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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轨道沿线土地综合开发规划研究 

——以佛山轨道 2号线为例 

林涛 吴超华 

 

【摘要】目前，国内大中城市正掀起轨道建设高潮，以改善城市交通、推动土地集约利用并

带动城市发展，实现城市和交通可持续、协调发展。但轨道建设和运营耗资巨大、对社会和

城市影响深远，且国内轨道 TOD综合开发成功经验较少，如何保障轨道交通的可持续发展已

经成为许多城市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从“城市发展和经济效益”两大方面梳理轨道交通可

持续发展的内涵，提出“TOD理念实现城市发展可持续性”和“经营城市理念实现经济效益

可持续性”的策略。以佛山轨道 2号线为例，结合佛山城市转型发展特征，提出“轨道引导

发展以优化用地规划、盘活沿线用地以带动城市发展、轨道物业开发以反哺轨道建设和运营”

三大核心策略开展轨道沿线用地规划研究，推动城市与交通可持续、协调发展。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公交导向（TOD）；经营城市；土地利用；综合开发；轨道物业 

 

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国内大中城市发展日益面临土地、环境资源紧约束，

迫切需要探寻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和增长空间。城市轨道交通，因其大运力、高服务可改善城

市交通拥堵，并可集约土地利用、提升土地价值、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带动城市发展等特点，

备受城市决策者、市民、开发商和运营商的青睐。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轨道建设高速发展时

期，已批准建轨道交通的城市有 36个；到 2020年，我国轨道交通里程将达到近 6000公里，

在轨道交通方面的投资将达 4万亿元。 

但是，轨道交通自从其出现以来，就表现出对城市空间、土地开发的导向作用，同时由

于需要大规模的客流的支持，又表现出对土地开发依赖性的双重特点。特别地，由于轨道交

通建设和运营需要耗资巨大给当地政府带来巨大的资金压力，国内不少城市积极开展 TOD

综合开发研究，但成功经验相对较少。因此，如何通过轨道沿线土地综合开发规划研究促进

轨道建设引导沿线发展的同时，利用沿线物业增值和客流增加反哺轨道建设和运营，实现城

市与轨道交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已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2. 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研究 

2.1 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内涵 

目前，关于可持续轨道交通方面的研究较少，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可持续交通方面。可

持续发展的交通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基础之上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世界银行对可持

续发展交通系统做出的定义，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经济以及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性，即实现轨道“投资-建设-运营-回报-投资”的良性

循环；二是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性，即实现轨道建设与城市、环境的协调，合理的土地利用、

符合城市发展特色；三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性，或者说公平性，即轨道建设和用地开发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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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为不同层次的人群特别是弱势群体提供更为便捷的接近就业、教育以及医疗场所的方式。 

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交通系统”定义的三方面内容可梳理为两大方面的内涵：一是经

济效益的可持续性，即世界银行定义的第一点内容，二是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包括世界银

行定义的第二、三点内容。 

轨道交通系统作为一种大运量的公共交通系统，其可持续性发展也应遵循可持续交通系

统的要求。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如下：轨道交通要应实现其可持续性，成为与城市可

持续发展相容的交通。根据可持续交通系统发展要求，应包括以下两方面：在城市发展方面，

应促进与城市、环境相协调，尤其土地的合理、集约利用，符合城市特色，兼顾社会公平；

在经济效益方面，研究如何将城市轨道交通产生的外部效益通过市场和政策的手段部分地转

化为内部效益，维持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的平衡。 

 

图 1 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内涵 

2.2 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策略 

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主要体现在城市发展和经济效益两方面的可持续性，可通过 TOD

理念和经营城市理念来实现轨道交通在城市发展和经济效益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2.2.1 TOD 理念实现轨道“城市发展可持续性” 

