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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完整街道概念的提出，道路瘦身策略在美国的道路规划设计中广泛使用，意在通过减少

原有的机动车道空间满足非机动车、行人等出行需求和安全要求。基于美国《道路瘦身信息指

南》，整理解析道路瘦身的原则和方法。首先，介绍道路瘦身的概念、发展历程及三种基本形式。

从几何要素设计、几何参数设计、横断面设计、交叉口设计几个层面介绍道路瘦身的设计方法。同

时探讨横断面空间分配、行人过街、信号控制、标志标线等运行要素的设计。解析影响道路瘦身实

施的几项因素并进行效果分析。最后，从提高道路安全性和协调现行标准两方面讨论道路瘦身在中

国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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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ete street, a new strategy, namely road diet, has been widely im-

plemented in domain of street design in the U.S. It aims to provide more spaces for pedestrians and bicy-

clists as well as reducing the width of the motor lan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ol-

ogies of road diet program based on Road Diet Information Guide. First, the concepts, history and three ba-

sic forms of road diet are introduced. The road diet design techniques are presented in several aspects: the

geometric element design, spatial measurements design, cross section design, and intersection desig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sign of spaces allocation, pedestrian crossings, signal optimization, and markings de-

sign. The paper explores a number of factors impac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road diet and evaluates the

corresponding effects. 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s of road diet program in China

from the aspects of improving road traffic safety and adjusting existing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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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快速机动化进程导致道路交通拥堵，使

得道路规划、设计、管理部门自然而然地将

更多的道路资源用于为机动车服务，最终导

致非机动车及行人的通行空间不断减少乃至

消失。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中，相当一

部分道路缺乏独立的非机动车通行空间。而

中国由于自行车保有量较大，多数城市历来

较为注重非机动车道的设计和使用。然而，

近年亦出现压缩非机动车与步行空间的趋势，

将更多的道路资源服务于机动车。例如，在

道路红线宽度不变的情况下，非机动车道及

人行道越来越窄，而机动车道越来越多。

从短期来看，增加机动车道数量或可有

效缓解道路交通拥堵。然而，对于平面的城

市道路而言(暂不考虑快速路)，通行能力的

瓶颈往往在道路交叉口，因此，若仅仅增加

路段上的车道数量而无法相应提高交叉口的

通行能力，则道路交通拥堵现象依然无法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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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同时，在路段上为增加机动车道数量而

