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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型活动吸引和产生的突增交通量会造成周边地

区的交通拥挤。通过比较大型活动与大型商业建设项目

的交通影响评价特点和分析大型活动交通管理的影响因

素，分别针对“提供一次性服务的大型活动”和“提供长效

服务的大型活动”，设计了交通需求的预测方法。以交叉

口服务水平分析方法为基础，提出一种了大型活动的交通

影响评价方法。以长春市南岭体育场举办的“中国足球甲

A联赛”为对象，运用Vissim微观交通仿真软件对所提出

的方法进行了初步验证。结果表明，在大型活动条件下，

所提出的方法能够确定需要进行交通管制的空间范围。

Abstract：The suddenly increased traffic generated from or

attracted to the surrounding area of a large special event can

cause congestion. Through a comparison of characteristics

of traffic impact evaluation between large special events and

large commercial developments, and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raffic management for large events,

this paper formulates a travel forecasting method for both

one-time (nonrecurring) and recurring special events.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LOS analysis methodology for intersec-

tions, the paper proposes a traffic impact evaluation method

for large events. The method is tested through a case study

(“the Division 1 League, China Football”conducted in Nan-

ling Stadium, Changchun) by using the Vissim simulation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is help-

ful in identifying the area potential to be impacted by a spe-

cial event.

关键词：交通管理；大型活动；交通影响评价；交通仿真

Keywords：traffic management; large special events; traffic

impact evaluation; traffic simulation

中图分类号：U491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伴随着城市综合实力的增强、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各

大城市以文化交流活动、体育赛事、商业会展、节假日大型庆典

及大型商品促销会等为代表的大型活动举办得日益频繁。特别是

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一些

国际性的大型活动也越来越多地选择在我国一些城市举行，如

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10 年上海世博会以及 2010 年广州亚运

会等。

大型活动能否成功举办及活动期间能否保证不影响城市居民

的正常生活，交通是关键因素之一。在大型活动举行期间，往往

在很短的时间、有限的空间内汇聚大量的人流、车流，对着眼于

以解决城市常规出行为目标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带来了新

的挑战[1]。由于许多大型活动都是短期的、暂时性的，一般不会

选择修建道路解决由此带来的交通问题，科学合理的交通组织与

管理是缓解大型活动举办期间交通供需矛盾的重要方法。

我国大型活动交通组织与管理方法的研究是随着九运会等大

型活动的举办而兴起的[2]。文献[3]总结了九运会交通组织的成功

经验，指出大型活动的交通不但要考虑技术-经济因素，还要协

调规划、建设、经营、管理等各方面之间的矛盾；其他关于大型

活动的研究大多是由于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而围绕奥运会的交通

组织管理展开的，文献[4]分析了奥运观众交通出行的特点，预测

了奥运观众的交通出行量，提出了对奥运公共交通进行一体化规

划的思路，最后给出了奥运场馆区域的观众交通组织方法；文献

[5]提出了大型活动期间交通需求预测的分层次预测法，并根据四

阶段需求预测对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交通供需情况做出了宏观

预测。

本文从大型活动交通需求、交通供给和交通影响3方面阐述

大型活动交通影响评价的方法，并以长春市南岭体育场举办的

收稿日期：2008-04-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50338030）

作者简介：姜桂艳，女，博士，吉林大学交通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交通信息处理与应用技术。

E-mail:jljiangguiyan@126.com

城市交通 Urban Transport of China
■ 文章编号：1672-5328（2008）05-0059-05 第6卷 第5期 2008年9月 Vol.6 No.5 Sept. 2008

Traffic Impact Evaluation for Large Special Events

姜桂艳1 李继伟1 赵佳琪2

（1.吉林大学交通学院，长春130025；2.中国民航大学，天津300300）

Jiang Guiyan1，Li Jiwei1 and Zhao Jiaqi2

(1.School of Transport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5, China; 2.Civil Aviation Univtrsity of China, Tianjin 300300, China)

