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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我国当前的交通规划已经无法满足人民的出行
需求,因此探索出一种减轻出行压力的交通规划方案显得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复合式枢纽互通立交这
一新形式应运而生,这种方式效果显著,本文将针对于目前复合式枢纽互通立交设计的理念和注意事项
重点分析,让这种新的形式为我国的交通规划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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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hav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current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in China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people's travel needs.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xplore a traffic planning scheme to reduce travel pressure. Under this background, a
new form of compound hub interchange emerges as the times require, and the effect of this method is
remarkable.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and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of the current
interchange design of compound hubs, so that this new form can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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