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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of large-scale sports events in China lacks relevant 

professional support. It is essential for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volunteer resources in the 

operation of large-scale sports events, and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for the success of the event. 

Through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he Wuhan Tennis Open Stadium, this paper understands the status 

of volunteer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Wuhan Tennis Open. By constructing a volunteer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model to accurately quantify the number of volunteers in a single volunteer 

service position, by understanding the job requirements of volunteer service positions, the number of 

service audiences, the time required to complete a single volunteer service, and the method of human 

traffic forecasting, etc. The demand for volunteer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event provides an optimized 

way for volunteer management of large-scale sports event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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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我国大型体育赛事人力资源管理缺少相关的专业性支持，在大型体育赛事的运作

中对于志愿者资源的有效管理至关重要，是赛事是否成功举办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对

武汉网球公开赛场馆实地调研，了解武汉网球公开赛志愿者人力资源配置现状。通过构建志

愿者人力资源配置模型来精确化单个志愿服务岗位的志愿者数量，通过了解志愿服务岗位的

工作需求、服务观众数量、完成单次志愿服务所需时间，结合人流量预测等方法确定整场赛

事运营中对于志愿者的需求，为未来大型体育赛事的志愿者管理提供了一种优化配置的方式。 

1．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对体育运动的持续重视，越来越多的大型体育赛事在

我国各大城市举办。一场赛事的成功举办，离不开人力资源的有效管理，也离不开志愿者群

体的贡献，因此研究体育赛事中的志愿者人力资源管理，是未来大型体育赛事管理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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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化的必然趋势。以武汉网球公开赛（以下简称“武网”）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发现目前

武网志愿者人力资源配置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合理问题，本文构建了志愿者人力资源数学模

型，从微观角度衡量一场体育赛事中志愿者资源应该如何配置才能既满足观众需要，又不造

成志愿者资源浪费。 

2．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对于大型体育赛事志愿者的研究，大都从志愿者招募、培训、运营等方面进行

优化，还缺乏从人力高效配置的角度来提升志愿者群体的工作效率的研究。如樊金娥等基于

社会学理论视角对吉林省志愿者研究，认为通过加强国家和地方立法、建立志愿服务工作的

支持网络等方式完善志愿者资源开发的社会环境，可使整个社会的志愿者资源高效运作[1]；聂

蔚琳结合对628名贵州地区志愿者的问卷调查发现，志愿者资源开发中，存在社会认知不足、

人才缺失、法律不健全等问题，应该通过构建志愿理念、完善人才培养，提高志愿者群体的

组织能力等方式来综合提升志愿者资源的质量，从而提升志愿者群体工作的效率[2]；储丽玲通

过对高校志愿者的专门调查，认为高校志愿者是我国志愿者的主要参与力量，建议在高校设

置完善的志愿者招募、配置、培训、激励和考评等体系，从而提升我国志愿者的综合素质 [3]。 

通过文献资料研究发现，我国大型体育赛事志愿者的需求量巨大，如2009年第11届全运

会，约有20万名志愿者为全运会提供各项服务；2010年广州亚运会，共有约6万名赛会志愿者；

2011年深圳大运会志愿者人数约为27万人 [4]。面对数量庞多的志愿者，志愿者岗位人数分配

是否均衡，观众的观赛体验是否随着志愿者人数的增多而提升，这些问题都是志愿者体系管

理需要解决的。志愿者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我国志愿者管理体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3．志愿者人力资源配置模型 

本文通过武汉网球公开赛的实地走访调研，发现当前武网志愿者的人力资源配置中存在

不合理现象。有些岗位志愿者过于清闲，有些岗位则需要志愿者加班工作，应对突发性人流

量增多问题缺乏及时的解决等。因此本文从志愿者数量、志愿服务岗位数量和要求、观众人

流量三个角度构建了武汉网球公开赛志愿者人力资源配置模型。 

3.1  模型适用场景假设 

(1)比赛场馆内不同服务岗位志愿者可互相调动，不同的志愿者服务岗位的工作时间已知； 

(2)通过调研发现，武汉网球公开赛志愿者岗位的培训均可在短时间内完成，且志愿者能

够胜任任何岗位，假设每一名志愿者，经过足够的培训，能够胜任任何志愿服务岗位； 

(3)观众进入赛区之后依次接受各项志愿服务。 

3.2  志愿者人数与提供服务能力 

经调查，志愿者在一定范围内提供的志愿服务能力之和与志愿者人数呈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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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人流量与志愿者数量关系图 

