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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状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特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

入21世纪，我国依托城市地下轨道交

通和高层建筑建设，地下空间开发利

用的规模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如南京

近600万m2的地下空间建筑面积中，

1990年代以前的只占1%左右、2000

年前的占15%左右、2000年后的占到

85%左右，特别是近3年来，年均增加

近100万m2。南京新街口地区地下空

间建筑面积近40万m2，以地下商业、

文化、地下交通空间（含轨道交通、地

下过街道、地下停车场）、地下配套空

间（设备或辅助设施）为主，很好地解

决了新街口地区的交通、停车等问

题，补充完善了地区功能。

从国内外城市的发展情况看，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特征主要体现在:

1.1 利用形式：简单到综合

在利用形式上,从建筑物地下

室——简单的地下街（过街道）——

复杂的地下综合体——地下城（与地

下快速轨道交通系统相结合的地下

街系统）。

1.2 利用功能：单一到多元

在利用功能上从单一的建筑地

下室到多元化的利用，主要包括地下

公共空间（地下商业街、地下文化娱

乐设施等）、地下交通空间（地下道

路、地下轨道交通、地下过街道）和地

下市政设施利用（地下供水和排水管

网、地下大型供水系统、地下大型能

源供应系统、地下大型排水及污水处

理系统、地下生活垃圾的清除、处理

和回收系统以及地下综合管线廊

道）。

1.3 利用重点：与城市空间规划相匹配

一般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结构

与地上空间规划的结构相适应，其开

发利用重点均与城市空间规划相匹

配，地下轨道交通、地下道路一般均

位于城市地上交通矛盾较大的地区，

地下空间综合体的利用一般均位于

城市各级公共活动中心地区。

1.4 利用模式：地下街连通组成地下综

合体

国内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

一般均以地下轨道交通为发展源，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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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地下轨道交通站点建设地下街，连

