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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应对城镇化建设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新型概念、理论,例如海绵城市、韧
性城市、智慧城市等。韧性城市是指城市不同主体,在面对不确定性风险冲击后,仍然能够承受、恢复和
达到新的平衡状态。本文基于韧性城市视角,选择城市交通作为研究对象,首先介绍了城市交通规划应遵
循的原则,随后指出了当前交通规划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最后结合韧性城市理论,分别从提高道路连通
性、改进公交与停车系统、发展城市轨道交通等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从而进一步增强城市交通系统的
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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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ope with many problems in urbanization, scholars have proposed many new concepts
and theories, such as sponge cities, resilient cities, and smart cities. Resilient cities refer to the fact that different
subjects of the city can withstand, restore and reach a new state of equilibrium after facing the impact of
uncertain risk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silient cities, this article chooses urban transport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irst, it introduces the principles that urba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should follow, then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in current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nd finally combines the theory of resilient cities to
improve road connectivity, Improved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parking system, development of urban rail
transit, etc., proposed improvements, so as to further enhance the resilience of the urban transport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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