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2 

在谈起“规划”这个概念时，我们往往仅局限于地面的规

划，而忽略了城市地下空间的设计。从土地权属及管理界面角度，

可以将地下空间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地块用地范围内单体建

筑的地下空间利用，人们已经意识到此部分的地下空间价值，会在

地下室设计附属用房、停车、设备用房以及商业等功能；另一部分

则是公共区域的地下空间，如市政道路、公园、公共绿地、广场等

公共空间的地下。后者涉及范围较大，传统意义上没有明确的权属

关系，所以容易被规划管理者、设计师所忽略，但其对于城市功能

的补充及完善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主要阐述地下公共空间的

开发设计。

1  地下公共空间开发设计的意义

作为构成城市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与

设计对于整个城市的塑造具有多重意义，主要包含两个层面：

（1）地下公共空间可以分流地面交通

随着城市人口的剧增，建筑密度越来越大，道路交通也愈发

紧张，而通过地下公共空间可以将交通引入地下，提高建筑密集区

域的通行速度，从而解决城市交通问题。

（2）地下空间可以提高用地的土地价值

地下空间的拓展不仅可以增加建筑面积，同时也可以增加城

市不同地块但具有同种功能的设施的连通性，这种连通性对于许多

功能来说具有重要价值，如商业、停车、城市管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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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下公共空间的设计与建设特点