TOD理念作为一种城市发展的新思路，可促进用地集约高效利用，协调交通与城市、环

境发展，是实现轨道交通在城市发展方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 

TOD理念实现轨道“城市发展可持续性”的核心是用地的合理、集约利用，与公共空间

（环境）、交通系统协调发展，切实发挥轨道交通在城镇结构、空间布局和资源配置中的先

导作用。根据香港轨道引导城市发展的 TOD 综合开发成功案例经验，TOD开发模式一般可分

为“城市型 TOD和社区型 TOD”，其中城市型 TOD按照影响范围不同可细分为市级城市型 TOD

和片区级城市型 TOD。通过对香港不同类型 TOD案例实证分析，重点对土地利用（混合度、

开发强度）、环境设计（公共空间）和交通设施三大方面梳理规划设计要点，更好地促进轨

道引导城市可持续发展。 

（1）用地混合开发 

市级城市型 TOD站点 500米半径腹地混合用地以商业、办公为主，混合程度高；片区级

城市型 TOD混合用地以商业和商住混合为主，混合程度略低；社区型 TOD混合用地以商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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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为主，混合程度较低。 

表 1 不同类型 TOD 用地混合开发建议表 

 
城市型 TOD 

社区型 TOD 
市级 片区级 

混合用地比例（%） 40～50 30～40 15～25 

主要混合用地类型 商业/办公 商业/商住 商住 

 

（2）用地开发强度 

参考亚洲城市轨道站点相关经验，站点 500 米腹地范围最低人口覆盖指标 5 万人（含居

住及就业人口），利用假设法(写字楼 25 m2/人；居住 35 m2/人；零售 45 m2/人)对两种典型

建筑配比站点的容积率进行反推测算，地块平均容积率须在 3.0 以上。 

表 2 站点典型建筑配比假设表 

主导开发 

功能 

建筑配比（%） 

住宅 零售 写字楼 文娱、教育 

商业、办公 55 15 20 10 

居住 80 10 5 5 

 

对于以商业办公为主的站点，根据上表所示的相应的建筑配比，假设总建筑量为 A 万

m2，则可求出建筑总量如下：A×0.55/35(m2/人) + A×0.15/45(m2/人) + A×0.20/25(m2/

人) + A×0.10/75(m2/人)=5（万人），得到 A=176.2 万 m2。假设 500 米腹地内道路占总用

地的 25%，则地块面积=78.5 公顷×(1－0.25)=58.9 公顷。则地块平均容积率＝

176.2/58.9=2.99；同理计算，以居住开发为主的站点地块平均容积率为 3.06。 

同时，根据综合开发成功 TOD站点用地开发强度呈现圈层分布的特点，建议开发强度由

车站向外圈层式递减，0-200米核心腹地容积率最高，200-500米腹地容积率次之。 

表 3 不同类型 TOD 用地开发强度建议表 

 
城市型 TOD 

社区型 TOD 
市级 片区级 

200 米核心腹地容积率 6.0-8.0 4.0-6.0 3.0-5.0 

200-500 米腹地容积率 3.0-6.0 2.0-4.2 1.8-2.7 

 

（3）公共开放空间 

公共开放空间从功能角度的形式可划分为：广场空间、绿色空间、运动空间和街道空间

四种形式，对不同类型 TOD提出规划设计要点以营造富有魅力的开放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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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类型 TOD 用地开发强度建议表 

 
城市型 TOD 

社区型 TOD 
市级 片区级 

广场空间 ▲ ▲ —— 

绿色空间 ▲ ▲ ▲ 

运动空间 —— ▲ ▲ 

街道空间 ▲ —— —— 

开放空间分布特点 数量多、零散分布 大集中、小分散 数量少、小集中 

注释：表中▲为普遍存在的项目。 

（4）交通设施控制 

交通设施控制主要从接驳设施布局、道路密度提出建议，以支持轨道站点 TOD综合开发，

并营造舒适、宜人的出行环境，引导“轨道/公交+慢行”出行。 

表 5 不同类型 TOD 交通设施控制建议表 

 
城市型 TOD 

社区型 TOD 
市级 片区级 

接驳设施 

轨道车站结合周边城市布局多设出入口以吸引客流，并尽量延伸至周边商业性建筑内部； 

公交接驳场站布局具有一定弹性和可操作性，其出入口应设置在次干道或支路上； 

公交停靠站宜布置港湾式停靠站，并兼顾服务商业办公人流密集处设置。 

道路密度 16～22km/km2 13～16km/km2 9～13km/km2  

2.2.2 经营城市理念实现轨道“经济效益可持续性” 

