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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速化的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同时,城市发展所带来的问题逐步显现。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城市智
慧交通规划的科学与否关乎城市交通运行的规范性,然而城市交通规划的过程中不能过于重视施工本
身,而是应在信息化技术的基础上融入科技服务理念,通过大数据信息进行交通建设与交通管理的创新,
从而彰显城市的人文精神,实现以信息化技术与交通运维管理的有机融合。基于此,文章将从城市交通问
题分析入手,阐述了基于大数据背景下的智慧交通规划要求,进而从慢行系统建设、环境保护、交通安全、
智慧交通规划几个方面探寻智慧交通规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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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same time of rapid urba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urban development have gradually emerg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ig data era, whether the urba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is scientific or not is related to the standardization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operations. However, the urba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process should not pay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itself, but should integrat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rvice concept on the basi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ig data information is used to innovate traffic construction and traffic management,
thus highlighting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the city and realizing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raffic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will start with the analysis of urban
traffic problems, expound the requirements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and then explore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strategies from the aspects of slow-moving system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raffic safety, and smart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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