地下公共空间的设计与建设特点主要体现在“综合性”上，其

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各专业设计的综合

地下公共空间开发的内容较为复杂，一般会涉及地铁、行车、

停车、商业、市政等功能（图1），所以从设计角度，参与的专业

会很多，一些技术也是跨行业的。一般来说，包括的专业有规划、

建筑、结构、水、暖、电、交通、道桥、地铁线路、市政、排水、

商业策划等。这就需要一个知识较为全面的设计主体来明确各方责

任及协调各专业（或专项设计公司），也需要一个设计团体的协作

与配合，才能完成较为完善的设计。

（2）地上、地下空间的综合

对于地下空间的设计不能仅局限于对于地下空间的分析，而是

首先要研究地面的需求，将地下与地面空间作为一个整体来设计。

地上与地下空间的综合包括交通的一体化、结构衔接的一体化、功

能的联通、景观的立体化、市政设施的一体化等几个方面（图2）。

（3）地下公共空间与分地块的综合

地下公共空间的建设与管理不同于单体建筑，由于与其他地块

衔接，地下公共空间的开发单位（一般为一级开发单位）需要与分

地块的开发商（二级开发单位）进行大量的协调工作，设计也需要

全面、综合地考虑公共空间与分地块的出入口位置、标高等问题。

图1 地下各功能空间的综合 图2 地面功能与地下功能的有机结合



    223

在运营管理阶段，由于一些配套设施（能源中心、停车库）设在公

共区域，各分地块依旧会互相协作。

3  国外案例分析

3.1 拉-德方斯（法国巴黎）  

拉-德方斯位于法国巴黎西郊新区，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

进行规划设计，1980年代初基本建成。目前是巴黎最大、最重要的

商务、商业中心，也是欧洲目前最大的CBD，被称为“法兰克的曼

哈顿”（图3）， 其建设特点为： 

（1）对城市交通进行了创新设计，建立了多平面的交通系

统，集高架、地面和地下交通为一体，创造了 “立体城市模式”，

有效地实现了人车分流，在地下解决了快速交通、轨道交通、综合

管廊等的交叉，为新区保留了充分的地面空间，保证了街面的完整

性（图4）。

（2）体现了规划的严肃性与强有力的管理力度，在逐步完善的

40年中，整体地上、地下规划作为主要设计条件贯穿整个建设过程。 

（3）在前期规划中充分考虑开发地下空间，大大节约了地下

开发成本。 

3.2 蒙特利尔地下城（加拿大）  

始建于19世纪末期的蒙特利尔市地下城，2000年建立了完善

的地下空间开发。其地下城长达30km，连接了60多个建筑群，近

2 000家店铺通过这种方式联为一体，其中包括小商店、大型百货

商店、餐馆、电影院、剧院、展览厅等，此外还有可停放1万辆汽

车的停车场，每天通过这一地下网络的人数超过50万（图5），其

规划特点为： 

（1）政府的政策引导推进了地下城的发展。政府对建筑物与

公共区域的接口作出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同时提供优惠政策，有

效吸引房产商投资，从而保障了地下城的有序发展。

（2）地下空间不仅横向联通，纵向与地面建筑的结合也很紧

密，将自然采光、通风引入地下，有效改善了地下空间环境（图6）。

（3） 开发时序控制到位，以地下轨道交通为轴的由点到线、

到面的开发模式值得借鉴。 

4  国内案例分析

4.1 北京中关村西区地下空间开发（北京城建设计院与清华

规划院合作设计）

北京市中关村西区地下空间1999年开始设计，2005年建成投

入使用。 规划总用地面积51.44ha，规划总建筑面积150万m2，地

下建筑面积50万m2。地下空间的开发集商业、餐饮、娱乐、健身、

地下停车库于一体，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成为西区的交通纽带，同时

在配套服务设施上也将整个西区有机地连成一体（图7），其规划

设计特点为：

（1）项目开创了商业+管廊+交通环隧三位一体开发建设模式

（国家专利），地下综合管廊位于区内规划道路下，与周边25个地

图3  拉-德方斯新城总平面图 图4  拉-德方斯地面步行系统

图5  蒙特利尔地下商业街发展历程示意 图6 地下空间与地面建筑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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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相连通（图8，9）。 

（2） 地下空间与景观结合紧密，地下空间高度随地面景观微

地形的起伏而变化，充分利用了地下空间。

4.2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南区地下空间开发方案 （北京城建设

计院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设计）

“奥体文化商务园区”（奥体南区）位于奥林匹克公园南部，

是北京北部地区综合性的市级公共中心。共占地62.8ha，地上总

建筑面积144万m2，地下公共空间建筑面积16.5万m2，是集文化、

商业、商务、酒店、公寓、文化广场及公交广场等功能为一体的综

合性区域，地下一层为商业及步行道，地下二层为交通输配环及停

车，地下三层为能源输配网及停车（图10），其规划特点为：

（1）建立了多功能、复合型空间开发模式，全区形成了包括

地上二层步行连廊系统、地面步行街区系统、地下步行商业系统、

地下交通输配环系统、地下管廊系统的复合型交通体系（图11）。

（2）加强地下商业与中心景观的结合，利用多层次的下沉空

间将地下空间纳入整体景观系统中（图12）。

（3）紧密结合公交枢纽与地铁换乘站，形成以公共交通为导

向的城市布局。

（4）重视提高地下交通输配环的导向感与舒适度，通过景观

与城市设计将自然景物与光线导入地下。

4.3 北京CBD核心区地下空间开发方案

CBD核心区规划总用地面积为29.72ha，总建筑面积约

410万m2，分为9个地块，规划18个楼座（含保留建筑），建筑

高度为150~500m，地上建筑面积约270万m2，地下建筑面积

约140万m2，其中地下公共空间规划总建筑面积为54万m2（图

13），其规划特点为：

（1）设计中重视与自然结合的规划理念，通过地形的变化自

然营造出地下与地面的衔接口。

（2）将绿色建筑设计理念引入地下建筑设计中，交通核结合

“光孔”设置，将自然风、光引入地下，设计成“会呼吸”的地下

城市空间（图14）。

（3）核心区地下商业空间的布局结合地铁及周边地块统筹考

虑，实现商业大开发的无缝对接，有效地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土

地、交通、能源的合理利用。                                 

（4）核心区地下车库与周边地块统筹考虑，建立地下交通输

配环，形成地下停车资源共享。

（5）在核心区地下统筹考虑区域能源中心，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节省投资。

4.4 成都温江地区地下空间开发规划

成都温江地区是成都的西部新城，温江规划部门在完成了总体

图8  中关村西区管廊+地下交通环隧一体化设计 图9  中关村西区地下商业空间室内

图10  奥体南区总平面图 图11  奥体南区地下各层平面 图12 奥体南区带形下沉广场

图7 中关村西区地下空间开发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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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后，又进行了地下空间的规划，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温江