压缩非机动车及行人的通行空间会造成越来

越多的出行者转向机动车出行，进一步导致

机动化出行比例提高。另一方面，在考虑道

路资源为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共同享用

的前提下，将更多的道路资源用于机动车还

会增加其与行人、非机动车碰撞的机会(例

如因为缺乏足够的非机动车道，部分非机动

车被迫进入机动车道行驶)，从而对交通安

全带来较大影响。

对于上述情况，机动化程度较高的国家

和城市开始重新思考部分道路的设计。例

如，美国提出完整街道(complete street)的概

念[1]，意在保障街道上所有交通方式及所有

出行者的通行权，满足出行需求和安全要

求。随着完整街道理念的推行，道路瘦身

(road diet)策略也在某些类型的道路上得到应

用[2]并取得良好效果。

本文基于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FHWA)发布的《道

路瘦身信息指南》 (Road Diet Information

Guide)[2](以下简称《指南》 )进行整理。《指

南》旨在为道路瘦身改造工程设计、评价提

供原则和方法。主要内容有：道路瘦身提升

交通系统安全性及维持交通系统正常运行的

原理、道路瘦身的影响因素及适用性分析、

设计方法以及效果评价。第一章介绍研究对

象的研究背景，即概念、历程和形式，第二

章介绍设计方法，第三章介绍影响因素和评

价办法。最后，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探讨该理

念的应用价值。

11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11..11 概念概念

道路瘦身是道路规划设计的一种策略，

通过减少道路横断面中机动车道所占空间

(例如减少机动车道数量或缩小机动车道宽

度)，将更多空间用于其他用途或者作为其

他交通方式通行空间，从而获得交通系统整

体性能的提升[3]。道路瘦身后多余的空间可

用于：增设或拓宽人行道；增设或拓宽绿化

带；增设单侧或双侧非机动车道；拓宽剩余

车道；增设一条中央左转专用车道；增设一

条中央右转车道；增设一条可逆的中央车

道；将最外侧车道转为应急车道。

11..22 发展历程发展历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道路工程的主

要目标是扩张交通系统能力，以致出现很多

能力过剩的双向 4车道道路，道路瘦身改造

项目应运而生。目前有记录的最早的道路瘦

身改造工程是 1979年在美国蒙大拿州比林

斯市十七西街的双向 4 车道改 3 车道工程。

被改造道路宽 12.2 m，日均交通量为 1 万

pcu·d-1。研究表明，在道路瘦身改造后，冲

突事故数量减少且未造成明显的交通延误[4]。

20世纪 90年代，随着爱荷华州、明尼

苏达州、蒙大拿州等地的实行，道路瘦身逐

渐开始在美国各州流行起来 [5]。在西雅图、

华盛顿、波特兰、俄勒冈州等地，道路瘦身

最先在市区实行。近期，美国联邦公路管理

局将道路瘦身及其他道路布局结构改造方式

纳为安全的对策，并将道路瘦身作为一个以

安全为重点的双向4车道横断面改造方式。

图1 双向4车道改造为3车道

Fig.1 Improvement from four-lane street

to three-lane street

a 改造前 b 改造后

图2 双向3车道改造为2车道

Fig.2 Improvement from four-lane street

to two-lane street

资料来源：文献[6]。

图3 隔离式非机动车道

Fig.3 Isolated exclusive non-motorized lane

资料来源：文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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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主要形式主要形式