通周边地区建筑地下室，形成地下综

合体，解决地下交通（步行、停车）、地

下公共活动功能等。

2 存在问题分析

随着政府、业主对地下空间资源

逐步关注和重视，现阶段地下空间开

发利用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地下空间使用权不清晰：地

下空间使用权如何界定，大量的建筑

地下室是否能像地上建筑一样，合法

拿到“身份证”。

（2）利用方式欠缺科学性：很多

城市出现了道路市政管线的重复开

挖与埋设，且较为严重。

（3）地下空间不成系统：目前大

量的地下空间，均处于零星、分散、孤

立的状态（相邻地下空间不相连、与

地下过街道和地铁站点不相连）,没

有形成地下空间系统，大大降低了地

下空间的使用效率。

（4）开发力度不够：目前地下空

间利用大多为1层、少部分2层、个别3

层，开发力度不够，未能充分利用地

下空间资源解决城市发展问题。如南

京新街口地区现状地下空间建筑面

积约40万m 2，只占地上建筑面积的

10%左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城市中

心地区地下空间面积占地面建筑面

积的比例（一般在2 5% 、甚至达到

35%左右），同时，新街口局部建筑地

下室也只有1层。

（5）利用功能相对单一：在现有

地下空间中，大部分用于停车和存放

设备（如南京约占83%），提供商业、

文化等公共空间不够（约占8%），在

利用功能上较为单一。

（6）规划建设管理缺乏统筹：处

于“多头管理”状态， 各个主体各自

为政，缺乏协调，缺乏系统统筹考虑。

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出现的问

题看，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归根到底

还是规划法规缺失、规划依据不足、

规划管理混乱造成的。要改善现有地

下空间开发利用中出现的问题，引导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走向有序，我们认

为要从完善法律法规、加强规划编

制、完善规划管理机制三方面做起。

3 地下空间法律法规建设建议

我国近年来在国家层面涉及到

地下空间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

《矿产资源法》、《物权法》、《城市地下

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等。目前国

内很多城市也陆续出台了一些地方

性规章，如上海、南京出台了《上海市

轨道交通管理条例》、《城市道路与地

下管线施工管理暂行办法》等。

目前国内涉及地下空间开发利

用的法律法规，基本为原则性规定，

对于涉及到城市地下空间利用的主

要方面：权属、功能、竖向、利用模式

等方面缺乏法规约束，这与城市地下

空间资源在城市发展中的价值和地

位不相称。针对现阶段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在地下空间

的开发利用法律法规建设上需要在

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加以明确：

3.1 权属方面

土地产权包括土地所有权和土

地使用权。

依据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地下

空间的所有权应与地面一致，属国家

或集体所有。在使用权上，建议结合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类型进行界定：地

面使用权为业主的，其拥有宗地（土

地使用权人的全属界址范围内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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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范围地下空间的使用权，要明确

