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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历史城区保护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研究
孙    立，曹    政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北京 100044）

摘   要:  在历史城区保护的基础上协调地下空间的开发建设可以拓展城市空间、提升环境质量、为居民

创造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对于历史城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咸阳市历史城区为例，根

据“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体系提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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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ordinated exploitation of underground space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 urban 

area protection can expand urban space, improve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create good living 

and working space for resident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 urban area. This paper takes the historic urban area of Xianyang as an example and puts 

forward the requirements fo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underground space according to the 

protection system of "historic urban area -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locks -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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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下空间开发对历史城区保护的作用

1.1   积极作用
(1)有利于扩充城市空间资源和功能。由于历史风

貌保护的需要，历史城区一般不能修建高度太高的建

筑，这客观上造成了空间资源紧张。地下空间的开

发可缓解城市历史城区空间资源的供需矛盾，达到

空间资源的高效利用。在地下空间可以安排停车、商

业、仓储等多种功能，以对现有地面功能起到补充和

协调作用，使历史城区的城市功能更加完善。

(2)有利于保护历史城区街巷格局。历史城区及

其周边由于历史原因往往街道普遍狭小，难以满足

现代交通出行的需要。如果能够有效利用地铁、

地下停车、地下街道等地下交通设施可以组织立体

化人车分流交通，提高历史城区及其周边的交通效

率，改善地面出行状况，缓解交通和停车压力，避

免古城内街巷改扩建的发生，从而保护古城街巷的

体系与格局。

(3)有利于完善历史城区市政基础设施。由于历

史原因，历史城区往往不具备完善的市政基础设

施，给居民生活带来较大的不便。地下空间的开发

利用可为市政基础设施提供空间支持，有效提升基

础设施的服务水平，满足居民生活需要。另外，可

将电力、垃圾处理、给排水等市政设施或管线转入

地下，以缓解地面用地紧张，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间

及绿地，提升历史城区的宜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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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利于保护城市历史风貌。城市历史城区的保

护重点是控制周边建筑高度，以保留景观视廊及传统

风貌。但由于许多历史城区处于城市核心地段，开发

价值及需求较高，给历史风貌保护带来较大的威胁及

挑战。而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可将地上的开发需求转

移地下，缓解城市开发建设需要与城市历史风貌保护

的矛盾，促进历史城区可持续发展。

1.2   消极作用
(1)挖掘施工的影响。地下空间的挖掘施工主要

有明挖法和盖挖法等方式。明挖法属于深基坑工程

技术，一般在周边设施及地面交通流量少的宽敞地

区使用，因此较容易破坏遗址的文化层，造成遗址

本体受损坏。盖挖法指在既有道路上，利用围护结

构和支撑体系，在地下进行建设的做法，通常在道

路交通流量大的地区采用。这种施工方法对遗址的

影响与地下空间开发的深度和方法有较大关系，施

工范围较深对地下遗址影响较小，施工范围较浅则

对地下遗址影响较大。因此在城市历史城区建设地

下空间前期必须对地下文物和遗址做摸底调查，根

据地下文物和遗址的位置及深度制定合理的施工范

围和方案，保证文物不被破坏。

(2)地面沉降的影响。由于地下空间的挖掘建

设，一些松散的地层可能在重力作用下固结压缩，

导致土壤沉降的发生，甚至引发崩塌，对地面及地

下的历史文物构成不同程度的威胁。较轻的地面沉

降可能会引起历史文物基础变形或古建筑上体倾

斜，较重的地面沉降会对文物造成严重破坏甚至直

接毁坏。由此可见，必须重视地下空间施工引起的

地面沉降对文物产生的影响。

(3)振动的影响。在打桩作业、土方工程、建筑

材料运输等地下等地下空间施工过程中，施工机械

设备会产生一些对历史城区及文物单位有不良影响

的噪音和振动。但影响相对短暂，如在施工前对历

史城区及文物单位采取一定的隔振、加固等措施，

可以减轻施工对其造成的危害[1]。

2   案例参考与借鉴

2.1   莫斯科古城地下空间开发
莫斯科古城地下空间开发建设充分展示了地下

空间开发利用可以和历史文化保护实现良好的融

合，其核心理念是“便民城”，主要原则包括：城

市必须是一个生态安全的城市；落后的工业区将进

行改造；拆除的空地将建成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或公

共空间，以达到“方便于民”的目的。按照“便民

城”理念，1996年，在距离克里姆林宫仅几步之

遥的马涅什广场下面建造了大型地下商城，位于地

下18 m深，分成3层，总面积达6.27万m2，包括商

业金融、公共服务、旅游休闲等多种功能。同时

地面的更新改造主要包括恢复文物古迹、更新历史

街道、改造重点广场与城市节点、增设公共空间

等[2]。古城地下空间建设配合古城地面上的更新改

造，成功带动了莫斯科古城的活力复兴。为保护克

里姆林宫和红场及其周边的城市历史风貌，莫斯科

市政府还规定古城核心保护区内不能有新的建筑工

程、只能恢复文物古迹。针对古城范围内的轨道

交通建设，莫斯科采用了建造6节车厢、15 m长、

25～30 m地下延伸的小型地铁方式，在增加通往古

城的地下通道、改善古城地面交通环境的同时减少

地下土方量、降低建造成本、节省40%资金以及更

好地保护古城的生态环境。

2.2   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扩建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代表建筑卢浮宫是法国重要