1） 4车道改造为3车道。

最典型也是应用最广泛的道路瘦身形式

是将原有的双向 4车道改造为带有中央左转

专用车道的 3 车道(简称“四改三”)(见图

1)。改造后的 3车道两旁画斜线部分可用于

增设非机动车道、人行道、路内停车空间

等，而在中央左转专用车道中也可以设置行

人过街安全岛，具体设置内容依据道路实际情

况而定。

2） 3车道改造为2车道。

改造前是双向 3条机动车道，两侧为两

条路内停车车道。大部分城市会采用这一道

路空间布局模式，其改造主要是通过移除一

条机动车道，同时缩窄一条停车车道，这样

可以提供一个受保护的双向非机动车道(见

图 2)。

3）非机动车道增设物理隔离。

非机动车道通常在街道两侧划线隔离，

与机动车道相邻，存在潜在的交通冲突。若

在道路一侧设置双向非机动车道，将一个路

内停车车道移至非机动车道与机动车道之

间，相当于将停车车道作为一个缓冲隔离

带，保护非机动车避免与机动车交通流产生

冲突(见图 3)。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中国自

行车(包括电动自行车)交通量较大，单侧设

置双向自行车道虽有尝试，但能否广泛应用仍

值得商榷。

22 设计要素与方法设计要素与方法

22..11 几何要素设计几何要素设计

几何要素设计主要为确定项目细节、改

造工程的轮廓及改造工程的横断面[7]。

22..11..11 设计控制因素设计控制因素

设计中的控制因素主要包括车辆、环

境、交通流(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等影响因

素。例如，在进行掉头半径和交叉口转弯半

径设计时，应该考虑对该设施使用频率较高

车辆的类型与最大设计尺寸 [8]。同理，行

人、非机动车设施的设计则受行人交通量与

出行特征、非机动车尺寸与行驶特征的影

响 [9]。同时，道路瘦身设计还应兼顾机动车

驾驶人的能力和局限性，力求实现速度上的

协调 [10]，此外还需考虑对所有道路参与者

的引导，通过标线、信号等使路径更为清

晰 [11- 12]。表 1为考虑设计控制因素时，不同

区域道路的设计控制范围。

22..11..22 几何参数设计几何参数设计

几何参数设计的主要元素包括视距、纵

坡、平曲线半径和超高等。

由于道路横断面的变化而引起的车辆位

置变化可能会对视距有一些影响。视距分析

的关键之处包括交叉口人行横道、公共汽车

站以及路内停放的可能成为视线障碍物的

车辆。

设计纵坡时，需要选择一定的坡度使道

路运行速度接近其设计速度。对于不同功

能、地形和设计速度的道路，其最大纵坡一

般为 5%~12%(与中国有差异)。此外要考虑

所服务车辆的性能，使道路纵坡与设计车辆

相适应。

道路瘦身工程一般不会使平曲线半径和

超高有明显变化。基本的设计速度、侧摩阻

力和超高关系均适用。

22..11..33 横断面设计横断面设计

道路瘦身工程中横断面设计的整体原则

与传统道路横断面设计相近，例如横向坡

度、排水系统、人行道宽度等要素基本不

变，按照传统准则设计即可。表 2主要说明

一些发生变化的横断面要素设计标准或原则。

22..11..44 交叉口设计交叉口设计

传统交叉口设计的基本原则适用于道路

瘦身工程内及邻近的交叉口。道路瘦身工程

中与交叉口相关的设计原则包括：

1）需要保证进行道路瘦身改造的道路

内及附近的交叉口视距充足；

2）通过分析评估右转车辆的延误情况

来决定是否需要右转车道，并依据右转车辆

类型设计右转车道转弯半径；

表1 不同区域道路的设计控制范围

Tab.1 Street design control scopes by areas

道路位置

转弯半径/m

非机动车道宽度/m

人行道宽度/m

机动车期望速度/(km·h-1)

远郊乡村

9.0~15.0

不设定

不设定

72~88

郊区周边

7.5~10.5

1.5~1.8

1.5

56~64

郊区走廊

9.0~15.0

1.8

1.5~1.8

56~88

郊区中心

7.5~15.0

1.5~1.8

2.7~4.2

48~56

城镇周边

4.5~12.0

1.5~1.8

3~4.8

48~56

城镇中心

4.5~12.0

1.5~1.8

3.6~5.4

48~56

城市中心

4.5~12.0

1.5~1.8

3.6~6.0

48~56

资料来源：文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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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车道环形交叉口(见图 4)，能通过

