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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简介                                    

 

中伦的土地投资领域律师服务团队由本所朱茂元资深合伙人律师、穆耸合伙人律师

牵头组成，旗下聚集了一大批精通国内法律法规政策、熟悉土地投资商业模式的法

学专业人才。我们在土地投资领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在土地一级开发、土地

成片开发、新城开发、城市改造以及土地投资与交易等业务板块为客户提供及时、

全面和优质的法律服务。 

 

除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外，中伦的土地投资团队在土地投资理论研究方面也处于业内

领先地位。目前我们的研究课题已几乎涵盖了中国土地投资领域的所有方面，包括

综合法律法规研究、土地一级开发法律制度研究、集体土地流转法律问题研究、农

垦农场用地法律问题研究、经适房、绿隔、回迁安置房政策专项法律研究、集体土

地征地、拆迁法律问题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法律问题研究、城市运营商法律

问题研究、养老产业专项法律研究、用地预申请制度专项法律研究以及棚户区、城

中村、旧村改造专项法律研究等等。就每一个理论研究课题，我们都形成了丰硕的

研究成果，这些知识成果是我们为客户提供卓越法律服务的有力保障。 

 

 



中伦律师事务所                                                                      客户通讯 
 

 

2 
 

 

 

我们很荣幸曾经及正在为以下客户提供法律服务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海南南山景区项目） 

 滨海团泊新城（天津）控股有限公司（团泊滨海新城项目） 

 长沙梅溪湖实业有限公司（大河先导区梅溪湖核心区项目）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呀诺达雨林景区项目） 

 汉威基金 HCP 

 开元城市发展基金（西安临潼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项目）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路易达孚北京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Louis Dreyfus 

 罗斯洛克集团 Rose Rock Group（天津罗斯洛克国际金融中心项目） 

 山东建银中邦投资有限公司 

 世纪桥投资公司 Century Bridge Capital 

 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SAMSUNG） 

 泰康之家（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天津宁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印尼力宝集团 Lippo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郑州经开区新城开发项目） 

 中国农产品交易有限公司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营口五矿产业园和汕头五矿产业园项目）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房山农业生态谷项目）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莆田文化创意新城开发项目） 

 中信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汕头中信滨海新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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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空间使用权的设定与地上地表既有权利的冲突及保护 

——解读《物权法》136 条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对于整

个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2007 年出台的《物权法》明确建设用地使用权可在

土地的地表、地上及地下设立，确立了地下空间使用权的用益物权的基本性质。

2012 年 3 月国土资源部出台的《关于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建设的意见》

明确指出“鼓励地上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完善地上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配置方式、

地价确定、权利设定和登记制度。”。1可见，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是我国城市发

展的重要趋势。由于空间上的天然附属关联及权利人的多元性，城市地下空间特

别是在单建式开发项目中，很可能导致地下空间使用权与地表地上既有用益物权

发生权利冲突。对于该类可能产生的权利冲突，《物权法》及相关地方法规仍缺

乏具体可操作的规定，这困扰着地下空间的开发投资者及所涉其他权利人。本文

将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框架下，对单建式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涉及的各

方权利人提供一些建议，以期有助于当事人采取必要措施，减少权利间的冲突，

保护己方权利并对已造成的损害寻求救济。                                                                                                                     

 

关键词：地下空间 单建 既有权利人 权利冲突 权利救济 

 

 

一、问题的提出 

 

《物权法》第 136 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在土地的地表、地上或者

地下分别设立。新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 

 

                                                             
1
 参见《国土资源部关于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建设的意见》（国土资发[2012]47 号文）第三条第五项。 

中伦土地投资团队知识整理成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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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法规确定了分层建设用地使用权，将地标、地上或地下的使用权统称为“建

设用地使用权”，没有采用“空间权”或“地上权”的概念。 

 

事实上，物权法出台前，我国法规中也有零星的有关“地下空间”、“地下土

地使用权”的规定。那么《物权法》第 136 条，在地下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与上述“地下空间”、“地下土地使用权”等概念是何种关系？不同称谓包含的内

容是否相同？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空间权”或者“空间使用权”以及“地下空间

使用权”等概念的含义和性质进行研究。 

 

此外，《物权法》第 136条在分层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基础上，仅规定“新

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对于分层设立的建设用

地使用权如何设定和登记，《物权法》没有相应的规定。由于“不得损害已设立

的用益物权”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对分层设定的权利的保护不够充分，对权利冲

突的预防也显著不足。笔者拟对上述“空间权”、“空间使用权”、“地下空间使用

权”概念做出辨析后再来分析权利冲突的问题。 

 