的旅游目的地，承载着较大的游客压力，在保护建

筑风貌的同时为更好地向世人展示文化遗产，著名

建筑师贝聿铭创造性地设计出位于拿破仑广场地下

的新展馆方案。该方案最大的特色是入口处的金字

塔形的玻璃穹顶，使入口空间的体量不影响建筑整

体风貌。而在地下展示馆施工之前法国政府组织了

长达两年、严密细致的地下考古发掘，将所挖掘的

130万件有价值的文物珍藏于卢浮宫博物馆中。新

的地下展馆共3层，深14 m，面积7万多m2，功能

包括接待、剧场、餐饮商业、仓储、地下停车等，

其核心空间为接待大厅。与拿破仑广场方尖碑相呼

应，且唯一露出地面的金字塔形玻璃穹顶是地下两

层接待大厅的天然光源[3]。卢浮宫博物馆的地下空

间建设不仅延续了建筑历史文脉，而且创造出了宜

人富有趣味的空间，使卢浮宫地上与地下空间协调

统一，成为历史建筑保护的经典之作。

2.3   上海静安寺地铁站点建设
上海静安寺街区内有众多需要保护的具有重要

历史价值的古代及近现代建筑，如静安寺、加道理

爵士住宅（现为市少年宫）、爱丁登公寓（现为常

德公寓）、百乐门歌舞厅（现为红都剧场）等，以

及拥有众多高大树木的静安公园。规划的上海地铁

2号线在该地区设有一个站点。为保护好该地区的

历史文化价值，规划建设的主要做法有将地铁站厅

层作为地下步行系统的枢纽，立体化组织交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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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高效的换乘线路；在下沉广场进行覆土掩盖的设

计，在半地下车库上种植树木，完善周边绿化，打

造“深山藏古寺”的城市意向；将地下通风设施

与城市历史景观风貌协调设计等[4]。最终构建出古

寺、园林、广场、地铁一体化、多层次的步行交通

网络和公共空间体系，使城市历史地区的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更好地融入城市发展过程中。