消除冲突类型及降低交叉口运行速度来提升

安全性，但在道路瘦身改造工程中设置环形

交叉口时，需要考虑公众反应和接受程度；

4）如果道路瘦身改造工程包含非机动

车道，那么交叉口设计也应该进行相应修改。

22..22 运行要素运行要素

道路瘦身改造是否成功还应考虑是否能

维持道路系统正常运行及提升所有道路参与

者的安全性。因此在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

如道路空间分配、行人过街、信号控制、标

志标线等运行要素的设计。

22..22..11 道路横断面空间分配设计道路横断面空间分配设计

道路瘦身改造对现有道路空间再分配

时，需要考虑道路瘦身改造工程的目标及其

服务用户的需求，以此决定每一条车道的类

型和宽度。双向 3车道道路的车道类型包含

但不限于直行机动车道、中央左转专用车

道、非机动车道、公交专用车道以及停车车

道。每一类改造的车道均应单独评估和设计。

22..22..22 行人过街设计行人过街设计

为提升行人过街的安全性，可采取行人

安全岛与灯泡形转角(Bulb-outs corner)两种

措施。利用中间隔离带设置的行人安全岛

(见图 5)可以降低行人与机动车的冲突，同

时将行人过街分为两部分，使行人每次过街

时只需要关注一个方向的机动车。灯泡形转

角(见图 6)能减少行人过街距离、减少行人

过街信号灯时间、开阔行人视野。设计灯泡

形转角时不应该延伸至非机动车道，最好能

与街道停车区域连接，同时还需要考虑减小

转弯半径。

22..22..33 信号控制设计信号控制设计

主要道路车道数量的减少需要额外的绿

灯时间(尤其在高峰时段)保持服务水平，但

会增加次要道路的交通延误，需在设计时协

调权衡。实行道路瘦身改造后，还需要使信

号朝向与现有的车道结构相适应，且每条车

道至少需要一个信号灯组，以保证其运行水

平。另外，可以考虑采用环形交叉口，通过

减少排队，提供更顺畅的交通流，以改进运

行水平。

22..22..44 标志标线设计标志标线设计

道路瘦身的标志标线应按照《交通控制

设 施 手 册 》 (Manual of Unified Traffic

Control Devices, MUTCD)的要求和建议设置

施划。如需重新施划车道标线，则应将旧线

清除干净。

33 影响因素及效果分析影响因素及效果分析

33..11 影响因素影响因素

虽然道路瘦身能提升系统安全性且为行

人与非机动车提供出行条件，但并不是所有

道路都适合道路瘦身改造工程，以下因素会

影响实施道路瘦身的可行性。

33..11..11 安全因素安全因素

道路瘦身的初始目的是缓解交通冲突、

提升交通系统安全性。未改造的双向 4车道

道路因为左转与直行交通共用一条车道，容

易导致追尾冲突、左转冲突及速度差异等问

题。当以提升安全性作为改造目的时，设计

人员必须判断现有的冲突是否可通过实施道

路瘦身得到解决。

33..11..22 交通系统运行因素交通系统运行因素

对于能否实行道路瘦身，需要考虑道路

交通系统的运行特征，主要包括：

1）现状道路使用情况，因为道路瘦身

表2 道路瘦身横断面要素设计标准

Tab.2 Standard of cross section elements design

要素

机动车道

行人安全岛

非机动车道

路内停车带

公共汽车站出口

横断面过渡设计

原则或标准

一般车道3.0~3.6 m；
中央左转专用车道3.0~4.8 m；
公共汽车专用车道3.3~4.5 m

至少1.8 m；
理想2.4~3.0 m；

可利用中央左转专用车道设置

一般为1.5 m；
最小1.2 m；

空间大于2.1 m时考虑设置缓冲空间

最小2.4 m；
理想3.0~3.6 m

为防止公共汽车堵塞后行车辆而设，长度为15 m；
过渡渐窄区段纵横比5:1

改造后道路与传统道路的过渡区段，
车道宽度增加纵横比15:1

资料来源：文献[2]。

图4 环形交叉口

Fig.4 Roundabout

资料来源：文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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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是满足道路使用者对道路的实际功能

需求。

2）速度，分析是否需要降低交通流速

度及车辆间速度差异。

3）服务水平，需要考虑排队和延误情况。

4） 服务质量 [16]，需要分析道路瘦身对

行人、非机动车及机动车用户体验的影响，

并对某些方面服务质量的下降提出相应的缓

解措施。

5）日均交通量，为是否能够实施道路

瘦身提供初步评估标准，美国联邦公路管理

局以日均交通量2万pcu·d-1以下为判定道路

瘦身可行性的临界标准。

6）高峰小时单向交通量，是决定道路

瘦身可行性的一个定量指标。爱荷华州道路

瘦身导则指出，当高峰时段单向交通量在

875 pcu·h-1以上时可行性较小且高峰时段主

干路服务水平会降低[2]。

7）转向交通量与模式，如果将道路瘦

身确定为一个可行的选择，需要更详尽地分

析现有及期望的直行和转向交通量。

8）特殊车辆，实施道路瘦身时，需要

考虑频繁停车或行驶较缓慢的特殊车辆，如

公共汽车、货车等。实施者应该分析道路车

辆停靠的数量及持续时间，并考虑采取缓解

非法超车行为的措施 (例如设置专用停靠

区域)。

33..11..33 非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行人、、公共交通及货公共交通及货