二、相关概念辨析 

 

对于空间权的基本含义，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立

法认识是不一样。世界各国及地区在尊重传统的土地所有权的同时，通过立法或

判例确认了其他权利人可以使用土地地上或地下的权利，传统的水平式的土地权

利转变为垂直式的、包括地上、地表、地下的立体空间的土地权利，提高了土地

资源的利用效率；虽世界各国及地区立法均未采用“空间使用权”抑或“空间地

上权”的称谓，但已存在空间权制度，尤其是空间使用权制度已日趋完善。 

 

对于“空间权”的概念和含义，我国学界并不统一。总的来说，有王利明为

代表的“空间利用权说”，梁慧星为代表的“空间基地使用权说”，孟勤国、薄燕

娜为代表的“空间使用权说”，王卫国为代表的“空间权说”，徐国栋为代表的“地

上权说”和陈祥健为代表的“空间所建设用地权说”等众多学说。2  

                                                             
2
 参见 http://www.mfb.sh.cn/mfbinfoplat/platformData/Infoplat/pub/shmf_104/docs/200801/d_54724.html 

（访问日期：2012 年 3 月 19 日）。 

http://www.mfb.sh.cn/mfbinfoplat/platformData/Infoplat/pub/shmf_104/docs/200801/d_547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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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地下空间是一个地理学上的概念，是指在岩层或土层中天然形成或经人工

开发形成的空间。3 城市地下空间是指城市地表以下或地层内部可供人类利用的

区域，是地下空间的主要和基本种类。城市地下空间权是指权利主体基于归属或

利用的需求对城市地下空间所享有的各类权利的总称，是于“地中横切一立体空

间而以之为标的物设定的权利”，4 在法学界往往被简称为“空间权”或“地下

空间权”。5  

 

2007 年出台的《物权法》没有采用“空间权”、“空间使用权”等概念，而

是把建设用地使用权分层化。2007 年 12 月 30 日发布的《土地登记办法》第五

条，明确将“宗地”定义为“土地权属界线封闭的地块或者空间”，使得宗地不

再仅仅是一个平面的概念，而且还是个立体的三维空间的概念了。该表述与《物

权法》第 136条，第 138条相呼应。因此，土地登记不仅要登记土地平面的四至

界限，而且要登记土地的上下立体空间，从而解决了地上、地下设立的土地权利

的登记问题。依据以上内容，笔者认为，由于“空间权”，“空间使用权”等概念

和含义还存在在较大的分歧，《物权法》于是用建设用地使用权分层化来取代了

“空间权”，“空间使用权”的提法。 

 

《物权法》第 136条规定新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

物权。则对地表、地下和地上空间范围进行精确划分具有重大的意义。 

 

2008 年 4月 29 日，国土资源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示范文本（GF-2008-2601）明确指出出让宗地空间范围是

以平面界址点所构成的垂直面和上、下界限高程平面封闭形成的空间范围，并要

求“出让宗地的平面界限按宗地的界址点坐标填写；出让宗地的竖向界限，可以

按照 1985 年国家高程系统为起算基点填写，也可以按照各地高程系统为起算基

点填写。高差是垂直方向从起算面到终止面的距离。如：出让宗地的竖向界限以

标高+60 米（1985 年国家高程系统）为上界限，以标高－10 米（1985 年国家高

程系统）为下界限，高差为 70 米”。2008 年 4 月 3 日，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

〈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的通知》也有类似的规定。 

                                                             
3
 毕宝德：《土地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 页。 

4
 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60 页。 

5
 马栩生：《论城市地下空间权及其物权法构建》，《法商研究》201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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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我国没有法规对“地表”、“地上”和“地下”精确划分，在城市

土地日趋紧张，各种形态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逐渐出现的时代背景下，建设用地

使用权分层引发的权利冲突很难 避免。 

 

三、立法现状及不足 

 

（一）物权法出台前 

 

在 2007年《物权法》颁布之前,规制我国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是《土地

管理法》及《城市规划法》等基本法律，在这些法律中，关于土地使用权的内容

均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土地使用权的内容中未提到涉及地下空间的权利。对

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调整主要是 1997年建设部颁布并在 2001年进行了修订的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下称“《地下空间规定》”）及少数地方法规。 

 

1997 年颁布的《地下空间规定》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规定城市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的国家层面的行政法规，该规定在 2001 年进行了修订。《地下空间规定》将