大型活动交通影响评价方法

59



城市交通 Urban Transport of China 第6卷 第5期

“中国足球甲A联赛”为例，结合Vissim微观交通仿真软

件，对所提出的方法进行初步验证。

1 大型活动与大型商业建设项目

大型活动交通影响分析与城市交通规划中大型商业建

设项目的交通影响分析十分相似。交通影响分析(Traffic

Impact Analysis，TIA)是在开发大型商业建设项目立项之

前，分析项目对道路交通的影响范围及影响程度，进而确

定保持交通服务水平不下降的对策，或修改开发计划方

案，从而减小建设项目对交通的影响[6]。大型活动的交通

影响分析是在大型活动举办之前，通过预测其交通需求量

及其时空分布，分析该活动对道路交通的影响范围与影响

程度，为制定有针对性的交通组织与管理对策提供依据，

从而保持大型活动影响区域内的交通服务水平。

大型活动与大型商业建设项目的特性有所不同。大型

活动吸引和生成的交通需求量具有暂时性和突发性，而大

型商业建设项目吸引和生成的交通量具有长期性和稳定

性。当研究人员无法找到减小大型商业建设项目对道路交

通影响的方法时，可以不予项目立项；但大型活动的举办

是已事先定好且不可更改的，必须制定相应的对策保证大

型活动周边道路的交通服务水平。因此，在借鉴大型商业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分析方法的基础上，需要针对大型活动

的特点，提出实用的大型活动交通影响分析方法。

2 大型活动交通组织与管理特性

2.1 影响因素

从交通组织和管理的角度看，大型活动是指有预定时

间和地点的公共活动，它服务于某一特定而明确的目的，

如体育比赛、文艺演出、人才招聘会或其他专业会议等，

活动期间会产生大量的交通出行，并可能降低活动场所周

围道路及交叉口的服务水平。大型活动的交通组织与管理

主要受到如下因素的影响：

1) 所处的时间段。即举办大型活动的大体时间，如在

白天或晚上、平时或周末、一天或多天甚至多周以至一年

中的某个季节。该因素对分析大型活动的背景交通量有重

要意义，如果大型活动在正常工作日的白天举行，则有较

大的背景交通量，对周围居民或通勤出行的影响也较大。

2) 具体时间和持续时间。即大型活动确切的开始时间

和大概的结束时间。该要素将影响观众到达和离开的交通

高峰时刻与集中程度，或者提示需要在连续多天举行的活

动期间进行不间断的交通管理。

3) 场馆所在地及其周边的交通基础设施状况。大型活

动的举办地可能是单个场馆，也可能是多个场馆，可能是

固定场馆，也可能是临时场馆。一般情况下，固定场馆

(如大型运动场或音乐厅)周围有良好的停车条件，而且从

周围主干路到达这些场馆也比较方便；对于临时性场馆，

则需要事先制定详细的停车方案和到达路线。

4) 预期参与人数。即预计参加活动的最大人数，这是

预测大型活动交通需求量的重要基础。有些类型大型活动

的最大人数是确定的，如按照坐席号入场的演唱会、体育

比赛等，而有些大型活动的最大人数是不确定的，如博览

会、展示会等。

2.2 类型及特点

根据大型活动对周边道路交通的影响方式，可将其分

为“提供一次性服务的大型活动”和“提供长效服务的大

型活动”。

提供一次性服务的大型活动是指演唱会、体育比赛

等，活动场地有固定座位，能够容纳的最大人数确定，活

动期间的参加人数也基本不变。在这类大型活动中，参与

者一般在活动开始之前的短时间内集中到场，活动结束后

以更集中的方式离场，而活动期间一般不会大规模地到场

或离场，诱增交通量的高峰期出现在活动开始前和活动结

束后的一段时间，而在活动开始后和结束前的诱增交通量

较小，如图1所示。但停车位的占用情况与此相反，在活

动持续期间的数量是最大的，而且比较稳定。这类大型活

动一般只需在高峰期间，即活动开始前和结束后对活动周

围道路交通进行专门的组织和管理。

提供长效服务的大型活动是指展览会、游园会等，活

动场地一般没有固定座位，活动场所能够容纳的最大人数

不确定，而且活动期间的参加人数随时间变化。这类大型
图 1 提供一次性服务的大型活动对周围交通的影响

Fig.1 The traffic impact on surrounding area by one-time
(nonrecurring) special events