经营城市作为贯穿于城市规划、投资、建设和管理全过程的一种现代城市管理新思路，

其核心在于经营城市土地，政府通过土地一、二级开发的有效运作，提升城市土地资产价值，

最大化获取土地增值收益，是将轨道建设产生的外部效益转化为内部效益、实现轨道交通建

设和运营平衡的重要策略。 

土地一级开发，是指由政府或其授权委托的企业，对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城市国有土地(毛

地)或乡村集体土地(生地)进行统一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并进行适当的市政配套设

施建设，使该区域范围内的土地达到“三通一平”、“五通一平”或“七通一平”的建设条

件(熟地)，再对熟地进行有偿出让或转让的过程。土地二级开发，是土地使用者将达到规定

可以转让的土地通过流通领域进行交易的过程。包括土地使用权的转让、租赁、抵押等。 

经营城市理念实现轨道“经济效益可持续性”的核心是通过土地一、二级开发的有效运

作，将轨道建设产生的沿线土地的升值效益转化到轨道建设和运营中，缓解轨道建设和运营

巨大的财政压力，具体策略可细分为以下两个：一是盘活沿线用地，提升土地一级开发收益；

二是轨道物业开发，共享土地二级开发收益，并增加客流支撑轨道运营。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土地一级开发&fr=qb_search_exp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国有土地&fr=qb_search_exp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毛地&fr=qb_search_exp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毛地&fr=qb_search_exp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集体土地&fr=qb_search_exp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配套设施&fr=qb_search_exp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配套设施&fr=qb_search_exp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三通一平&fr=qb_search_exp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五通一平&fr=qb_search_exp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七通一平&fr=qb_search_exp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熟地&fr=qb_search_exp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熟地&fr=qb_search_e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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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价值与轨道站点距离关系 

图 2 轨道建设与经营城市关系 

3. 佛山轨道 2 号线综合开发规划研究 

3.1 佛山城市发展和轨道 2 号线概况 

佛山作为广东省第三大城市，近年来社会经济快速增长，2012 年 GDP达到 6709亿元。

在社会经济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佛山城镇化快速发展也面临土地、环境、资源等发展要素

约束，传统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城市建设迫切需要探寻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和增长空间；同时，

佛山大力推进城市轨道 2、3 号线以及城际轨道佛肇线、广佛环线等轨道设施建设，为佛山

城市转型升级发展带来重大契机。 

未来佛山市共规划 8 条城市轨道线，形成“棋盘+放射”状的布局结构，全长 264.3公

里。其中，佛山 2 号线是贯通佛山市东西向的骨干线路，连接佛山中心城区、高明组团、西

樵组团、北滘-陈村组团和广州南站新城，分两期建设。本次研究轨道 2 号线为一期工程，

西起南庄站，经紫洞大道、季华路、镇中路、魁奇路、佛陈路、文登路、林岳大道，东至广

州南站，全长 32.1公里。全线共设 17个站， 其中地下站 11个，高架站 6个，并在湖涌站

北侧设置停车场，在林岳西站南侧设置车辆段。 

广州南站

中心城区

狮山副中心

大良-容桂副中心

西南组团

高明组团

西樵组团

北滘-陈村
组团

大沥组团

南庄站

2号线

 

图 3 佛山轨道 2号线线站位与城市结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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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轨道引导发展，优化用地规划 

3.2.1 既有沿线用地规划存在问题 

佛山轨道 2号线沿线 800米范围内土地利用既有规划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开发强度