城市地下空间定义为城市规划区内地表以下的空间。6该规定主要从地下空间开

发利用的角度对有关规划、工程建设、工程管理及违反规定的处罚进行了规定，

对规划、工程建设的管理部门做了明确规定，为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开

展做了奠定了基础。但《地下空间管理规定》由于颁布时间较早，又是由偏实务

管理的建设部单独制定，这部法规主要目的更多是为解决地下空间开发实践中行

政管理的权限和依据问题，而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本身的权利性质及权利取得程

序等内容没有也无法进行界定与规范。 

 

在物权法出台前，地方层面对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规定较少。2005 年 11

月 3日出台的《浙江省土地登记办法》规定依法独立使用的地下空间，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可向使用者核发地下空间土地使用权证书。72006年 7月 20 日《上海市

                                                             
6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第二条，“本规定所称的城市地下空间，是指城市规划区内地表以下

的空间。” 
7
 《浙江省土地登记办法》第十条，“依法独立使用的地下空间，使用者应当自批准使用之日起 30 日内，

向土地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登记申请，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

核发地下空间土地使用权证书，确认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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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城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审批和房地产登记试行规定的

通知》采用了“地下土地使用权”之概念，对于地下空间开发建设的用地的供地

方式、审批程序做出了较为原则的规定，规定“房地产登记机构应当在地下建（构）

筑物的房地产权证中注明‘地下空间’”。8 

 

（二）物权法及其之后各地地方法规 

 

1、国家层面法规 

 

2007 年 3 月 16 日颁布的《物权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

权可以在土地的地表、地上或者地下分别设立。新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

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如上所述，《物权法》仅对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作了原

则性规定。 

 

2007 年 10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对于城市地下空间的开

发和利用做了原则性的规定，要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应当符合城市规划并履行规

划审批手续。9  

 

2、地方层面法规 

 

自《物权法》出台后，各地对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出台了诸多规定，由于本

文的主题和篇幅所限，以下将从五个方面对若干省市的有关规定进行归纳总结： 

 

1）概念 

 

大部分省市采用了“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或“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

的概念，例如：浙江省、苏州市、深圳市、福州市、厦门市等，10其中深圳市、

                                                             
8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城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审批和房地产登记试行规定的通知》第九条，

“（房地产权证注记）房地产登记机构应当在地下建（构）筑物的房地产权证中注明“地下空间”；属于民

防工程的，还应当注明“民防工程”，并记载其平时用途。”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三条，“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和利用，应当与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

相适应，遵循统筹安排、综合开发、合理利用的原则，充分考虑防灾减灾、人民防空和通信等需要，并符

合城市规划，履行规划审批手续。” 
10

 参见 2011 年 3 月 15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若干意见》（下称“浙政发

[2011]17 号文”）、2011 年 6 月 7 日《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利用和

登记暂行办法的通知》（下称“苏府规字[2011]8 号文”）、2008 年 7 月 23 日《深圳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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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厦门市的有关规定明确规定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应当取得地下建设用地使

用权，11可见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应当以取得相应的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为前提。  

 

但是，少数省市采用了“地下空间使用权”的概念。2009年 8 月 29日《太

原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办法》（下称“并政发[2009]35 号文”）第三条

规定，“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应当取得地下空间使用权，实行有偿、有期限使

用，服从统一规划管理。”并政发[2009]35 号文规定粗略，对于地下空间使用权

之性质、如何出让均未进行规定。2010 年 12 月 21 日《郑州市城市地下空间开

发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下称“郑政[2010]33 号文”）第四条规定，“开发

利用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应当取得地下空间使用权。”但 2011年 3月 1日《郑州市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项目办理程序的通知》（下称“郑政文[2011]2 号文”）改

采“地下空间国有土地使用权”之概念。总之，各地对这项权利概念的描述虽有

不同，但可以看出均确认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权利是一种独立的权利。 

 

2) 结建与单建 

 

大部分省市将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区分为“结建”和“单建”两种形式。12以

天津市的规定为例，结建项目是指结合地表建筑一并开发建设的地下建设项目；

单建项目是指独立开发建设的地下建设项目。
13
  

 

根据有关规定总结，采用结建与单建形式进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将使得地下

空间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不同：采用结建方式的，通常将地下空间连同地表

作为一个整体确定建设用地使用权；采用单建方式的，单独批供地并单独办理地

下土地使用权登记发证。14  

 

3) 关于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出让金、使用年限之规定 

                                                                                                                                                                               
行办法》（下称“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88 号文”）、2010 年 8 月 14 日《福州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若

