型总体框架赛事宏观交通模型总体框架

大型体育赛事宏观交通模型作为交通模

型的延伸，整体框架遵循一般的城市交通模

型构建流程(见图 2)，包括交通需求、交通

网络、模型校核及验证三个部分，三者相互

作用，形成循环。然而，其与一般的城市交

通模型也存在明显的不同。为了达到模型的

应用要求，整个模型框架从具体应用出发，

在模型构建完成后回归模型应用，其框架如

图3所示。

22..33..11 交通需求模型交通需求模型

包括城市背景交通需求和赛事交通需求

两部分。根据分析的范围和目的，两部分需

图1 北京市2019年不同日期早晚高峰交通指数

Fig.1 Traffic index at morning and evening peak hours on different dates

in Beijing 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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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宏观交通模型典型构建流程

Fig.2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acroscopic

transport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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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年赛事同期
城市交通特征分析

交通网络模型修正

城市交通需求模型修正

交通分配

基础年不同特征日
交通需求模型

居民出行子模型
流动人口出行子模型
外部交通子模型

特殊吸引点子模型
货运交通子模型

交通模型校核及验证

城市出行特征
断面车流量
断面客流量

道路运行状况 各方式客运量
往届赛事或以往比赛

出行特征

基年城市背景交通需求模型基年城市背景交通需求模型：：体现不同交通特征日

赛事年交通需求模型赛事年交通需求模型：：同时段、同方式的城市背景交通需求与赛事交通需求叠加

赛事不同特征日
城市背景交通需求模型

赛事交通需求模型

观众交通需求模型

注册人员交通需求模型

赛事交通网络模型赛事交通网络模型：：交通网络模型及需求分配

道路网 轨道交通网 公共汽车网 交通枢纽 赛事年规划设施 赛事相关交通服务

模型应用模型应用：：政策方案测试评估

城市交通运行预测 赛事交通设施规划及组织方案评估 交通应急预案评估赛事交通政策测试

图3 大型体育赛事宏观交通模型框架

Fig.3 Framework of macroscopic transportation model for major sports events

求既可单独分析，也可合并后分析。将同时

段、同方式的交通需求进行叠加，即可获得

总的交通需求。

1）城市背景交通需求包括居民出行需

求、流动人口出行需求、外部交通需求、特

殊吸引点交通需求以及货运交通需求等。在

工作日模型的基础上，根据赛事同期的交通

特征，构建不同特征日交通模型，以满足赛

事期间的交通预测需求。

2）赛事交通需求指赛事各客户群的出

行需求。客户群的人员规模、时空分布以及

提供的交通服务都存在明显区别，因此各客

户群均需按赛事安排分别预测。

22..33..22 交通网络模型交通网络模型

指交通设施及其服务能力相关的属性，

包括道路网、公共交通网(轨道交通和公共

汽车交通)、交通枢纽、赛事年规划设施以

及与赛事相关的交通设施和交通服务等。针

对赛事，需要考虑赛事专用车道、服务专

线、安保封闭区、专用停车场等设施的规划

与安排。

22..33..33 模型校核及验证模型校核及验证

对基年城市背景交通需求模型进行校核

是保证模型精度的关键，尤其是针对非正常

工作日，由于缺少相应的居民出行调查数

据，需开展多方校核。针对赛事交通需求模

型，往届赛事和相似比赛的交通特征经验分

析可作为合理性验证的重要依据。因此，交

通模型的校核主要针对基年的城市背景交通

以及赛事年的赛事交通。模型验证的目的是

保证模型在修改输入条件后能获得合理的输

出，提高模型测试的准确性。

22..33..44 交通模型应用交通模型应用

模型应用是构建大型体育赛事交通模型

的目的，也是模型构建的出发点。以具体应

用为导向，对既有城市交通需求模型的技术

路线和流程进行审阅，如人群分组、目的分

类、交通方式选取等；对交通网络模型中各

类设施的设置，核实能否满足交通政策及规

划组织方案的评估测试，如果不满足则进行

修正。

33 交通需求模型交通需求模型

33..11 城市背景交通需求城市背景交通需求

城市背景交通需求模型构建流程遵循以

应用为导向的设计思路，形成与赛事同期对

应的一组不同特征日而非单独典型工作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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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年城市背景交通需求模型
框架和技术流程评估

模型框架及技术流程修正

城市交通需求模型构建
(正常工作日)