偏低，建设用地平均容积率仅 1.31，不符合轨道引导沿线用地集约、高效利用，且客流无

法支撑轨道运营；二是站点周边用地开发强度均匀化，200米核心腹地和 500米范围及外围

地块开发强度差异小；三是用地混合开发不足，各站点腹地用地性质较为单一，用地开发缺

乏活力；四是地块划分较大，支路网不足，不利于打造优质、宜人的步行空间。 

南庄段

佛山商贸城段

佛山市级中心商贸区段 陈村段

核心腹地商业配套用地缺乏

产业和商业用地为主，缺乏居
住配套，不利于产城融合发展

商业办公用地不足，与定位不符

以旧村和农用地为主，不能有效发挥
轨道带动效益，且轨道客流不足

 

图 4 佛山轨道 2号线沿线用地既有规划及存在问题 

3.2.2 TOD 理念下用地规划调整总体思路 

根据香港等城市轨道车站三大分类：市级城市型、片区级城市型和社区型，结合佛山 2

号线各站点地理位置、功能定位及周边土地利用性质的不同，全线 17 个站点中规划 3 个市

级城市型 TOD（3 个市级服务中心，堤田站、魁奇路站和林岳东站），7 个片区级城市型 TOD

和 6个社区型 TOD。 

结合既有用地规划存在问题，本次规划调整的总体思路是转变用地发展模式，利用轨道

建设契机，引导土地利用由“均质、低效”向“集约、高效”转变，采用圈层式用地布局、

提高沿线腹地开发强度、提高用地混合度，完善支路网构建小尺度、宜人的步行空间，并注

重不同站点的特色化差异化发展。 

3.2.3 沿线用地规划调整方案 

根据沿线用地既有规划存在问题及前述不同类型 TOD规划设计要点，结合佛山利用轨道

引导“规模适中、宜居宜业”新型城镇建设要求，对沿线用地规划提出特色化差异化的优化

建议，主要分为三个区段。 

南庄-张槎段位于中心外围区，地理位置优越，且定位为佛山绿岛湖及智慧新城，建议

适度提高站点核心腹地容积率，同时完善居住、商业配套功能，促进产城融合发展，建设低

碳绿色产业园区；石湾段位于城市中心区，定位为佛山市级中心商务区，建议增加沿线商业

办公功能，并结合城市更新大幅提高核心腹地容积率，提升中心区服务功能；陈村-南海段

位于城市外围区，存量用地多，建议结合陈村花卉世界生态休闲旅游区和南海三山新城休闲

生态新城的定位，适度调整腹地旧村、农用地，合理布局商业、办公、休闲、居住等功能，

控制适度的开发规模，突出生态、休闲、宜居宜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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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庄-张槎段

 中心外围区，适度提高核心腹地容积率

 完善居住、商业配套功能，产城融合

 建设低碳绿色产业园区

石湾段

 城市中心区，大幅增加商业

办公功能

 结合城市更新，大幅提高核

心腹地容积率 陈村-南海段

 城市外围区，存量用地大，花卉世界生态休闲旅游区

 适度调整旧村、农用地，适度开发、布局商业、办公、

休闲、办公，突出生态、休闲、宜居宜业特征
 

图 5 佛山轨道 2号线沿线用地规划调整建议 

 

3.2.4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 TOD 特色发展 

近年来，随着佛山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发展日益面临土地、环境、资源等要素约束，

轨道建设为佛山城市转型发展带来契机。佛山不同于广州、深圳等传统一线城市，其镇域经

济发达且各具特色，因而本次轨道引导发展更侧重于“规模适度、宜居宜业”的特色化差异

化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如南庄-张槎段侧重于产城融合发展的低碳绿色产业园区建

设，陈村-南海段则突出生态、休闲、宜居宜业的特征。以下以南海区林岳东站为例说明本

次轨道 TOD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特色化差异化发展。 

林岳东站紧邻广州南站枢纽，是广佛同城化战略下进入佛山的第一门户，且与南海新型

交通 1号线地下换乘。考虑广州南站带来大量的高端客流，同时站点位于河湾内测，形状如

半岛，景观条件突出，因而区别于广州南站以商务、商贸为主导功能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功