周
围
道
路
交
通
量

活动开始时间

背景交通量

活动结束时间 时间

60



大型活动交通影响评价方法Traffic Impact Evaluation for Large Special Events姜桂艳 等

活动的观众可以在活动期间的任何时间到场，并且可以随

时离场，虽然诱增交通量的高峰期也可能会出现在活动开

始前和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但在活动持续的过程内，由于

有较多的人员到达和离开，周边道路上也会有较大的诱增

交通量，如图2所示。在这种大型活动的持续期间，占用

的停车泊位数量较大，但会有较大的波动。一般需要对这

类大型活动周围道路进行全程的交通组织和管理，高峰期

间更需要加强。

3 大型活动交通需求分析

大型活动的交通发生是一个单源多汇的过程，大型活

动交通需求分析的目的是预测大型活动的交通需求量及其

时间分布。借鉴大型商业建设项目交通影响分析中常用的

增长系数模型、回归分析模型、生成率模型和类别分析模

型，考虑到其各自的适用条件，将这些方法加以融合，对

大型活动的交通需求量进行预测。

1) 活动参与人数

对于提供一次性服务的大型活动，可将活动场所能够

容纳的最大人数和以前各次类似活动的上座率相结合，再

考虑目标大型活动的特殊政策，获得最大参与人数的预测

值。如果上座率的历史数据无法获得，则可聘请专家进行

估计，并对本次活动的实际参加人数进行调查，为以后的

类似活动提供数据支持。

对于提供长效服务的大型活动，由于没有确定的座位

数，尽管活动场所在理论上存在容纳人数的上限，但其数

值一般难以确定。参加这类大型活动的总人数是各时段到

达人数的累计，可结合历史上类似活动的参与人数、目标

活动的特色等进行总体估计。

2) 时间分布预测

对交通需求的时间分布进行预测可以确定大型活动参

与者的到达和离开高峰，有利于提高大型活动交通组织和

管理的针对性。

大型活动的交通生成量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对于提供一次性服务的大型活动，其人流车流的集散时间

比较集中，交通高峰较明显，具有较强的冲击性特点。对

于提供长效服务的大型活动，其交通生成量在活动期间比

较分散，具有较强的持续性特点。预测大型活动交通需求

在时间上的分布，主要是对以往类似活动交通需求的时间

分布进行实地调查和资料积累，总结同类活动的交通需求

时间分布规律，并依据目标活动的特性进行必要的修正，

作为近似的预测结果。

3) 出行方式比例

为了将参与大型活动的人数转化为交通量，可通过问

卷调查的方式，获得参加活动者所采用出行方式的比例以

及各种机动车辆的共乘率，由此可换算出步行人流量、机

动车流量和公交车流量，从而得到活动生成的交通量。机

动车交通量的计算方法为：

Qv = Qa·rv， (1)

式中：Qv 为以私人小汽车和出租汽车方式出行的观众

数/人；Qa为参与活动的最多人数/人；rv为以私人小汽车

和出租汽车方式出行的观众比例/%。

Vv = Qv /kv， (2)