不通过

模型校核
及验证

修正后的
城市交通需求模型

各特征日交通模型
参数修正

模型校核
及验证

基年各特征日交通模型组

赛事年各特征日交通模型组

不
通
过

通过

模型应用需求分析

赛事同期
交通特征日划分

城市交通需求模型
适用性审阅及修正

通
过

不
通
过

用地数据
手机信令数据
互联网数据
交通统计数据
监测数据

交通调查数据

现状数据

通过

用地数据
交通设施规划
人口总量及分

布场景
机动车保有量

规划数据
基年各特征日
交通模型构建

赛事年各特征日
交通模型构建

图4 大型体育赛事基年城市背景交通需求模型构建流程

Fig.4 Development of urban daily travel model for major sports events

型。基年各特征日交通模型的构建主要基于

既有城市交通模型进行，前提是拥有一定的

城市数据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参数调整和

模型校核。在“互联网+交通大数据”广泛

应用的今天，利用大数据对赛事同期的出行

特征及交通运行状况进行详细分析，确定特

征日的数量和类别，构建不同特征日的城市

交通需求模型，其模型框架如图4所示。

33..11..11 既有城市交通需求模型的适用性既有城市交通需求模型的适用性

审阅和修正审阅和修正

对城市既有的反映工作日的交通需求模

型框架和技术流程进行审阅，评估其是否能

满足后续的具体应用。例如测试错峰上下班

政策，需检查人群分组中是否将工作人员单

独归类，出行目的中是否将通勤出行单独列

出；测试延迟开学则需单独区分学生人群及

上学出行目的等。如不满足则需进行修正，

修正后的模型仍需开展校核和验证。

33..11..22 赛事同期交通特征日划分赛事同期交通特征日划分

赛事同期通常从赛事交通服务开始起至

赛事交通服务结束为止。赛事交通服务通常

包含抵离交通服务，即从大型体育赛事注册

人员开始抵达起，至所有比赛结束注册人员

离开为止。交通特征日划分的主要依据包括：

1）日出行总量及时间分布：可通过手

机信令数据获取，并以工作日实际调查数据

为基准进行修正。

2）城市交通运行指标：如全日及分时

段的交通指数、车速、路况、流量监测等

数据。

3） 各方式的日客运总量及时间分布：

如公共交通刷卡数据、共享单车数据、出租

汽车及网络约租车数据等。

4） 出行特征的变化：包括出行目的、

出行方式、出行时间等，在上述各类数据分

析的基础上制定调查方案，开展持续的问卷

调查，了解个体的出行特征及其变化。

赛事同期典型的特征日包括工作日、周

末、节假日等情况。

33..11..33 基年各特征日交通模型构建基年各特征日交通模型构建

在特征日确定后，依据出行特征变化，

构建能反映每类特征日交通特征的一组背景

交通模型，时段选择上，各类特征日均需包

含早晚高峰时段，其他时段依据赛事交通的

入退场高峰时间选择，需涵盖单场馆(场馆

群)的入退场高峰和赛区的入退场高峰时段。

33..11..44 赛事年各特征日交通模型构建赛事年各特征日交通模型构建

构建赛事年城市背景交通需求模型时，

要对应更新模型输入，包括用地数据、交通

设施规划、人口总量及分布场景、机动车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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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程及赛事相关要求

经验数据
校核

各类客户群人员需求

各类客户群需求时间分布

空间分布

方式划分

观
众

驻地分布

出行方式

其
他
客
户
群

目的地选择模型
或重力模型

方式选择模型

住宿安排
赛事相关场地

服务标准、要求

入退场时间分布

赛事人员总量

客户群高峰时段
分方式OD(30 min或15 min)