能定位，林岳东站点片区定位为综合性商贸休闲城市门户，将商务、休闲、旅游有机组合。 

站点用地功能具有一定兼容性，以商业中心、酒店、办公和公寓为主，地块平均容积率

3.4。规划设计将商务办公功能集中在用地的周边，形成高效带状的办公区域，在场地内部

形成大型开放的商业公园，提供丰富的商业空间和界面，增加景观层次和活动层次，提升整

体购物活动体验。结合交通需求及设施规模预测，交通设施布局实现轨道 2号线、新型交通、

公交、出租等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并建议结合地下车站拓展地下人行过街通道融合南北地

块，支撑一体化开发。 

   

图 6 林岳东站 TOD综合开发用地规划、总平面及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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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林岳东站景观公共空间及交通接驳设施规划 

3.3 盘活沿线用地，带动城市发展 

佛山城市发展面临土地、环境等资源紧约束，轨道建设为佛山探寻新的增长空间推动城

市升级转型发展带来契机。 

3.3.1 详细摸底，盘活存量用地 

根据用地权属、用地规划资料，并通过现场踏勘、部门调研，核查、整理沿线闲置用地

的规模和分布。通过轨道建设的契机，盘活沿线存量用地，规范建设用地的有序、合理增长，

为佛山在土地紧约束的背景下探寻新的增长空间，并提高闲置、低效存量用地的集约、高效

利用水平。本次规划重点盘活轨道两段的南庄-张槎段和陈村-南海段存量用地共 1268公顷，

其中国有存量用地 244公顷，集体存量用地 1024公顷。 

 

图 8 轨道建设盘活沿线存量用地（陈村-南海段） 

3.3.2 线位优化，新增开发用地 

由于原规划堤田站周边存量用地不足，难以有效推动轨道带动周边用地 TOD综合开发；

同时，该站点东北侧有大量的存量用地，但不在轨道站点 500米服务范围，难以高效利用。

因此，建议轨道站点向东北侧偏移约 530 米，直接贯穿存量用地，有效带动用地的综合开发。

通过轨道线站位优化，可盘活、新增 46.2 公顷的开发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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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线位500、800米半径腹地

优化线位500、800米半径腹地

优化线站位

原规划线站位

 

图 9 优化线站位，新增开发用地(堤田站) 

3.3.3 推进旧改，提升用地价值 

针对中心城区石湾段存量用地少，积极推进“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的改造，实现

中心城区建设用地“二次开发”，实现改善中心城区城市面貌，完善城市功能和提升城市形

象，促进魁奇路商业发展轴的形成，并步提升沿线用地集约、高效利用。 

本次规划结合用地权属和建筑普查资料，利用 ARGGIS 软件重点分析建筑使用权类型、

建筑楼龄、建筑层高以及距离轨道站点距离等因素，综合分析筛选出魁奇路沿线 800米半径

腹地旧改潜力用地 434 公顷，其中旧城镇 125.2 公顷，旧厂房 153.5 公顷，旧村庄 155.3

公顷；沿线 500米半径腹地旧改潜力用地为 183.6公顷。 

 

图 10 轨道建设推进中心城区魁奇路沿线旧改项目建设 

3.4 轨道物业开发，反哺轨道建设和运营 

为缓解轨道建设投资及后续运营补亏的巨大财政压力，借鉴香港“轨道+物业”开发模

式的成功经验，通过推进 2号线沿线重点地块的轨道物业开发，利用沿线物业增值反哺轨道

建设，通过轨道综合开发增加客流支撑轨道运营，实现轨道建设和运营的可持续发展。 

3.4.1 轨道物业增值，反哺轨道建设 

（1）“轨道+物业”开发地块选取 

根据香港、深圳“轨道+物业”开发经验，综合开发地块以车辆段/停车场和车站所在地

块为主。因此，本次规划首先选取车辆段和停车场所在站点，其次比选各站点 500米半径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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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存量用地及土地利用价值，并兼顾 2号线所经各区建设投融资平衡。经综合比选，选取林