上图中a、b、c表示不同观众数量， h与a、b、c的交点分别为该观众人流量下所需要的志

愿者数量。由图可看出，随着观众数量的增多，所需的志愿者数量/志愿者提供的志愿服务量

越大。理想情况下，某日进入武汉网球公开赛的观众数量与所需的志愿者人数存在对应关系。 

3.3  单个志愿服务点人流量与志愿者数量关系 

基于Cable和Judge等学者提出的人与组织之间的“需求-供给”模型[5]，假设某一志愿服务

岗位所需的最少志愿者人数为该岗位面临最多观众时所需的志愿者人数。经调研发现，武网

赛区内的大部分服务岗位所接待的观众数似于泊松分布，即存在人流量高峰。如下图： 

 

图2  人流量随时间变化与最低志愿服务人数（以𝑡3时刻为比赛开始时间） 

图中h为满足人流量最高峰时的志愿者人数，线段d为随着时间变化人流量的改变。 

基于单个志愿服务点人流量与志愿者人数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单个志愿服务点所需志

愿人数。通过对于全部n项志愿服务所需志愿人员数量的确定，可以得出所有志愿者人数。 

3.4  单个志愿服务点所需志愿者人数确定方法 

本文对于单个志愿服务点提供服务定义为：基于志愿服务点提供服务的性质，将单次志

愿服务所需要的志愿者数量、所服务的观众数量、所花费时间构建数学关系。按照规定，工

作时间为规定时间内的百分之八十工作，即一小时内工作48分钟，休息12分钟。依据假设，

每一名志愿者在𝑖(𝑖 = 1,2，…，𝑛)号工作岗位上，服务𝑘𝑖 (𝑘𝑖 ≥ 1)名观众，所需时间为𝑡𝑖。数

据关系如下表： 

表1  志愿服务岗位信息图 

岗位编号 1 2 … 𝑛 

志愿者人数 𝑦1 𝑦2 … 𝑦𝑛 

完成服务所需时间 𝑡1 𝑡2 … 𝑡𝑛 

单次服务观众数 𝑘1 𝑘2 … 𝑘𝑛 

通过该服务点最大人流量 𝑣𝑖 𝑣2 … 𝑣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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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数值存在如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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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对于武汉网球公开赛的实地和网络调研，得出以下志愿者岗位要求符合上述模型： 

表2 （部分）志愿者岗位要求信息 

序号 志愿者岗位 工作任务 服务一名观众的时

间（分钟/次） 

服务观众数

（人） 

1 停车引导助理 引导停车 4 1 

2 票务销售助理 引导观众取票、现场购票 2 1 

3 入场检票助理 检查观众入场证件及安检 2 1 

4 引导服务助理 引导观众进入下一功能区 1 不定 

5 餐饮服务助理 提供餐饮服务 2 不定 

6 嘉年华助理 提供娱乐项目帮助服务 8 1 

7 场馆检票助理 组织游客有序入场 4.5 不定 
 

4．志愿者人力资源配置模型适用说明 

公式（1）和（2）中，志愿者工作岗位数量n和单个志愿岗位对应服务观众的人数k可知，

完成单次服务的时间𝑡可通过多次模拟实验取平均值可知，人流量v可基于成熟的人流量监控

技术，如手机定位、wifi探针定位等进行预估，或结合当前武网的网络公开售票背景、重要赛

事时间场次提前可知以及往年人流量高峰出现的时间等综合信息，可以大致估计出人流量高

峰期出现的时间及其最大人流量𝑣𝑛。因此本文构建的志愿者人力资源配置模型具有实际可操

作性。利用公式（2）可确定武网赛区内总志愿者数以及单个志愿服务岗位所需志愿者数。 

5．结束语 

当前我国的志愿者人力资源管理缺少通过构建数学模型的方式优化人员配置的研究，因

此本文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文以大型体育赛事为例，以高校志愿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志

愿者进行有效培训、合理分配及对人流量的预测，在一定范围内增减某岗位的志愿者数量，

在志愿者总人数不变的情况下通过优化人员配置的方式提升志愿者资源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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