干规定》（下称“榕政办[2010]146 号文”）、2011 年 5 月 16 日《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规划局、市

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市建设与管理局、市民防局关于厦门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办法的通知》（下称

“厦府办[2011]108 号文”）。 
11

 参见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88 号文第三条；榕政办[2010]146 号文第五条；厦府办[2011]108 号文第五条。 
12

 参见浙政发[2011]17 号文第三条第（二）项、2008 年 11 月 5 日《天津市地下空间规划管理条例》（下称

“天津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6 号文”）第五十二条、2011 年 3 月 1 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城市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项目办理程序的通知》（下称“郑政文[2011]2 号文”）第六条、厦府办[2011]108 号文第

二条。 
13

 参见天津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6 号文第五十二条。 
14

 参见浙政发[2011]17 号文第三条第（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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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法规对于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使用年限、出让金及程

序之规定存在差异，规定的可操作程度亦参差不齐。总体看对这些方面规定较为

具体，可操作性强，以下以规定较为清晰的地方规定为例。 

 

取得方式：除前述采用结建或单建形式对于地下空间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有

影响之外，一般而言，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地下空间建设项目，其地下空间

建设用地使用权取得可依法采用划拨方式，而经营性地下空间开发建设则需采用

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15此外在符合有关规定的情况下，还可以采用协议出

让、租赁等方式。16  

    

使用年限：根据苏府规字[2011]8号文第十条之规定，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年限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的用途确定，但不得超过相同用途的地表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结合地面建筑一并开发建设的

地下工程，其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终止日期应当与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

的出让终止日期相一致。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多种用途不同出让年限的，其地

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超过其出让最高年限对应的终止日期。 

 

出让金：采用有偿方式出让的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金通常根据地

下建设所在地块相对应用途的基准地价折算为楼面地价的一定比例收取。17  

 

4) 地上、地表、地下范围及权利冲突协调 

 

根据我们对若干省市相关规定的研究，地方层面的法规对于《物权法》所称

的“地上、地表、地下”之具体含义和范围并未做出进一步的规定，对于地上、

地表、地下可能存在的不同权利人之权利冲突仅有非常原则的规定，例如：根据

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88 号文第十四条，“新设立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损

害已经设立的用益物权；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对已经依法设立的用益物权

造成实际损害的，应当依法做出赔偿。” 

 

                                                             
15

 参见郑政[2010]33 号第四条、厦府办[2011]108 号文第六条。 
16

 参见厦府办[2011]108 号文第六条。 
17

 参见榕政办[2010]146 号文第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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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行立法不足之处 

 

当前我国关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立法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在物权法明确可

以在地上、地表及地下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后，各地方针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

法规也是越加丰富。总体而言，这些法律法规均对空间的管理和开发利用作了一

定程度的规定。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当前立法中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权利的设

定及如何解决地下空间利用权与地上地表其他权利的冲突仍存在明显的不足与

缺漏之处，地下空间的物权规则还远没有形成明确而清晰的制度性安排，针对城

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立法仍存在权利性质不清晰，权利冲突解决机制缺乏等缺

憾。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1、权利设定方面，地下空间民事权属的立法欠缺，导致民事法律权利义务

关系不清晰。18  

 

物权法 136条及其出台前后的各地方法规，对地下空间使用权的权利范围缺

乏明确标准，对地下空间权利与地表、地上既有权利的关系仅作原则性规定；这

导致新设定地下空间权利与地表既有权利人间有权利冲突之可能，但无现行法律

规范做解决冲突之依据。 

 

2、权利冲突解决方面，私法规范缺乏明确规定，公法调整存在天然不足。 

 

《物权法》第 136 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在土地的地表、地上或者

地下分别设立。新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本条

确立了分层建设用地使用权，但对于新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在先用益物权之

间的冲突解决规则之规定显然过于简略，不具有可操作性。19既然分层的建设用

地使用权被法律所承认，那么位于同一地块但占据不同空间的各建设用地使用权

及其他用益物权之间的相邻关系及权利可能产生的冲突，是必须考虑的问题。目

前，我国调整土地使用权的主要是行政法规等公法规范，而以公法来解决同一地

块不同空间的各用益物权的冲突问题只能停留在管理层面。实际上，地下空间利

用权与其他用益物权发生冲突，更多是平等民事主体间关于财产性利益的冲突，

而非行政主体与使用权人之间的垂直的管理关系。因此，公法调整权利冲突存在

                                                             
18

 邓少海、陈志龙、王玉北：《城市地下空间法律政策与实践探索》，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5 页。 
19