3   历史城区地下空间开发原则和模式

3.1   开发原则
(1)文物保护优先原则。历史城区地下空间规划

建设要以文物安全为前提，并服务于历史城区的保

护工作[5]。在地下空间施工过程中要采取科学、严

谨、适宜的工程措施避免对历史城区及文物保护产

生不良影响。地下空间的地上建筑或工程设施要协

调城市的历史风貌，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在施工

前，要划定历史城区及文物单位的核心保护范围，

避免地下工程建设影响保护区域。

(2)规模控制的原则。为了有效地保护历史文化

街区的文物，尽量避免地下空间开发对文物和历史

文化街区的风貌造成的不利影响，对于历史文化街

区的地下空间开发以满足本街区使用需求为主，不

安排区域性的大规模地下空间建设。对于开发的深

度和规模应严格控制，不宜进行大强度开发。

(3)公共服务为主原则。城市历史城区的地下空

间功能应以公共服务为主，优先安排这些地区所匮

乏的市政、公共停车、展览、防灾避难等公共服务

功能，避免安排过多的商业功能，以减缓地下空间

开发给传统风貌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冲击，有效进行

历史城区保护。

3.2   开发模式
(1)功能拓展开发。城市历史城区同样需要市政设

施、库房、设备用房、展览用房等各种功能空间，可

以考虑将这些功能和空间安排在地下，可以在最大限

度地保护风貌的同时实现功能的拓展。但是，出于文

物保护的需要，这类地下空间开发必须十分慎重，必

须进行充分的论证，采用成熟的技术。

(2)翻建再建开发。根据相关保护规划，针对历

史城区更新中可以改建、拆建或翻建的历史风貌不

协调及质量较差的建筑，要积极考虑进行地下空间

的开发利用，增加停车、仓储、展览等功能。在进

行地下空间开发的过程中，应编制专门的施工保护

方案，控制开发强度，避免对周边的文物和历史建

筑造成不利影响。

(3)地下交通开发。由于城市发展以及旅游观光的

需要，城市历史城区面临较大交通压力，但又不能在

地面上改扩建交通设施，以免影响城市历史风貌，故

而将交通导入地下，开发建设地下轨道交通、地下人

行道、地下车行道以及停车场等交通设施，是历史城

区较为合理且有益于缓解地面交通紧张的选择。

(4)市政管线开发。城市历史城区还普遍存在着

市政服务水平难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及城市良

好运作、影响城市历史风貌等问题。可通过综合管

廊及地下市政设施建设，统筹安排给水、供电、通

信等市政管线及设施，提升历史城区居民生活环境

质量以及观光游客的舒适程度，同时市政设施的完

善也可有效的提升这些区域的安全水平，对于文物

保护具有积极作用。

4   咸阳历史城区地下空间规划实践

4.1   咸阳历史城区开发现状
(1)零星开发，缺乏规划。由于缺乏系统的规划，

咸阳现有的地下空间基本以满足本单位使用需要为

主，缺少对周边市政交通情况的考虑，未能整体提升

历史城区的市政、交通和公共安全状况。同时未在

出入口设计和内部环境方面很好地延续历史街区风

貌，难以对历史街区的总体风貌起到提升作用。

(2)管控困难，缺少标准。现有的法律法规以及咸

阳现有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更侧重于文物本身

的保护及周边环境的管控，而对地下空间的开发形

式、深度、施工方式等缺少明确的要求。种种原因造

成历史城区的地下空间管控困难，缺少标准，难以有

效地达到地下空间开发与历史风貌保护的协调。

(3)信息不畅，亟须共享。历史城区的地下空间

开发涉及文物保护、规划建设、交通、人防等多个

部门，远比普通地区的地下空间开发要复杂。而目

前的地下空间的管理体系未实现信息共享，给建设

和管理都造成了不利影响。

4.2   咸阳历史城区的地下空间开发保护要求
咸阳现在的城区源于明清古城的建设基础，古

城区内有部分保存较好的古建筑、古遗址以及较好

体现明清城市传统风貌的街巷系统、建筑肌理和城

市空间尺度，具有重要的历史保护价值和对明清时

期城市规划建设的研究价值。根据历史资料、考古

结果以及现存的城市格局，确定本次咸阳历史城区

整体保护控制范围大体为明嘉靖城的斗杓形城廓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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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边界为：渭阳东路—抗战南路—人民路—乐育南

