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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奥运城市交通仿真平台用于模拟奥运期间

北京市区交通运行状况，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提供

交通规划、交通组织、交通需求管理方案测试的平

台。仿真平台采用先进的基于活动链的理念，在分

析城市日常交通需求和赛时交通特征变化的基础

上，以大量的实测数据为基础搭建了模型的框架体

系，并介绍了背景交通模型和奥运运行模型两部分

内容。最后，以赛时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的制定为

例，说明了奥运城市交通仿真平台的应用。

Abstract： Urban transportation simulation platform

is used to simulate traffic operation in Beijing urban

area during 2008 Olympic Games, which is also a test-

ing platform for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transporta-

tion organizing and demand management in macro

and micro levels. Based on advanced idea of activity

chain, and an analysis of urban daily traffic demand

and the change of traffic characteristics during Olym-

pic Games, this paper, constructing a model system

according to large quantity of survey data, introduces

transportation modeling for daily demand and de-

mands generated during the Games. Finally, the paper

illustrates applicability of the simulation platform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Olympic traffic demand man-

agemen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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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奥运期间顺畅的交通服务，北京市不仅提供了足够的交通

基础设施，同时还巧妙运用各种交通管理措施，如实施交通需求管理

等削减日常交通量，由于奥运交通系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及国内

对于如此大规模国际赛事的交通组织缺乏经验，需要应用仿真技术对

奥运期间的各种交通方案进行测试，并对辅助政策制定提供建议。

1 赛时交通需求分析

交通需求分析是搭建交通仿真平台的基础，针对奥运期间在京和

来京人群的出行特征，奥运赛时交通需求可分为 2个层面进行预测[1]：

①城市居民的日常出行需求，即背景交通需求；②奥运赛事诱增的交通

需求，包括奥运大家庭成员、观众和工作人员的赛事需求，以及来京的

旅游需求，这些统称为奥运交通需求。由于奥运期间观众及游客数量

大，类型多，活动多样，出行时间、方式、路线不确定，因此，对奥运

赛事及奥运相关活动的交通需求建模是奥运仿真平台设计的主要任务。

奥运赛时城市交通需求并不是这两部分需求的简单叠加，由于奥

运赛事会引发居民日常出行特征的变化，从而对背景交通需求产生一

些影响，需要做相应的修正。对背景交通需求的修正主要考虑 3个方

面：①奥运期间学生放假，学生出行特征发生改变；②一部分人员由

于观看比赛或作为奥运工作人员及志愿者而引起角色变化，导致出行

特征发生变化；③奥运赛时由于实施交通需求管理政策而使出行特征发

生变化。赛时交通需求包括修正的日常出行需求和奥运赛事诱增交通需求。

2 奥运交通仿真平台

2.1 模型框架体系

基于赛时交通需求分析，奥运交通仿真平台由城市背景交通模型

和奥运运行模型两部分构成，用于模拟奥运会期间的两大交通需求：

即不考虑奥运会的影响，自然增长下的背景交通需求和由于奥运赛事

诱增的交通需求。将两部分交通需求进行相互影响分析和叠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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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预测赛时城市交通运行状况。该平台以大量的实测数

据为基础，通过标定和验证交通行为模型，开发集成化的

交通仿真平台，能够系统全面地针对特定范围、特定时段

进行奥运交通组织、管理和运营方案测试。模型框架体系

如图1所示。

2.2 背景交通模型

1) 模型结构

背景交通模型，即不考虑奥运会赛事影响的城市交通

运行模型。此模型的建立，只考虑在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

情况下城市交通运行状况。该部分建模工具为 VISUM/

VISEM软件，采用基于活动链的建模原理。活动链[2]描述

了一个人(或行为特征形似群体)一天内所有活动在时间和空

间上的发生顺序和关联性，真实地再现了人们的出行行为。

模型的主要特征是尽可能细分出行者类型，以方便奥

运期间对不同的出行者实施特定的交通需求管理方案。模

型结构如图2所示。模型根据个人出行行为划分居民分组

来模拟居民出行活动和生成居民一日出行链，以此估计和

预测全天各时段和各种交通方式的出行矩阵。背景交通模型

包括活动生成模块，目的地选择模块和交通方式选择模块。

2) 活动生成模块

在出行生成阶段，根据北京市居民个人出行行为特

征，模型将居民人口划分为7类行为相似的人群：有车就

业人员、无车就业人员、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无职

业者、退休人员。根据居民出行入户调查资料，将北京市

居民活动链优化为64种。以一个活动链为例，家(H)－工

作(W)－购物(O)－家(H)，活动链 HWOH 代表着 3 次出

行：HW，WO和OH。每条活动链都有一个根据居民分组

使用的概率，描述居民分组中的每个人平均每天使用该活

动链的频率。活动生成模块根据交通小区中居民分组数据

国内外资料收集
我国大型活动

交通需求预测经验借鉴
交通需求分析 交通运行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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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奥运城市交通仿真平台框架

Fig.1 Framework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simulation platform for Olympic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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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居民分组一日出行的活动链概率计算出各个交通小区生