 王竹、李陈婷：《〈物权法〉用益物权制度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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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天然不足。 

 

3、行政管理以部门规章和地方立法为主要依据，这些规范性文件效力级别

较低，缺乏统一标准，造成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存在多头管理与无人管理并存的

矛盾。20  

 

一方面，目前各类地下工程因为其工程性质不同而由不同行政部门管理，例

如地下管道建设和一般地下工程建由各级建设委员会主管，而民防类地下工程由

各级民防办主管，一些市政工程又由市政工程局主管。多个管理部门无统一规划，

各司其职，造成管理体制的多头与无序。另一方面，如果不是地上地下一体开发

建设的地下工程，而是单建式地下工程，现行法规中又未明确应向哪个部门申请，

接受申请的部门又应根据什么规范性文件来核发规划许可，这些都是实践中不明

确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又面临着无人管理的困境。 

 

四、权利冲突现状 

 

根据前文对现行立法状况的梳理，目前大部分省市将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区分

为“结建”和“单建”两种形式。结建项目指结合地表建筑一并开发建设的地下

建设项目，在地下空间使用权的取得方式上，通常将地下空间连同地表作为一个

整体来确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单建项目是独立开发建设的地下建设项目，采取单

独批供地并单独办理的方式取得地下土地使用权，并进行登记发证。21由于结建

项目中权利主体同时享有地表地上直至地下一定空间的土地使用权，因此此类项

目中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与地上既有权利产生冲突的可能性较小。而单建项目中

由于地下空间使用权人与地上地表既有用益物权人非同一主体，导致各方权利人

很可能发生权利冲突。本文意在探讨在这种情形下，各方权利人可采取哪些措施

来避免或减少对自己造成的损害，以及在损害发生的情况下可通过何种方式进行

救济。笔者认为在目前立法对此类权利冲突之解决缺乏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对各

方权利人提供一些解决建议既有未雨绸缪之意，也有助于各方权利人对其合法权

益进行充分保护和救济。 

                                                             
20

 魏秀玲：《中国地下空间使用权法律问题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4 页。 
21

 参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若干意见》第三条第（二）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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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地法规文件的规定看，普遍将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权定位为地下空间建

设用地使用权或建设用地使用权（地下空间）。关于地下空间的权利性质，理论

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定其为一种新的，独立的永益物权，特点是与建设用

地使用权区分，独立存在；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所谓地下空间权利并非是一种新的

物权，只是由于对土地资源利用范围的扩大化而产生的土地使用权的新内容，对

原有土地使用权标的范围进行了扩张，并将此种扩张上升到法律确认的层面。22由

于本文主旨在于针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可能产生的权利冲突，向各方权利主体

提出一些可采取的措施建议，以期有助于权利人减少权利冲突带来的损害，因此

地下空间使用权的权利性质不是本文阐述的重点，对权利性质在理论上的争议不

再赘述。  

 

五、权利保护的探索与建议 

 

（一）地下空间使用权设立（出让）主体角度 

 

1、对于地下空间使用权的设立，只有土地所有权人可作为初始设立主体。 

 

在普通建设用地使用权中，土地所有权人只是将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附属

设施所占用的空间转移给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未利用的地下空间仍属于土地所有

权人所有。因此，土地所有权人有权设立地下空间权。至于已取得建设用地使用

权的权利主体将自己占有使用的空间转移给他人利用，不产生地下空间使用权，

而只能产生地役权、租赁权等权利。土地所有权人在规划设立单建式地下空间项

目时，应充分考虑地表、地上既有用益物权，避免设定与既有权利范围重叠的地

下空间权利。 

 

为明确地下空间权利行使的空间范围，目前的趋势是对地表地上及地下空间

权利人的权利范围进行立体化明确，防止新设定权利与既有权利在空间上发生重

叠。我国有的地方在出让土地时即采取此种方案，将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对空间享

有的权利通过出让土地的四至、建筑物的高度和深度加以确定，其中建筑物的高

                                                             
22

 王利明：《空间权：一种新型的财产权利》，《法律科学》200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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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根据规划确定；深度根据技术指标确定的建筑物的基底位置确定。也有学者提

出，应在一定级别的行政区划内，设立作为测量基准的原点，确定其经纬度和相

对于海平面的标高（即海拔），从而建立一个三维坐标体系。对每个建设用地区

分使用权，可用由多个在水平面的横坐标和纵坐标表示的顶点所形成的平面图，

以上限标高与下限标高之间的标高差作为高程，构成一个三维立体空间，以标示

其权利范围。对每项区分使用权的公示，则应当在登记簿上记载相应的平面图和

立面图，并载明相应的坐标，以便识别权利所及的边界，认定权利所涵盖的以体

积表示的空间。23确定范围之外的土地使用权仍属于国家，国家可以再次出让。24 

 