运因素运因素

从行人与非机动车角度考虑道路瘦身的

可行性时，需要考虑道路上是否有行人与非

机动车设施、行人与非机动车的出行程度、

道路瘦身实施后对其需求满足程度以及实施

后对行人与非机动车出行的诱增量。

此外，还需要考虑公共交通的运行对其

他交通参与者的影响。改造后公共交通车辆

在唯一的直行车道停车，可能会引起正常交

通流延误或非法超车。在研究道路瘦身可行

性时，需要分析并提出上述问题的缓解手段。

在有货运交通的道路上，需要判断道路

瘦身是否满足当地货运种类与运量的需求及

其对货车尺寸的适用性，同时，还需要考虑

道路瘦身能否提供适当的货车停车区域。

33..11..44 其他影响因素其他影响因素

除上述因素外，可用路权和费用、平行

道路、路内停车、道路与铁路平面交叉口、

公众宣传与教育等影响因素也会产生影响。

例如，道路瘦身可能会引起交通流转移至平

行道路中。需要研究此现象对驾驶人及周边

居民的影响。

33..22 效果分析效果分析

33..22..11 安全性提升与运行优化安全性提升与运行优化

首先，道路瘦身通过改善道路布局结构

来提升交通安全性。道路瘦身中的“四改

三”不仅将交叉口直行冲突点由 8个减至 4

个，还消除了路段中的追尾、侧碰、视距不

足等问题。研究表明，在实施道路瘦身后，

整体的碰撞事故率能下降19%~47%[17]，同时

35岁以下及 65岁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的冲

突事故率也会降低[18]。

此外，道路瘦身还通过减少速度差异来

提高交通安全性并优化系统运行。在一个未

改造的双向 4车道道路上，行车道间车辆速

度有较大差异，机动车驾驶人也会因为前方

停止的车辆(如左转车辆停止待转)而减速或

变道，形成停车—启动断续交通流或使驾驶

人在高速交通流中穿行。相应的，道路瘦身

图5 行人过街安全岛

Fig.5 Pedestrian refuge island

资料来源：文献[14]。

图6 灯泡形转角

Fig.6 Blub-outs corner

资料来源：文献[15]。

a 更短的过街距离，更大的整体灯泡式转角 b 更好的方向性，更尖锐的转角半径

R1=实际转角半径
R2=有效转弯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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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离直行车道与左转车道，减少车辆的

速度差异和车辆间的相互影响，提供一个更

为流畅持续的交通流，同时减少交通冲突事

故的数量及降低事故严重性。

最后，道路瘦身改造工程还通过左转专

用车道减少信号控制交叉口的延误，也通过

减少穿行车道数，使次要道路交通流更易进

入主路，减少次要道路交通穿行延误，优化

交通系统运行。道路瘦身对交通安全性及交

通系统运行的效果可以体现在美国纽约市布

鲁克林第四大道的改造工程上。在第四大道

进行道路瘦身改造是因为其机动车超速率较

高、中间分隔带较窄等问题。由图 7可以看

出，改造后，每个方向减少一条机动车道，

从而减少冲突点和冲突类型并减小机动车之

间的速度差异；路内停车区域加宽；中间分

隔带两侧增设缓冲空间，提高过街行人安全

性。改造前后街道实际情况如图8所示。

据 纽 约 交 通 运 输 部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数据[19]，比较道

路瘦身实施一年后与实施前三年事故数据平

均值，得出如下结论：

1）改造后第四大道—第十五街交叉口

的行人受伤数据降低61%，总碰撞事故降低

20%，产生人身伤害的碰撞降低 16%。第三

街及第九街的交叉口事故改善情况尤其明

显，事故率分别降低41%和59%。

2）第四大道双向行驶方向的机动车超

速率(速度大于35英里·h-1)均下降约75%，其

中，向南行驶的驾驶人速度高于 35英里·h-1

的比例由29%降至7%。

3）小汽车交通量水平和行程时间大体

保持稳定，向南的晚高峰车流略有减少。行

人交通量也同样保持稳定。

33..22..22 行人行人、、非机动车出行优化非机动车出行优化

即使是最简单的道路瘦身工程，对行人

和非机动车的出行环境都有一定程度的改

善。通过道路瘦身改造工程增设的非机动车

道或人行道弥补了现有路网的不足，对非机

动车或行人出行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有积极影

响(见图 9)。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国内外非

机动车交通量的差异，图中的非机动车道设

置形式难以满足中国较大非机动车交通量的

需求。

33..22..33 协同增效效应协同增效效应

通过对改造后道路的调查发现，道路瘦

身有很多协同增效效应，很多时候某一方面

的提升会对另一方面产生积极影响。例如，

非机动车道不仅为非机动车提供出行方便，

还增加了行人与机动车的缓冲隔离(见图10)。

44 应用价值应用价值

从道路瘦身的特性来看，道路瘦身实际

上是一种综合优化已有道路空间使用的策

图7 第四大道改造前后道路横断面

Fig.7 Cross section of the 4th avenue before and after road diet

资料来源：文献[19]。

a 改造前

b 改造后

行车+停车道

人
行
道

人
行
道

行车道 行车道 行车道 行车道 行车+停车道
中间分隔
带上抬+
收窄的调

头带

人
行
道

人
行
道

拓宽的
停车道

行车道 行车道+
部分左转

缓
冲
带

中间分隔
带上抬+
行人安全

岛

缓
冲
带

行车道+
部分左转

行车道 拓宽的
停车道

16' 11' 11' 11' 11' 11' 16'