图1   咸阳历史城区范围及文物分布图（来源：作者自绘）

路,面积约为127 hm2（图1）。

咸阳历史城区的地下空间开发建设要严格保护

原嘉靖城斗杓形的城市轮廓、城墙遗址、重要历史

街区以及北大街-果子市街-南阳街、中山街-东

明街、永绥街-清泰街、学道门巷、县门巷、仪凤

东街、辘轳把巷等传统街巷格局，使得地下空间的

挖掘不能对这些历史空间的位置、格局、走向等造

成不良影响；历史城区保护范围内不应安排重要枢

纽型站点及大型地下空间开发工程；在保证文物安

全、保护历史风貌、不破坏城市空间结构的基础

上，鼓励在历史风貌控制区、缓冲区，以及可新建

改建区等适宜地区进行适度的地下空间建设，以公

共服务及市政设施为主，缓解地面空间紧张，为地

面建设公共空间及绿地提供支持，提高城市环境品

质，改善当地居民生活环境，保持地区活力。此外

也可降低地面的开发压力，使得地面建筑更好地进

行高度、体量、形态的控制，以满足文物保护单位

的景观视线保护要求。

4.3   历史文化街区的地下空间开发保护要求
咸阳历史文化街区主要包括历史遗存较集中分

布、历史风貌较完整真实的街区，或是在城市空间结

构演变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街区等，它们对于咸阳

明清城区的传统风貌和整体格局保护具有不可或缺的

意义。根据咸阳历史建筑分布的现状情况，为了保护

明清城区的整体风貌，规划确定3片历史文化街区：

中山街-东明街历史文化街区、北大街-果子市街历

史文化街区、安国寺-凤凰台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

护面积共13.1 hm2。

按照《文物保护法》《城市紫线管理办法》

《咸阳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11—2030）》

和其他相关保护规划，参考北京、南京、苏州、大

同、呼和浩特等 地 的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地 下 保 护 要

求，将咸阳历史文化街区地下空间开发建设活动

分成3类进行控制。

(1)一类开发控制区是指对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

护范围内，原则上不得安排开发类的地下空间，但

如若确实需要、经论证及审查许可后，可在地下适

度安排储藏、设备和市政管线等不影响文物安全的

地下空间功能。

(2)二类开发控制区是指在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控制

范围内，地下空间的开发建设必须在保护传统城市风

貌的基础上协调配置市政、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以

提高街区空间品质及居民生活质量；根据不同的保护

类型、位置和保护范围，结合城市需求，因地制宜的

安排地下空间开发，其功能可根据需要灵活安排。出

于风貌保护和文物保护考虑，二类开发控制区不宜安

排大型地下交通枢纽或者大型地下开发项目。

(3)三类开发控制区是指在历史文化街区风貌协调

区及缓冲区内，应鼓励地下空间开发，将其作为风貌

保护的有力支持，可以通过地下轨道交通站点、地下

文化设施、地下商业娱乐设施、地下道路、地下停车

场等的建设，配合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

4.4   文物保护单位地下空间开发保护要求
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一般地基较浅，在其保

护范围内进行地下空间开发建设会对文物保护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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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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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路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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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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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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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施工方案应获得文物主管部门及城市建设部门

的批准。

4.5   历史城区保护与轨道交通建设要求
根据目前西安市及关中城市群都市区的轨道交

通线网规划，西安地铁11号线和19号线拟通过咸阳

历史城区范围内。在工程建设前，应对轨道交通沿

线的地下文物进行专业的考古调查，根据考古报告

结果科学确定保护和建设方案，报专家技术审查和

相关部门严格审批。

在工程建设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采用合适的施工方式。避免施工中所产生振

动可能对文物安全构成威胁，应按照《古建筑防

工业振动规范》（GB/T 50425—2008）的标准要

求，采取相应有效的减振措施减少对文物的影响，

如在文物附近地段施工应，避免使用产生强振动的

机械设备等。

(2)不得在文物保护范围内设置施工营地、施工

便道以及堆砌弃土、弃渣、建筑垃圾等；加强对施

工人员的文物保护意识教育工作并编制施工涉及文

物保护的相关预案等。

(3)如若在施工中发现未探明文物，必须立即停

止施工，并上报文物主管部门进行管理保护，在文

物保护工作未完成前或未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前不得

继续施工。

5   结束语

历史城区承载着一座城市的记忆，是具有重要

历史文化价值的特色城市空间。科学合理开发利用

地下空间是对历史城区保护的补充和完善。由于历

史城区保护的特殊性，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要综合

考虑文物位置、类型、等级、保护分区、地形地质

等因素，使历史城区保护与地下空间建设相得益

彰，促进历史城区的可持续发展。

威胁，尤其是浅层及次浅层的开发很有可能对地面

文物造成危害，甚至在松软地质下会对文物造成损

坏，根据《文物保护法》《咸阳市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规划（2011—2030）》，并结合北京市、上海

市、西安市、苏州市、呼和浩特市等地区的历史文

物地下空间开发保护实践，对咸阳历史城区内文物

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的地下空间开发建设活动提出

以下要求（表1）。

表1   咸阳市历史城区内文物单位保护与地下空间开发控制

级别 类别名称 地下空间分层
核心保
护范围

建设控
制区

风貌协
调区

国家
级

安国寺

浅层
（0~-15 m）

不可开发
限制
开发

适度
开发

中层
（-15~-30 m）

不可开发
限制
开发

适度
开发

省级 咸阳文庙

浅层
（0~-15 m）

不可开发
限制
开发

适度
开发

中层
（-15~-30 m）

不可开发
限制
开发

适度
开发

市级 凤凰台

浅层
（0~-15 m）

不可开发
适度
开发

可开发

中层
（-15~-30 m）

不可开发
适度
开发

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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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虑咸阳市的实际情况，对于国家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原则上不在其核心保护范围内进行开发建设，

避免因地下施工对文物单位产生不利影响。如遇特

殊情况的地下空间建设项目，必须申报有关部门，

在通过严格审查和技术把关以后方可酌情开发其地

下空间。

(2)咸阳古城历史悠久，尚有众多未完全探明的

文物。故而在历史城区地下空间规划建设之前应进

行一项必备程序，即请文物部门进行摸底式考古调

查及勘测。在考古勘测完成之后，综合考虑文物保

护的要求，科学制定地下工程项目的选址、空间布

局、建筑设计、施工技术等建设方案。此外，任何

单位和个人在地下空间施工中发现地下文物，应当

立即停止施工，采取合适措施保护好现场，并及时

向建设管理及文物主管部门报告[6]。

(3)地铁及共同沟建设原则上不得从文物建筑或

古树名木下穿过，如必须穿越，应严格控制施工及

运行过程中的地面沉降、振动等扰动因素，确保不

会对地上文物建筑和古树名木造成不利影响。施工

方案应报文物主管部门严格审查和技术把关。

(4)根据需要，在保护文物安全和城市历史风貌

的前提下，可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区内适度

安排地下空间建设活动；其地下空间的规划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