成的一日活动链数据。

3) 目的地选择模块

在出行分布阶段，目的地选择模块通过将各种活动分

布到相应的目的地小区而将活动链数据转化为出行链数

据。首先将活动链截取为单个出行，然后从第1次出行开

始，依次根据出行目的地选择模块将每次出行分布于相应

交通小区，转化为出行链。目的地交通小区的选择由出行

OD对之间的阻抗(例如，距离、出行时间、公交服务水平

等)、各个居民分组和居民活动对于这些阻抗的敏感度决

定。通过目的地选择模块计算出行链的总数，这些出行链

数据可以集计成总的出行需求矩阵。

4) 交通方式选择模块

经过出行生成和出行分布得到总出行需求，然后将总

出行需求分配到各种交通方式上。传统的方式划分模型根

据集计交通系统特性细分总出行需求到各种交通方式，这

种模型不能够表现个人选择行为。而交通方式选择模块采

用的多维LOGIT选择模型考虑到可转换交通方式和不可

转换交通方式因素，可将出行链分解为特定交通方式。这

个方法在方式划分阶段需要考虑以下方面：①社会经济状

况，特指决策人群的车辆拥有率(根据居民分组)；②各种

交通方式的服务指标(通过一个效用函数，这个效用函数

考虑的指标有出行时间、进入和离开小区时间、公交换乘

次数等)。

2.3 奥运运行模型

1) 模型结构

奥运运行模型采用“赛场-赛事-座位数”的 3级需求

预测方法，模型结构如图 3[3]所示，矩阵估算主要通过

Excel VBA程序实现。整个预测以奥运比赛场馆为核心，

首先运用座位数－上座率预测场馆日观众人数，然后借鉴

悉尼和雅典奥运会的经验，对观众抵离时间分布曲线进行

假设，进一步得到日分时段观众抵离场人数；依据赛时公

共交通运营方案等，进行交通方式预测；最后运用活动链

的分析方法进行观众需求分布预测。

2) 观众聚类分析

在奥运运行模型中，观众OD分布是该模型研究的重

点。由于奥运交通需求比较复杂，不同类别观众在不同时

段内需求发生的规律迥异，需要对交通需求产生的源头进

行细致分析。首先根据观众出行特征规律，将观众划分为

6 类：①北京本地观众；②国内观众(非北京)居住在宾

馆；③国内观众(非北京)居住在朋友家；④国内一日往

返观众；⑤国外观众居住在宾馆；⑥国外观众居住在朋

友家。

3) 观众出行空间来源

根据活动链到达目的地的可能性和不同观众群体的时

根据个人出行行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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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背景交通模型结构

Fig.2 Structure of daily deman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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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奥运运行模型结构

Fig.3 Structure of model for demands generated during Olympic Games

71



城市交通 Urban Transport of China 第6卷 第5期

空分布差异，将观众出行的空间来源定义为6类地点：①

家(H)；②宾馆(T)；③工作地(W)；④赛场(V)；⑤特殊吸

引点(车站、机场等，S)；⑥主要旅游景点(O)。上述地点

划分主要考虑北京本地观众从家和工作单位前往比赛场

馆；外地观众来京观看比赛，主要居住在宾馆，也可能住

在亲友家里；北京周边观众可能一天往返，也就是来自于

火车站或飞机场；此外，会有部分观众连续观看比赛，从

一个比赛场馆赶赴另一个比赛场馆观看接下来的比赛，这

类出行空间的来源即为赛场。

4) 赛事出行活动链

在不同时段，观众在各类空间来源所占的比重会有所

不同。借鉴悉尼奥运会的经验[4]：上午的比赛，观众将主

要从家和宾馆出发；中午的比赛，除了从家和宾馆的出行

外，还有部分观众从工作单位前往比赛场馆；晚上的比

赛，从单位出发观众的比例数可能会有所增加。图4表现

了不同空间来源的观众在不同时段内活动链的情况。根据

不同时段的活动链，采用单约束重力模型，主要以不同区

域的经济水平、人口数据以及景点吸引强度等为依据，获
图 4 各时段观众活动链

Fig.4 Activity chains of spectators in each periods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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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观众OD矩阵。

3 仿真平台应用

奥运交通仿真平台的建立，为交通规划、交通组织、

交通需求管理方案测试提供了保障。在宏观层面上模拟奥

运期间北京市区整体交通运行状况，测试各种交通需求管

理措施的效果，不断优化措施方案；模拟城市背景交通需

求和奥运赛事诱增的需求，为奥运公交专线的布线和制定

运营计划提供定量需求数据。在微观层面上，不仅模拟场

馆周边和重点区域道路交通运行，寻找奥运交通系统中可

能存在的“瓶颈”，提出解决方案，还对奥运专用道设计

和对日常交通的影响进行分析，并由此提出优化建议。

以赛时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的制定为例，说明奥运城市

交通仿真平台的应用。赛时交通需求管理政策制定了不同

的机动车限车方案，包括：①停驶100万辆机动车；②停

驶 150 万辆机动车；③按照机动车牌照单双号停驶机动

车，预计每日停驶 195 万辆左右。基于交通仿真平台测

试，停驶前后及不同方案的道路运行负荷如图5所示。经

过测试分析，只有在方案3的政策实施下，快速路平均车

速可达到 40 km/h左右，主干路平均车速达到 25 km/h左

右，该方案能满足奥运交通承诺的“市区快速路高峰时

段平均车速达到 35~50 km/h，一般干路平均车速达到 20

km/h”。

4 结语

本文运用活动链理论，建立了涵盖 64种活动链的城

市背景需求分析模型。同时，充分分析奥运需求的特殊

性，提出了基于活动链的奥运需求分析模型。奥运城市交

通仿真平台已用于模拟奥运期间开、闭幕式和典型比赛日

道路交通运行状况，为奥运期间的交通需求管理政策和交

通运行组织方案的制定、奥运专用道的设计、奥运公交专

线的线路布设提供了定量化的分析手段和科学决策依据，

确保赛事交通和社会交通的和谐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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