式中：Vv 为新增出行机动车辆数/辆；kv 为机动车共乘

率/%。用同样的方法可得到公共汽车交通量。然后，将这些

交通数据和背景交通数据相叠加，标定交通仿真模拟软件，

通过软件内设的交通分配机制得出相关的交通分配结果。

4 基于交叉口服务水平的评价方法

大型活动交通影响分析的目的是确定活动的交通影响

范围与影响程度，为制定有针对性的交通组织与管理对策

提供依据。为了提高交通组织与管理方法的有效性，必须

研究大型活动增量交通需求的时空特性及其与相关道路网

络交通供给能力的匹配状况，评估大型活动对局域路网形

成的交通影响程度。由于道路交叉口是城市交通的咽喉，

为了能够更好地量化大型活动对周围交通的影响，本文主

要以城市道路交叉口的服务水平作为评价道路交通状况的

主要指标。

大型活动的交通影响在空间上具有广泛性、波及性和

非均衡性等特点 [7]，综合考虑目前国内常用的圈层外推

法、烟羽模型法、基于时间的交通影响范围确定方法等特

点，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交叉口服务水平确定交通影响范

围和影响程度的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活动开始时间 活动结束时间 时间

背景交通量人员到离产生的交通量

图 2 提供长效服务的大型活动对周围交通的影响

Fig.2 The traffic impact on surrounding area by recurring special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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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活动地周围的交叉口为控制节点，确定大型活动

