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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优化城市交通系统、提升健康出行意识、完善慢行系统规划”,全面改造城市交通体系,提倡
绿色环保的出行方式,进一步挖掘城市交通的运行潜力,为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做出贡献。本文主要
针对慢行系统规划设计的原则以及建设方案做出分析,为推进健康、环保的城市出行体系提供参考。
[关键词] 绿色交通；慢行系统；环境保护；示范区
中图分类号：TB491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Planning and Design of Slow Traffic System Based on Green Transportation
Concept
Jing Wang
Chongqing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Research Institute
[Abstract] "Optimize the urban transportation system, improve the awareness of healthy travel, and improve the
planning of slow-moving system", comprehensively transform the urban transportation system, promote green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ravel modes, and further tap the operational potential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and
make contributions to improving people's living environment.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principles and construction schemes of the slow-moving system, and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a
healthy and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urban trave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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