岳西站（车辆段所在站，44.5 公顷）、湖涌站（停车场所在站，40.7 公顷）、堤田站（56.2

公顷）、仙涌站（32.9 公顷）。其中，湖涌站和堤田站位于禅城区，仙涌站位于顺德区，林

岳西站位于南海区。 

（2）“轨道+物业”开发模式推荐 

“轨道+物业”开发模式主要有“开发商开发、地铁自主开发、联合开发”三种，广州、

上海等城市地铁上盖物业开发都由开发商单独开发发展了联合开发模式，而香港地铁上盖物

业坚持联合开发模式。 

综合比较各种模式实例开发效果，并从政府、地铁公司、开发商三者角色定位分析，联

合开发模式定位最为明确，利益协调，共同获益且共担风险，实现了上盖物业的“同步规划、

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开通”，因而，建议采用以地铁公司为主导的联合开发模式。 

表 6 “轨道+物业”不同开发模式比较 

开发模式 发展商开发 地铁自主开发 联合开发 

物业开发

定义 

政府通过“招拍挂”出让

土地给开发商，由开发商

单独进行物业开发 

政府通过附设条件的“招拍

挂”出让土地给地铁公司，地

铁公司自行开发物业 

政府通过附设条件的“招拍挂”

出让土地给地铁公司，由地铁

公司与招标的开发商联合开发 

物业开发

特点 

与一般土地出让方式无差

异，地铁与上盖物业无法

“规划、设计、建设、开

通”四同步 

地铁公司缺乏房地产开发经

营经验，自主开发的房地产项

目销售、后期管理效果一般，

且地铁公司开发风险较大 

联合开发做到上盖物业开发四

同步，在地铁客流培育、增加

轨道物业资产及收益、分担地

铁公司物业开发风险均具积极

意义 

 

（3）“轨道+物业”经济测算分析 

根据佛山市国土资源局提供的不同站点周边商业、办公、住宅和产业用地出让价格和住

建局提供的不同站点周边商业、办公、住宅和产业物业销售价格和利润数据，并考虑轨道影

响、市场数据校核修正。依据上述选取的 4个综合开发站点存量地块面积，基于调整后用地

规划方案，采用联合开发模式（地铁公司获取 50%的轨道物业开发利润），对 2 号线建设成

本收益测算可知：通过 4 个站点 174.3 公顷的土地一、二级开发，可实现总体收益 280.9

亿元，可平衡轨道建设成本，且各区轨道建设成本收益基本能各自平衡。 

表 7 “轨道+物业”综合开发经济测算表 

各区 站点名称 

出让存量用

地（ha） 

土地出让收

益（亿元） 

地铁物业开

发利润（亿元

） 

分区收益

（亿元） 

轨道建设成本（

亿元，含征地成

本） 

禅城区 
湖涌站 40.7 22.4 21.0 

137.4 128.19 
堤田站 56.2 29.6 64.4 

顺德区 仙涌站 32.9 27.2 23.9 51.1 55.25 

南海区 林岳西站 44.5 34.1 58.3 92.4 40.86 

合计 174.3 113.3 167.6 280.9 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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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轨道物业客流，支撑轨道运营 

轨道 TOD综合开发可引导城市发展，实现土地的集约高效利用，增加轨道站点覆地的居

住人口和就业人口，带动轨道客流的增加从而更好地支撑轨道运营。本次规划通过 TOD综合

开发用地调整，实现沿线站点 500 米腹地覆盖总人口（居住和就业）由现状的 41.4万人增

加到 86.1万人，平均每站 5.06万人。特别地，针对南庄-张槎段和陈村-南海段现状人口覆

盖不足，通过 TOD 综合开发用地调整，站点覆盖人口有较大提高，带动轨道站点客流的增加，

更好地支撑后期轨道运营客流需求，提高轨道运营效益的可持续性。 

4. 结语 

现阶段，我国大中城市正处于轨道建设高潮，如何实现“轨道建设引导城市发展，轨道

物业开发反哺轨道建设和运营”，城市与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备受关注。本文旨在以

佛山轨道 2号线为例，提出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下轨道沿线综合开发规划研究的核心策

略，为轨道沿线用地规划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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