2、如何判断公共利益并在公共利益与私权利之间做出权衡。 

 

我国目前存在因公共利益设立地下空间权利、开建地下工程的情形。在此类

情形下，地下空间权利设立主体需要权衡公共利益与受其影响的既有私权，如何

判断公共利益并在公共利益与私权利之间做出权衡是值得权利设立主体谨慎考

虑的问题。 

 

笔者认为政府行政部门作为地下空间使用权设立的有权主体，首先应比较该

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相较是否为较大的利益。公共利益是为实现社会全体或一个

社群生存和发展所追求的利益，私人利益是个人为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追求

的利益。公共利益不是许多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公共利益的受惠主体是不特定

的。地下空间权利的设立主体还应当考虑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是否是必须的。公

共利益的实现可以采取多种手段和方式，如果采取其他可供替代的方法仍然可以

保证公共利益的就不应当采取对私人利益造成损失或造成更大损失的方法。25比

如，如果有可能通过其他工程的建设达到原本的目的，就不该以损害已有用益物

权为代价来设立新的地下空间使用权。 

 

如何判断公共利益并在其与可能影响的私权利之间权衡是一个大而艰深的

命题，笔者并不意在对其进行深入探讨。
26
简单说来，地下空间权利设立主体在

                                                             
23

 魏耀荣：《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的评析》，

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32359 （访问日期：2012 年 3 月 19 日）。 
24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

定》，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56 页。 
25

 郁雷：《公权利与私权利冲突之透视——由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4557 （访问日期：2012 年 3 月 19 日）。 
26

 对该问题的阐述，可参见袁曙宏：《“公共利益”如何界定？》，载《人民日报》2004 年 8 月 11 日第十三

版。 

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32359
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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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这一问题时，应以平等协商为基础，杜绝简单多数决，补偿应公平、市场化。

同样，对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和有权主体需要有关法律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明确。 

   

（二）地下空间权利人的角度 

 

1、对地下空间使用权进行确认登记，并对地下建（构）筑物进行产权登记。 

 

地下空间使用权作为一项用益物权，需要遵循物权变动的基本原则，对其产

生、变更及消灭的实施，通过一定公示方法向社会公开，从而使他人知道该用益

物权变动的情况，保护交易安全并避免他人权益受损。对于地下空间权利人来说，

只有确认登记的地下空间使用权，才具有物权法上的物权效力。地下空间权利人

如不进行土地使用权或地下建筑物产权登记，不利于明晰产权，保护自身权益，

因而地下空间使用权的确认登记对权利人来说十分重要。目前，我国各省市地方

法规对地下空间使用权及地下建（构）筑物的权属确认登记尚未形成统一标准。

目前各地的普遍做法为地下空间使用权的权属登记以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规范

为适用标准，地下建（构）筑物的权属登记以房地产登记方面的规范为适用标准。
27  

地下空间使用权因登记而发生效力，得到法律的确认，并由国家强制力加以

保护，一次对抗权利人以外的一切他人，包括该地块上在先用益物权人。地下空

间使用权产权因登记而得以向社会大众公开其产权状况，以使利害关系人周知，

保护利害关系人的了解权利，从而有效减少地下空间使用权与其他用益物权人之

间的权利冲突。若在先用益物权人对登记确认的结果有异议，可以通过合法的异

议程序，提出质疑并加以妥善解决。 

 

2、恰当行使权利，遵循基本义务。 

 

地下空间使用权人应当遵循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义务，减少时间、空间、方

式上对地表地上既有权利产生的妨害。例如，在单建项目中，地下空间使用权人

通常需要进行地下挖掘作业。在行使权利进行挖掘作业时，地下空间使用权人应

对该地块地表及旁侧的土地设立必要、足够的支撑，以保证地下和地表的安全。

                                                             
27

 参见《上海市城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审批和房地产登记试行规定的通知》第八条、《杭州市区地下空间

建设用地管理和土地登记暂行规定》第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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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如未能建立此类支撑，造成地表塌陷或者其他损害，就侵害了地表地上既有权

利人的利益，应当对既有权利人造成的损失按照《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承担侵

权责任。 

 

