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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市道路建设过程中,尤其是大型交通项目,由于规模大,在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周边
路网产生影响,造成路网交通流量供需失衡,甚至因交通拥堵而发生交通事故。将交通设计思想运用到城
市道路建设中,提前组织设计交通流,结合系统工程思想,针对施工区人、车、路三要素实施具体的交通
组织措施,优化交通组织规划,完善道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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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raffic design in urban road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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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road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for large-scale traffic projects, due to the large
scale, it will inevitably have an impact on the surrounding road network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resulting in the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road network traffic flow, and even traffic accidents
due to traffic conges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pply traffic design ideas to urban road construction,
organize and design traffic flow in advance, combine system engineering ideas, implement specific traffic
organization measures for the three elements of people, vehicles and roads in the construction area, optimize
traffic organization planning and improve road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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