客户群高峰小时
分时段、分方式OD

不通过

通过

不通过

图5 单场赛事交通需求预测流程

Fig.5 Travel demand forecasting for a single sport event

有量等关键数据。由于赛事对城市常住人口

和流动人口总量的影响难以准确估计，同时

受各项政策的影响，如杭州G20峰会期间采

取休假政策，并联合省内及周边省市景点门

票优惠等措施鼓励市民外出旅游，因此在进

行赛事年各特征日交通预测时，要充分考虑

可能的人口情景，进行多场景预测。

此外，由于赛事吸引的非观众游客以及

观众在举办城市除观看比赛以外的出行，需

要在流动人口出行子模型、对外交通子模型

和特殊吸引点子模型中进行考虑。

33..22 赛事交通需求模型构建赛事交通需求模型构建

赛事交通需求模型主要预测赛事相关客

户群由于赛事需要而产生的交通需求，即考

虑至少有一端在场馆的出行。赛事吸引的观

众及旅游者在市内的其他活动出行均在城市

背景交通中预测。

赛事各客户群的交通需求预测方法为四

阶段法，单场赛事交通需求预测的具体流程

见图 5。影响预测结果的重要因素包括赛

程、各客户群的人员需求、入退场时间分

布、驻地分布以及提供的交通服务，这些因

素的确定与赛事经验、赛事交通设施规划和

交通组织方案密切相关，需与其他业务领域

配合，当其中的任何因素发生变化，均对赛

事需求产生影响。因此，赛事交通需求预测

需随赛事筹办进度不断更新，并同步开展各

项测试工作和结果反馈。

由于各类客户群在总需求、时间空间分

布以及出行方式上都存在较大差异，预测过

程中需要对每类客户群单独分析。比赛涉及

多个场馆的，需将各场馆同时段、同方式的

交通需求叠加。由于赛事交通需求具有显著

的时效性，需求计算的时间颗粒度不宜过

大，建议设置为30 min或15 min，以体现短

时最不利情况下的交通状态。

预测过程中，观众与注册人员的不同点

主要体现为：

1）人员需求总量考虑因素不同。观众

的人员总量主要受场馆容量和上座率影响，

而注册人员的需求总量与比赛项目类型和等

级(如预赛、半决赛、决赛等)密切相关，不

同类别注册人员的需求量也不同。

2）抵离场馆的时间分布不同。注册人

员抵离场馆的时间分布与观众区别明显，出

行需求对应的时段不同，如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一般要求赛前 3 h 抵达、赛后 1 h 之后离

场，而赞助商和贵宾则与观众的入退场时间

分布相似，具体时间分布一般以往届赛事情

况作为参考。

3）出行的空间分布不同。注册人员的

出行分布主要受住宿分配方案的影响，其与

赛事相关的出行集中在驻地与场馆、场馆与

场馆之间，空间分布相对集中；而观众的空

间分布范围相对较大，主要受城市居住用地

和宾馆酒店分布的影响。

4）供选择的交通服务不同。注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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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通方式以提供的交通服务为主，按照赛

