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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交通问题也得到了改善。对此,为不断完善交通规划,为城市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各地逐步重视科学借鉴以人为本、智慧城市理念,希望不断优化交通规划,进而为未来城
市建设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此,本文探讨了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交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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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oriented Smart City Traffic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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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urban traffic problems have been improved. In this regard, in
order to constantly improve the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urban development,
local governments gradually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scientific reference of the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and
smart city, hoping to constantly optimize the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so as to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future urba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o this en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eople-oriented smart city
traffic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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