界定是宗地范围的地下空间，还是建

筑地下室部分。从一般意义上讲，建

议与地面产权概念相一致的明确为

宗地范围的地下空间。

地面使用权为城市政府的，如城

市道路、绿地广场、公共设施等地下

空间的使用权，要立法明确规定，政

府可根据相关规划，对该地区的地下

空间的使用权进行市场化运作。对现

阶段道路重复开挖现象，一方面政府

要在现状基础上，收取一定的地下空

间资源使用费用，另外也可在制度和

建设方式上实现创新，如将地下市政

管线建设权招标给一家实施主体，将

该部分地下空间使用权市场化注入

这家实施主体，由这家实施主体根据

各专业部门的需求，统一建设共同

沟，各专业部门向该实施主体缴纳一

定的维护费用。在实施前期，由于投

入较大，可由政府财政补贴或捆绑相

关建设来平衡，从长远来看，能从根

本上解决这种矛盾。

3.2 竖向控制方面

随着建设技术的不断成熟及完

善，地下空间的开发深度不断加大，

由于地下空间开发建设具有不可逆

转性，因此，建议在立法中要规定地

下空间开发利用深度，具体包括：

（1）分层控制：按照相关惯例及

实际建设状况，可以将城市地下空间

的开发利用划分为浅层（0～-10m）、

次浅层（-10～-30m）、深层（-30m以

下）三个层次，其中浅层主要用于商

业、停车、地下通道，以及城市的水、

电、气、通讯等市政公用设施等；次浅

层主要为地下交通（如轨道交通、地

下道路和地下物流管道）和各类建筑

物基础等；深层主要为远景预留开发

空间。

（2）明确竖向权属：对地下空间

竖向层次的使用权属加以明确，特别

是对地面使用权为业主的要进行明

确。

3.3 时效方面

对应地面部分商业、居住、工业

用地的土地使用期限，地下空间的使

用期限同样需要立法规定。建议明确

分类如下：

（1）建筑地下室类型的，原则上

建议与地面使用期限相一致；

（2）地面没有建筑物类型的，如

城市道路下、绿地广场下的地下空

间，要明确界定其使用期限，建议参

考相邻地块、相类似使用功能的地下

空间使用期限进行确定。

3.4 利用模式方面

为加强地下空间的综合利用能

力和综合防灾能力，国内外城市均强

调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连通，所以要

立法明确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模式

——整合连通。连通体现在两方面：

（1 ）地下街连通周边建筑地下

室。一般在城市中心地区，依托地下

轨道交通站点，在城市道路下组织安

排地下街，以地下街整合连通周边地

区建筑地下室，形成地下公共空间，

进行规模化综合化发展。

（2）相邻建筑地下室的连通。这

就要求在规划管理上，对相邻建筑地

下室在竖向、连通接口、地下空间使

用功能上进行审查，以保证相邻建筑

地下室的连同。

在立法连通的同时，要明确连通

实施主体、费用等方面，对近年来出

现的业主地下空间与地下轨道交通

站点相连通中出现的问题（地下轨道

交通运营机构要收取一定的费用，造

成国内很多城市中心地区地下空间

一直不能连通）要进行明确。建议立

法明确业主组织实施连通，自己承担

连通建设费用，不收取其他相关费

用，以鼓励连通。

3.5 使用强度方面

在系统规划的基础上，将地上、

地下空间使用强度分区进行立法，指

导土地集约、高效利用。

要明确地下空间的积极发展区、

有条件区、一般发展区，对不同的分

区制定不同的控制要求，特别是对地

下空间积极发展区，要制定详细的控

制要求，包括地下空间开发竖向层

次、各层次使用功能、利用模式等方

面。

3.6 公共政策优先方面

对于近年来很多城市发生地下

公共空间（如地下道路、地下轨道交

通）穿越业主宗地地下空间出现的矛

盾与冲突，一方面要在规划上强调科

学控制与引导，同时，对在规划引导

下，城市地下公共空间穿越业主地下

空间时，明确公共政策优先的原则，

明确协调主体与责任。

3.7 奖惩方面

作为城市空间资源的一部分，由

于认识上的误区，以及相关实际建设

中的问题（主要为投入上造成地下空

间开发利用不足），在地下空间方面

的立法上，要明确奖惩制度。

建议在配套建设基础上，对积极

开发地下空间的，立法进行奖励，具

体措施包括土地开发强度奖励、土地

使用权奖励、土地使用功能兼容奖励

等多方面。对不按照地下空间开发强

度建设的，要进行惩罚。

3.8 责任主体方面

要立法明确相关责任主体，包

括：规划管理主体、决策与协调主体、

监督与审查主体等，只有明确了相关

主体，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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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监督、协调等方面才能走向有