事交通服务标准和交通组织方案，各类人群

的出行方式相对固定；而观众的出行方式选

择较为复杂，不同地区受基础设施供给、交

通服务和居民出行特征的影响较大，需要根

据城市具体情况构建方式选择模型。

44 交通网络模型交通网络模型

赛事交通网络模型基于既有城市交通网

络，以开展赛事交通分析为目标，评估交通

网络设置是否符合模型的应用目标，同时在

模型中区分现状设施和规划设施。调整的对

象主要涉及：

1）交通小区。依据赛事交通分析的对

象，将赛事涉及的场馆或场馆群、驻地、交

通枢纽、P&R场站、安检点等重要节点，依

据应用要求设置为独立交通小区。同时调整

或设置交通小区的连接线，使其与道路的连

接符合实际。

2）路段。细化赛事相关的道路网，尤

其是场馆和驻地周边、可能的赛事专用路、

专用车道、优先路、单行路等设施。测试赛

事专用路，需增加赛事专用的交通方式，并

设置相应的道路类型和流量延误函数。

3）节点转向。赛事期间通常会对城市

交通的关键节点采取临时交通措施，尤其在

场馆和客户群集中的居住区周边，对部分交

叉口采取禁止某个转向的措施。

4）公共交通网络，包含公共汽车交通

和轨道交通。核实赛事相关地点周边的车

站、线路以及运营相关属性，在增加赛事专

用交通方式的基础上，增加赛事公共交通网

络，为后期赛事专线方案提供测试。

55 模型校核验证及交通分配模型校核验证及交通分配

55..11 模型的校核与验证模型的校核与验证

交通模型的本质为数学模型，模型能否

准确地描述具体事物，需通过校核和验证，

对于未达到要求的，需对模型结构和参数进

行调整。校核和验证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模型

的合理性、准确性和真实性。

模型的校核及验证在大型体育赛事交通

模型构建流程中的位置见图 4和图 5。对正

常工作日的城市背景交通，模型的校核及验

证与构建普通城市交通模型的方法一致。其

余特征日因缺乏完善的居民出行调查数据，

校核通常采用统计监测数据和调查数据。校

核的内容主要包括出行分布、交通结构、交

通量、道路运行状况等，同时需对不同特征

日的模型结果进行比较，以保证模型能体现

各特征日的主要交通特征。

模型的验证主要指真实性检验和对关键

变量的敏感性分析，如不符合要求则需对模

型进行调整。各特征日的交通模型均需进行

验证，且不同特征日模型的验证结果需进行

对比，分析其合理性，互为验证。

55..22 交通分配交通分配

大型体育赛事宏观交通模型中的城市背

景交通需求模型和赛事交通需求模型相对独

立，根据模型应用目的，既可单独分配也可

合并分配，运行效率和灵活性高。

与城市交通模型重点分析高峰时段类

似，赛事交通模型也需关注高峰运行状况。

其高峰同时受背景交通和赛事交通的影响，

分别确定两者的高峰时段，将同时段、同方

式的OD叠加后进行交通分配。因此，对每

种特征日，通常需要叠加的高峰情况包括：

1)城市背景交通早晚高峰叠加同时段赛事交

通需求；2)单场馆或场馆群赛事入场高峰叠

加同时段城市背景交通；3)单场馆或场馆群

赛事退场高峰叠加同时段城市背景交通；4)赛

区入场高峰叠加同时段城市背景交通；5)赛

区退场高峰叠加同时段城市背景交通。

同时段指两类交通需求在交通网络上重

城市交通需求
管理政策

方案总体
评估

赛事安排及
交通组织方案

交通设施及
交通组织方案

背景交通
需求模型

赛事交通
需求模型

交通网络模型

交通需求评估指标

交通分配

交通运行结果交通运行评估指标

总体评估指标
不满足，改进

满足

确定方案

图6 赛事交通政策及方案测试评估流程

Fig.6 Test and evaluation for event transportation policies and scen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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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的时间，如果场馆距离市区较远，赛事的

入退场高峰需求在市区内的时段会有提前和

延后，则城市背景交通需求的时段需做相应

调整。

66 赛事宏观交通模型应用赛事宏观交通模型应用

66..11 赛事宏观交通模型测试流程赛事宏观交通模型测试流程

筹办阶段的众多交通政策、组织管理方

案均需开展模型测试，将量化分析结果作为

方案比选的重要依据之一。利用交通模型进

行方案测试评估，总体流程如图 6所示。无

特殊政策和方案条件下，按常用情景设置基

础模型，即不采取任何改变策略的模型条

件，例如保持既有的交通需求政策、初始的

交通规划方案、当前的赛事安排和交通组织

方案等。

交通模型通常需要对最不利情况进行测

试，测试时需覆盖以下情形：1)观众上座率

最高的情景，无特殊情况按 100%上座率计

算；2)单个场馆或场馆群的入场高峰和退场

高峰；3)赛区的入场高峰和退场高峰(针对多

场馆、场馆群比赛)；4)赛事的开幕式和闭幕

式；5)赛事抵离交通；6)赛事对游客吸引力

的高、中、低情景设置，影响城市背景交通

中的流动人口出行需求、特殊吸引点出行需

求以及对外交通需求；7)本地居民出行需求

不变的情景。

另外，赛事年城市背景交通受一些不确

定因素的影响，需开展多情景预测，同时，

考虑可能的突发状况 (如天气、交通事故

等)，以应对可能面临的挑战，提前做好预案。

66..22 模型测试主要评估指标模型测试主要评估指标

方案的测试评估是一个循环的过程，评

估除考虑交通效果外，还需结合政策方案的

实际情况，分析其影响程度、可实施性、社

会风险以及经济性等因素(见图 7)。交通效

果评估可根据测试方案的类别、影响范围、

测试目的，单独分析交通需求或交通运行评

估指标。

66..33 机动车停驶方案模型测试机动车停驶方案模型测试

66..33..11 测试方案测试方案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共测试3个机动

车停驶方案 (见表 1)，制定方案时，预计

2008年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约为330万辆。

66..33..22 测试结果测试结果

不同方案下道路交通负荷情况见图 8。

其中方案一的实施效果最好，其次是方案

三。为满足市区快速路高峰时段的平均车速

达到 35~50 km·h-1、一般干路平均车速达到

方案评估指标 可实施性评估

影响程度评估

交通效果评估

风险性评估

经济性评估

1）城市居民出行总量及时间分布、交通结构；
2）赛事吸引的游客出行总量及空间分布、交通结构；
3）赛事观众出行总量及时间分布、交通结构；
4）赛事注册人员的出行总量及时间分布