38' 38'

13' 11' 10' 4' 11' 4' 10' 11' 13'

图8 第四大道—第十二街交叉口改造前后对比

Fig.8 The 12nd street-4th avenue intersection before and after road diet

资料来源：文献[19]。

a 改造前 b 改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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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隔离式非机动车道

Fig.9 Exclusive non-motorized lane

资料来源：文献[20]。

a 第九大道 b 莫里斯学院大道

图10 改造前后人行道与机动车道位置关系

Fig.10 Relationship between sidewalks and motor lanes before and after road diet

资料来源：文献[2]。

a 改造前 b 改造后

略，即在不明显降低通行能力的情况下，通

过车道优化提高道路安全性并为各种方式的

出行者提供良好的通行空间。道路瘦身策略

的应用同时具有较强的局限性。例如，“四

改三”交通组织方式未必适合中国城市道路

的具体情况；其对所节省空间的利用也与美

国道路上自行车交通量较小、种类单一有一

定关系，未必适合中国非机动车交通量大的

特点。

然而，其提高交通安全性、平衡不同交

通方式的理念仍然值得中国城市借鉴。

1）提升道路安全性。

安全、畅通是道路设计和使用最为关注

的方面，而二者的协调往往需要不断的权衡

和优化。进行道路设计时，通过合理评估道

路交通量需求，合理协调路段及交叉口通行

能力的匹配，从而合理设定路段、交叉口范

围内的机动车道数量与宽度；为行人与非机

动车设置相应的服务设施，例如人行道、非

机动车道、行人安全岛、非机动车与机动车

之间的缓冲空间等。力求在不明显降低机动

车通行能力的前提下，通过降低机动车超速

率、减少机动车间速度差异、减少机非冲突

点、增加为交通弱势群体提供的安全设施

等，使道路交通系统的安全性得以提升。

2）完善道路功能、推进绿色道路。

中国多数城市处于出行方式快速转型过

程中，曾占城市居民出行绝对主导地位的非

机动车与步行开始逐渐让位于机动车出行。

在此情况下，如何通过道路功能的合理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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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机动车交通在道路系统中的主导地位，

是中国城市道路交通系统必须面对和回答的

问题。道路瘦身实际上降低了道路资源中服

务于机动车的比例，通过对某些道路实施道

路瘦身，将道路空间不仅仅局限于为机动车

出行服务，还考虑到步行、非机动车与公共

交通的通行空间，使道路功能更加完善。对

于中国城市道路而言，在过于强调为机动车

服务的背景下，利用道路瘦身重新划分道路

通行权空间，通过利用机动车节省出的空间

来进行街道绿化，通过提升步行、非机动

车、公共交通出行的便利性吸引更多步行与

非机动车出行，提升道路活力。同时也可结

合公交优先战略，通过压缩机动车宽度或减

少机动车道条数增设公交专用车道，以提高

公共交通的吸引力，调整居民出行结构，完

善道路服务功能。

3）与中国现行标准相协调。

前文所述数据主要针对美国道路情况，

中国对于城市道路亦有自己的设计要求和标

准，在实施中应有选择地参考和借鉴。中国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规定的机动车

道宽度标准(3.0~3.5 m)[21]高于许多国家。近

年来，中国许多城市已针对缩窄车道宽度

问题做过试点，部分地区将车道宽度缩至

2.7~2.8 m以增加车道数量，取得良好效果。

因此，机动车道宽度标准可以酌情降低下

限。在非机动车道宽度方面，美国在道路瘦

身后设置的非机动车道往往约 1.5 m，但中

国非机动车交通量较大，指标应有所提高。

55 结语结语

城市道路中机动车道数量应与道路交通

需求相符，才能充分发挥道路功能并节约道

路资源。在机动化程度不断提高且道路资源

有限的情况下，如何通过优化道路设计来满

足综合交通系统的发展是众多城市必须面对

和解决的问题。道路瘦身作为适用于一部分

道路类型的规划设计策略，为道路优化利用

提供了思路，促使道路设计人员、管理人员

更好地考虑道路安全，机动车、行人以及非

机动车等交通设施的综合优化，以实现城市

交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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