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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区生活圈是人们日常活动、生活的主要空间,社区生活圈规划需要突破传统居住区的局限性,
充分了解社区生活圈的基本内涵,转变传统居住区规划思路,结合城市发展进程,合理规划社区生活
圈。本文主要从传统居住区规划到社区生活圈规划进行探讨,为城市社区生活圈规划提供有利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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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Area Planning to the Community Life Circl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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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 life circle is the main space for people’s daily activities and life. Community life circle
planning needs to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areas, fully understand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community life circle, change the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area planning ideas, and reasonably plan
the community life circle combined with the urban development process.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from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area planning to community life circle planning to provide favorable reference for urban
community life circl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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