277km2的专项规划导则 ，一部分是重点区域地下空间控制性详细

规划（图15，16），其规划特点为：

（1）采用TOD开发模式，充分利用地铁沿线的地下公共空

间，将各功能区串联起来，形成城市服务（地下）与生态景观相结

合的“T”字形主城市结构。

（ 2 ） 对 建 筑 物 的 最 小 及 最 大 标 高 、 房 屋 容 积 率 、 必 须

建设的用来与地铁车站相连通的地下室、街道与地铁车站相

连的入口处位置，以及公交站点必须设在这些入口处附近等

作出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成为政府后期地块开发的设计评

审依据。

5  地下空间设计发展趋势

5.1 地下空间设计的首要定位是辅助解决地面问题

分析国外经验与国内实践可以看出，地下空间开发的定位是十

分重要的，成功案例是将地下空间首先作为解决地面问题的途径或

辅助手段，进而进行一定量的商业开发。

地下公共空间不能仅仅理解为“地面空间的扩大”或“排布更

多的功能”，因为增加功能可能会导致地面交通拥堵加剧、市政设

图9  中关村西区地下商业空间室内

图13 CBD地面总图和地下公共空间 图14 均匀分布的光孔

图15 成都温江地区核心区鸟瞰 图16 成都温江地区核心区地下空间设计方案

地下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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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增容等一系列问题。首先要解决地面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特别

是区域交通与停车问题，同时紧紧依靠交通体系进一步提升自身价

值及地面土地价值。

5.2 TOD模式越来越成为城市发展主导模式

随着城市交通结构的调整，地铁出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地铁周边物业价值不断提升，城市发展正在从TAD模式转变为TOD

模式（以地铁为引导的开发模式），从一种自发地向地铁周边聚集

到主动地根据规则进行地铁沿线的业态规划。

此外，在提倡低碳生活的大环境下，作为绿色出行方式的城市

轨道交通也值得提倡。

图17 CBD地下空间主要入口方案

图18 CBD地下空间下沉广场

5.3 建立城市多维文化体系

地下公共空间是城市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气候寒冷

地区，地下空间的“城市客厅”作用愈发体现。地下公共空间与地

面设计一样具有独特的城市文化内涵，通过地下城市空间的塑造，

更完善地建立起城市多维的文化体系（图17）。

5.4 创造丰富的立体景观环境

城市用地紧凑，景观设计很难通过平面的扩大取得变化，而从

立体化角度去设计景观环境会取得较好的效果。通过景观将地下、

地面乃至连廊（平台）层贯穿起来，不仅可以解决地下采光、通

风、防灾问题，还可以创造出丰富的立体景观特色（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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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集约化的市政设施——管廊

市政管廊作为地下各类管线的载体，更容易与其他地下空间融

合为一体，也符合增容与维修的需求，目前在一些城市的核心区已经

开始实施。管廊又名“共同沟”，即将管线集中在一个构筑物中，一

般根据管线功能不同，分仓组合。由于初期投资比较大，一些项目会

采取管廊与直埋管线并行的方法，即将强弱电、给水、热力管线整合

在管廊中，保留燃气、排水（重力流）管线为直埋（图19）。

5.6 绿色地下空间设计

在大力提倡节能减排的社会环境中，地下空间的绿色设计也是

各国设计师研究的重点，作为覆土建筑的地下空间本身在外围护结

构保温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不同于地面建筑的是，其很难得

到自然通风与采光。为此通常要采用下沉广场、拉槽、开天窗等方

图19 中关村西区管廊照片

图20 光孔示意图

式。我们在CBD方案中设计了与交通核相结合的光孔，提出了“可

呼吸的地下空间”概念。在成都大源商务区地下空间设计中使用了

大量的光导管，将自然光引入地下（图20）。

6  结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核心区的用地愈发珍贵，如

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土地，地下公共空间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与探

索的方向。地下公共空间的开发利用可以有效地解决城市规划中的

很多问题，如交通与环境等。此外，通过分地块的连通与整合，可

以提升城市商业、文化品质等功能。地下公共空间由于涉及很多专

业与主管部门，其综合性很强，从管理、设计理念、实施时序等方

面还要进行更系统化的总结与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