1）场馆交通可达性分析；
2）交通量、交通负荷、车速分布及变化转移情况；
3）赛事重要设施周边道路的交通负荷、车速等变化；
4）重点区域、各客户群分方式到达场馆的时间变化；
5）赛事重要通道的流量(人、车)及运行速度变化

交通需求评估指标

交通运行评估指标

图7 赛事交通宏观模型测试主要评估指标

Fig.7 Main indicators for the test and evaluation of event macroscopic transportation model

表1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机动车停驶方案

Tab.1 Driving prohibition scheme for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方案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车辆停驶政策

采用严格的机动车排放标准，仅四星绿标车辆不受限制，三星绿
标车辆单双号限行

采用宽松的机动车排放标准，结合车牌尾号限行，一日停驶2个号

采用宽松的机动车排放标准，结合单双号限行

停驶车辆数

282万辆，占机动车保有量的85%

123万辆，占机动车保有量的37%

约200万辆，占机动车保有量的61%

资料来源：文献[12]。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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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km·h- 1的目标，方案二不能作为建议方

案。方案三条件下，快速路平均车速约为

40 km·h-1、主干路平均车速约为25 km·h-1。

66..33..33 方案评估方案评估

从实施效果、可操作性、影响程度和公

共交通转移量等方面对各方案进行综合评估

(见表 2)。确定奥运会期间的停驶方案以方

案三单双号限行为主，分阶段实施：第一阶

段从7月20日至8月27日，在市域范围内实

施单双号限行政策；第二阶段从8月28日至

9月20日，在五环快速路主路以内道路及主

要放射线道路实施单双号限行政策。在满足

奥运交通目标的基础上缩小范围，降低对居

民出行的影响。

77 结论结论

大型体育赛事交通模型与一般的城市交

通模型相比，具有应用要求高、覆盖不同交

通运行特征、涉及人群类型多以及分析时空

范围广等特征。

1）大型体育赛事交通模型的构建以具

体应用为目的和出发点，梳理可能的测试方

案，制定和优化模型框架和技术路线。

2）大型体育赛事交通网络模型应以分

析赛事交通为目标，调整空间分析单元、更

新细化交通网络并完善交通方式。

3）大型体育赛事交通需求模型包含城

市背景交通需求和赛事交通需求两大部分，

路段V/C

≤40≤60≤75≤90≤100
>100

路段V/C
≤40≤60≤75≤90≤100
>100

路段V/C
≤40
≤60
≤75
≤90
≤100
>100

路段V/C
≤40
≤60
≤75
≤90
≤100
>100

a 无措施

c 方案二 d 方案三

b 方案一

图8 不同方案下路网负荷度示意

Fig.8 Road network V/C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资料来源：文献[12]。

表2 车辆停驶方案评估

Tab.2 Evaluation on driving prohibition scheme

方案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停驶车辆数/万辆

282

123

195~206

实施效果

★★★
★

★★

可操作性

★
★★★
★★★

影响程度

★★★
★

★★

公共交通转移量

★★★
★

★★
注：★数量越多，代表对应项目的程度越强、量级越大。
资料来源：文献[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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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城市背景交通

覆盖赛事同期不同交通特征，利用各类交通

数据对赛事同期的交通特征进行全面分析，

对交通特征日合理分类，依托“互联网+大

数据”构建一组不同特征日的城市背景交通

模型；赛事交通模型需充分考虑不同客户群

的规模、出行时空分布以及交通服务，分别

开展交通需求预测，并结合赛事筹办进度不

断更新。

4）大型体育赛事交通模型可为各类交

通政策、交通规划及赛事交通组织方案等提

供测试和评估。交通需求和交通运行指标旨

在从交通的角度提供参考，具体政策的确定

需结合多方因素综合考虑。

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型体育赛事在中国城

市举办，许多城市也将面临赛事交通模型的

构建任务。目前宏观交通模型的构建相对复

杂，赛事宏观交通模型更要面向多种交通特

征日。如何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其框架

和技术路线进行优化，提高模型构建的效率

和精确度，提升模型快速反应的能力，是需

要探索和研究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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