当然，地下空间使用权人也可引用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从来减轻或免除自

己的责任。按照《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免责事由一般仅限于受害人故意和

不可抗力。因此，受害人故意利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行为造成自己损害，应当

免除地下空间权利人的侵权责任。29如果地下空间权利人能够证明不可抗力是造

成损害的全部原因，也可以免除赔偿责任。30 

 

（三）在先用益物权人的角度 

 

1、参与设立程序 

 

在先权利人应当被允许参与所涉地块地下空间使用权的设立程序，对地下空

间权利将对其用益物权产生的影响提前做出判断或者提出异议，而不应被排除在

地下空间权利设立程序之外，仅仅在权利受侵害后被动的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

任。 

 

按照我国《物权法》的规定，在土地资源利用上，《物权法》实行了分层利

用的原则，即土地所有权人只是将土地上下一定范围的空间转移给普通建设用地

使用权人，对于没有转移给普通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土地空间，土地所有权人仍

享有所有权。因此，土地所有权人不必征得普通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同意即可设

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31  

 

但对于此问题，立法例上也有肯定的做法。例如，《日本民法典》第 269 条

之二第 2 项规定：“即使在第三人有土地使用或收益权利情形，在得到该权利或

者以该权利为标的权利者全体承诺后，区分地上权仍可予以设定。于此情形，有

土地收益、使用权利者，不得妨碍区分地上权的行使。”按照这种立法例，地下

                                                             
28

 杨立新：《地下挖掘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和具体规则》，《法学论坛》2010 年第 2 期。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九条，“因不可抗力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责任。法律另有规

定的，依照其规定。” 
31

 刘梅竹：《浅析〈物权法〉下的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

http://www.9ask.cn/blog/user/liumeizhu/archives/2010/108996.html （访问日期：2012 年 3 月 19 日）。 

http://www.9ask.cn/blog/user/liumeizhu/archives/2010/1089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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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权利的设立要征得其他土地使用权权利人的同意，此种安排可以有效减少其

他权利人与地下空间权利人在权利行使上发生的冲突。因此，笔者认为为协调地

下空间权利人与既有用益物权人之间的利益，减少各权利行使过程中的冲突，有

必要借鉴日本立法例，规定设立地下空间权利，应征得该地块既有用益物权权利

人的同意。 

 

2、与地下空间权利人设立地役权。 

 

在地下空间权利与该地块既有用益物权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与其在法律上界

定何者利益优先不如将选择权交于当事人自身——通过协商进而通过权利的自

我约束和补偿机制，务实地解决纠纷、化解矛盾。32因此，地下空间权利设立后，

既有权利人可与地下空间使用人设立地役权，对可能产生的权利冲突做出双方约

定，将权利冲突纳入到双方的控制范围内。 

 

我国《物权法》规定的地役权制度，不仅适用于“横向”不动产之间，也适

应于“纵向”的土地上下空间之间。33因此，地下空间也可以成为地役权的客体。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的权利人想提高自己土地的便利和效益，可以通过设

定地役权取得对他人土地的利用。在土地分层出让的情况下，不同层次的建设用

地使用权人之间首先应当适用相邻关系的规定。
34
如果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一方需

要利用另一方的建设用地，同样可以通过设定地役权来解决。既有权利人与新设

立的地下空间开发使用人建立地役权，有助于更好协调各自权利的行使，从而使

新设立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权，不损害地表及地上已设立的用益物权。 

 

六、权利救济探索 

 

（一）特殊侵权责任之承担 

 

地下空间使用权与地表地上在先用益物权发生权利冲突，发生了一方权利受

                                                             
32

 郁雷：《公权利与私权利冲突之透视——由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4557 （访问日期：2012 年 3 月 19 日）。 
33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

定》，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56 页。 
34

 同前注第 257 页。 

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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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的情形，另一方应当对此承担侵权责任，在双方有其他合同关系的情形下，也

可能承担违约责任。一般地，由于地下空间使用权与在先用益物权性质上均属于

物权，因而受侵害一方主要的权利救济手段包括请求对方排除妨害、对侵害的物

权标的恢复原状以及对造成的经济损失诉请赔偿。 

 

值得注意的是，《侵权责任法》在第 9 章关于高度危险责任的条文中，规定

了地下挖掘损害责任，这是一个新的特殊侵权责任。35众所周知，地下空间使用

权的行使多会涉及地下挖掘行为，因而地下空间使用权的行使对在先用益物权人

的人身或财产权利造成损害后，受害人完全可以考虑适用该条法律规定，请求地

下空间使用权人承担地下挖掘损害责任。由于这一侵权责任属于特殊侵权类型，

因此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受害人的举证责任较为简单，一般来说只需证明地下

挖掘人的行为对其造成了人身或财产损害即可以。 

 