序。

4 地下空间规划体系建设

4.1 现有地下空间规划态势与不足

国内北京、上海、南京、青岛、成

都、济南、哈尔滨等城市近年来均编

制了地下空间专项规划，在规划思

路、规划重点内容上也不相同，在规

划思路上基本上以规划引导为主，在

规划内容上有的侧重于地下交通的

组织、有的侧重于重点地区地下空间

的利用引导。

从国内现有的城市地下空间规

划态势来看，规划编制的动因均是从

解决城市发展与建设问题出发，如交

通问题、中心地区空间发展问题、历

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发展问题等方面，

但编制出的规划内容多样化，一方面

表明对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上还缺

少系统、深层次的分析，仍停留在对

发展方向、发展模式的探索；另一方

面也表明统一规划标准的缺乏。同

时，在与规划管理相结合方面，规划

准则基本均未涉及，对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的后续管理运营等方面，也缺乏

规划指导。

从规划的法定性上看，大多数城

市均是在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之后才

编制地下空间专项规划，专项规划没

有纳入到城市总体规划之中，只有少

数城市如北京、南京地下空间专项规

划经过市政府批准，因此规划的法定

性需要加强。同时，在规划体系中，控

制性详细规划阶段对地下空间的研

究严重缺乏，也使得地下空间的规划

未能在法定性规划中进行落实，这也

是规划管理缺少依据的重要原因。

4.2 地下空间规划体系建设建议

4.2.1 将地下空间规划内容纳入到法

定性规划中

在城市总体规划阶段，完成城市

地下空间专项规划，作为城市总体规

划的重要专项，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并随同总体规划一并报批。

在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要将地

下空间专项规划的规划思路、规划内

容、规划准则落实到位，特别是对城

市中心地区、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地

区，要进行细化落实，并在图则单元

中表达。

4.2.2 完善规划内容

在总体规划专项规划阶段，要包

括：战略目标、组织模式、开发利用方

式、开发利用规模预测、布局结构、平

面层次规划、竖向层次控制、重点地

区地下空间规划、地下交通空间、地

下市政设施、居住社区地下空间、人

防工程与地下空间相结合、近远期相

结合规划、规划管理准则、规划实施

措施等。

在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要落实

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的成果，包括：地

下空间利用现状与问题、地下空间规

模分析、地下建筑后退控制、地下步

行通道控制、地下广场控制、地下空

间功能引导、竖向控制、防灾规划。

4.2.3 制定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准则及

管理规定

针对国内普遍缺乏地下空间资

源开发利用的管理规定的实际状况，

结合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主要内容，

建议分别对规划管理和规划编制为

主体提出两类开发利用导则和管理

规定，适应管理部门的实际需求。

（1）地域性开发利用导则及管理

规定。

主要对象：规划管理需求。

主要内容：1）开发利用模式的规

定（地下公共空间连通周边建筑地下

室）。2）开发利用重点的规定：以城市

中心地区地下空间利用为核心，在多

条轨道交通线网交会站点地区必须

设置地下公共空间，进行规模化综合

化发展；以地下街为核心组织地下公

共空间利用。3）各级中心（市级中心

区、副中心、地区中心）的地下空间资

源开发利用准则及管理规定。

（2）通则性开发利用导则及管理

规定。

主要对象：规划编制（城市设计

等）、规划管理设计要点等需求。

主要内容：地下街、地下综合体、

地下城规划管理指引；公共建筑（民

用建筑）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管理

指引；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与历史文化

资源保护规划管理指引；地下道路交

通规划管理指引（轨道交通、地下道

路、地下停车场、地下过街道）；地下

空间开发利用与人防工程规划管理

指引；地下市政设施规划管理指引

等。

5 地下空间管理体制建设

5.1 现状地下空间管理体制状况

目前在地下空间的规划管理上，

存在多部门参与管理、又没有一个部

门最终决策的状况；缺乏统一协调与

科学决策管理机构；缺乏科学、高效、

有序的管理运作程序和协调、监督机

制。

从日本、美、英、德等国和我国台

湾地区的经验看，要实现地下空间的

有序开发利用，政府的“法规建设”和

“管理机制”的快速建立是重要的基

础，要建立政府、社会两方分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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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参与管理的体制。

5.2 地下空间管理体制建设建议

建议理顺管理机制，在科学研究

咨询的基础上，建立适应决策、执行、

监督的三权分设和依法行政的管理

体制，建议建立研究咨询机构、决策

协调机构、执行管理机构。

研究咨询机构应包括国内外各

方面的相关专家，其职责为：研究地

下空间开发利用相关问题，对与地下

空间相关的规划在技术上进行咨询、

把关，从技术层面为城市地下空间开

发利用科学、有序发展提供支持。

决策协调机构由主管城市建设

方面的副市长担任主管，发改委、交

通局、规划局、民防办、市政局、房产

局、国土局、建设局（或建委）、园林

局、环保局等部门领导应作为机构成

员。决策协调机构的职责主要为：审

查相关地下空间方面的规划，监督、

协调地下空间的建设（是否按照规划

实施、是否连通以及相关问题的协调

与监督）。

在规划管理上，可采用两种方

式：

（1）成立地下空间规划管理办公

室，由各决策协调机构派人组成，建

立定期联合办公制度,共同审批地下

工程建筑项目。

（2）将地下空间的规划管理归口

到城市规划管理主管部门统一管理，

考虑到我国地下空间的实际建设状

况（大部分为平战结合两用人民防空

工程），以及民防局有一定的机构、人

员、管理系统，建议整合民防部门的

相关职能和人员，进行管理体制创

新，实现统一归口管理。

6 结语

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是城市空

间与功能拓展的重要手段，在相关法

律法规建设先行的基础上，明确界定

相关责、权、利；在科学编制规划的基

础上，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统一认

识；在理顺相关管理体制的基础上，

以法律法规为基准，以规划为依据，

在相关责任主体的管理、协调下，地

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将能够真正走向

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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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内外很多城市已认识到地下空间资源

的重要性，将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作为

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手段。国内城市地

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力度近年来不断加

强，也出现了种种问题与矛盾，本文在

分析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进行法律

法规、规划编制、规划管理体制三位一

体的体系建设，以引导我国地下空间的

开发利用真正走向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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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been realized that the

importance of resource of underground

space at home and abroad. The develop-

ment and utilization of underground

space ha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means

to solve urban problems. The intensity

for developing and utilizing the under-

ground space has been strengthened in

domestic cities to improve the functions

of the citie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have

been many 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problems,

the article proposes the estimation of a

la w a n d  r e g ula t io n s ,  p la n nin g

establishment, planning management

system to guide our country orderly de-

velop and utilize underground space.

Key words: underground space; devel-

opment and utilization; or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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