的初始影响范围，此范围可由以往的历史数据和资料确

定，也可由实际的交通调查确定，或者直接以包围活动地

的几条道路所组成的交叉口作为初始影响范围。

2) 通过交通调查得到该范围内无大型活动时的交通

量，以此作为背景交通量，计算背景交通量下各交叉口的

服务水平。

3) 将预测的大型活动交通需求量进行交通方式选择和

交通分配，并与背景交通量叠加，计算该影响范围内各交

叉口的服务水平。如果其中某个或某些交叉口的服务水平

发生了变化并达到了F级，则表示目标大型活动对周边道

路的交通影响大于所确定的初始范围，需要适当扩大评价

范围，增加评价的交叉口数量。

4) 重复计算影响范围内各交叉口的服务水平，直至所

选范围内新增交叉口的服务水平都优于F级，则将全部F

级服务水平交叉口作为目标大型活动的交通影响范围，该

范围即为目标大型活动交通组织和管理的重点。

5 实例研究

本文以长春市南岭体育场举办的“中国足球甲A联

赛”为例，对上述方法进行初步验证。

5.1 交通供给分析

长春市南岭体育场坐落于长春市市内，临近2条城市

主干路。中国足球甲A联赛的比赛一般于周六下午在此举

行，在比赛开始前后都会引起周围道路交通的暂时拥挤和

混乱。南岭体育场周边有4条道路，其中亚泰大街和自由

大路为双向8车道的主干路，吉顺街为双向6车道的次干

路，吉东胡同为双向2车道的支路，自由大路与亚泰大街

交叉口、自由大路与吉顺街交叉口为信号控制交叉口，亚

泰大街与吉东胡同交叉口、吉顺街与吉东胡同交叉口为无

信号交叉口。体育场共有 4个入口，东南西北 4条道路上

各1个，如图3所示。

体育场附近的公交车站和线路情况是：自由大路上有

80环线的起终点、61路和 25路的起点共 3个独立车站，

乘坐这 3条公交线路的观众可以由体育场南口或西口进

入；自由大路上还有综合车站，包括 227路、17路、260

路、246路和238路5条线路，乘坐这些公交线路的观众可

由南口，即体育场正门进入体育场内。亚泰大街上的综合

车站包括5路、236路和61路，乘坐这些公交线路的观众

可由东口进入体育场内。吉顺街上有125路、265路和271

路的独立车站，乘坐这些公交线路的观众可由西口进入体

育场内。吉东胡同没有公交车站和公交线路。

5.2 交通需求分析

2004年9月22日、10月16日、10月27日和2005年4

月 30日对长春市南岭体育场举行的中国足球甲级A组联

赛进行了4次观众到达和离开人数的时间分布调查。如图

4、图5所示。

观众到达高峰一般持续时间较长，且不会出现非常急

剧的人数变化。到达总人数的高峰一般出现在比赛开始前

25 min至比赛开始后 5 min，其中最高峰一般出现在比赛

开始前15 min至比赛开始。观众离开高峰一般持续时间较

短，有较为急剧的人数变化。4个入口的观众离开高峰基

本相同，离开总人数的最高峰一般出现在比赛结束至比赛

结束后15 min，最高峰为比赛结束后10 min。

5.3 交通影响状况分析

为了体现比赛对周围道路交通的影响，分别在 2005

年8月27日和9月17日进行了无比赛和有比赛时体育场周

围道路交通状况的调查。调查范围初定为图 3所示的 4条

道路，该调查范围也作为本项活动交通影响分析的初始影

响范围。通过对有、无比赛的道路交通状况进行比较，分

析比赛吸引和产生的出行对周围道路交通的影响状况。调

查和比较的指标主要包括各路段交通量、信号控制交叉口

延误和无信号交叉口延误。

1) 交通量

赛前驶入调查范围各道路的机动车流量均大于无比赛

时的情况，这体现了比赛对观众出行的吸引。此外，赛前

离开调查范围内大部分道路上的机动车流量也大于无比赛

时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赛前会有一部分观众打车到达体

吉东胡同

体育场

自由大路

吉
顺
街

北

亚
泰
大
街

图 3 体育场周围道路状况

Fig.3 Road condition of surrounding area of around the stadi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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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场，出租汽车在卸载观众之后又成为离开此范围的交

通量。

赛后离开调查范围各道路的机动车流量均大于无比赛

时的情况，这体现了赛后产生观众出行的情况。此外，赛

后到达调查范围内各道路的机动车流量也都大于无比赛

时，与前述原因相同，在比赛结束后，体育场会吸引一部

分私人小汽车和出租汽车搭载亲属和乘客。

2) 信号控制交叉口的延误

2005年 7—8月对调查范围内的 2个信号控制交叉口

进行了多次试验性调查，确定了信号控制交叉口延误的调

查方法。以相同的调查方法与延误计算方法，分别在有、

无活动时对这两个信号控制交叉口的延误进行了调查和计

算，以使结果具有可比性。

通过比较可知，有比赛时，“自由—亚泰”信号控制

交叉口在 赛前和赛后两个调查时段的服务水平都低于无

比赛的情况，且达到了F级，因此该交叉口应为交通组织

和管理的重点之一；而“自由—吉顺”信号控制交叉口在

赛前、赛后两个时段的延误均稍大于无比赛时，但尚未达

到F级服务水平，说明比赛生成的出行对该交叉口的影响

较小。

3) 无信号交叉口的延误

通过对调查与计算数据的比较， “吉顺—吉东”无

信号交叉口中的吉东胡同进口道、“亚泰—吉东”无信号

交叉口中的吉东胡同右转亚泰大街流向和亚泰大街左转吉

东胡同流向以及进入和离开体育场东、南、西3个进口的

流向的延误显著增加，均为目标比赛活动交通组织和管理

的重点。

此外，本研究还以微观交通仿真软件VISSIM3.60为

工具，对上述比赛活动的交通影响进行了模拟。首先以上

述初始分析范围为对象，得到了类似的分析结论。之后进

一步扩大分析范围，在有比赛时出现F级服务水平的方向

上增加相邻交叉口作为分析对象。模拟结果表明，这些交

叉口的交通状况都受到了比赛的影响，但其服务水平均未

下降到F级，因此，可不必作为交通组织与管理的重点。

6 结语

我国各城市举办的大型活动日益增多，大型活动的交

通组织和管理已经成为决定活动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受

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大型活动的交通影响评价以活动产

生的交通需求为基础，分析确定大型活动对周边道路交通

影响的范围和影响程度，可为制定有针对性的交通组织与

管理策略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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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体育场到达人数时间分布

Fig.4 The distribution of arrival time of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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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体育场离开人数时间分布

Fig.5 The distribution of departure time of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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