（二）建立统一的管理组织 

 

如前文所述，我国目前地下空间利用的管理体制存在多头管理与无人管理并

存的矛盾和弊端。可以说，地下空间使用权在设立、行使过程中与在先用益物权

发生冲突可部分归结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分散式管理体制。因而，有必要建立

统一的管理组织，例如城市地下空间管理委员会，对城市地下空间利用进行一元

化管理。36  

 

这一组织不仅可弥补多头管理在地下空间使用权设立、行使过程中的不足，

也有利于建立地下空间权利人与地表地上在先用益物权人之间的权利协调与纠

纷解决常规机制。城市地下空间管理委员会对地下空间使用权的设行使进行管

理、协调和监督，委员会应当建立咨询、协商、信息共享、相关权利人评价等机

制，发挥决策、执行、监督的功能。地下空间使用权与其他在先用益物权发生权

利冲突时，该机构对冲突各方应承担协调义务，并可主持达成调解协议，以期为

此类权利冲突提供一个诉讼仲裁之外的常规解决机制。 

                                                             
35

 杨立新：《地下挖掘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和具体规则》，《法学论坛》2010 年第 2 期。 
36

 肖军：《城市地下空间利用法律制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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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 

 

城市地下空间的合理开发、利用对于整个社会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我

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于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的规定存在很大的空白之处。《物

权法》作为民事基本法律，确定了建设用地使用权可在土地的地表、地上及地下

设立，确立了地下空间使用权的用益物权的基本性质，但对于其独立性仍未予以

承认。同时，对于地下空间使用权与地表地上在先用益物权极有可能产生的权利

冲突，《物权法》及地方法规缺乏具体可操作的规定。 

 

笔者认为，立法应当尽快确认地下空间使用权是一种独立的用益物权，同时

充实该权利与其他用益物权发生冲突时的解决规则。在现行立法得以完善之前，

单建式地下空间开发项目中的权利设定主体、地下空间权利人及在先用益物权权

利人均可采取必要措施，以期减少权利间的冲突，保护自身权利，并对已造成的

损害通过多种方式寻求救济。 

 

 

 

 

                     

声明： 

1． 本文系中伦律师事务所土地投资团队知识整理成果系列之一，参与知识整理与本文编撰的人员包括：

朱茂元律师、穆耸律师、李佳新律师、杜亚雄律师。 

2． 感谢实习生刘侃同学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所提供的协助。 

3． 本文引用和参考了国内外诸多学者和专家的著作和论述，且在本文中均有详细标注。在此，我们向本

文所引用和参考的著作、论述之作者表示感谢。 

4． 本文引用的所有案例均通过公开渠道检索获得，且在本文中均有详细标注出处，特此说明。 

5． 本客户通讯所载信息仅作一般参考，在任何意义上不可视作律师向客户提供的法律意见或者建议。对

于任何因信赖本客户通讯而采取的行动，中伦律师事务所不负任何责任。 



中伦律师事务所                                                                      客户通讯 
 

 

 
 

朱茂元  资深合伙人律师 

朱茂元律师，持有中国律师资格。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获授法学学

士学位。于 1992年—1993年在北京市建工学院进修建设工程管理课程。

曾任两届北京市律师协会房地产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现任第八届北京律

师协会房地产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自 2005年起受聘任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自英国权威的法律评级机构 Chambers and 

Partners 于 2008年开始对亚洲法律服务机构进行评级以来，钱伯斯连续五年将中伦所房地

产业务排名在第一级别，朱茂元律师也一直被推荐为“房地产业务领域第一级别律师”。 

穆耸  合伙人律师 

穆耸律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获授法学学士学位。自 2002年加入

中伦律师事务所，一直在房地产部执业。穆耸律师持有中国律师资格。

穆耸律师主要执业领域为：土地投资（土地一级开发、土地成片开发、

新城开发、城市改造以及城市更新）、房地产项目并购及交易、土地及房

地产投资纠纷处置、房地产私募股权投资（PE）以及房地产项目开发综合法律服务。2005 年

1 月－6 月，穆耸律师受律师事务所指派参加全国律协“青年律师培训计划”，在英国路伟律

师事务所（LOVELLS）北京办公室实习。2010 年，穆耸律师担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土地法律专

业委员会委员。2010 年，穆耸律师受聘成为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委员。2011

年和 2012 年，英国法律权威评级机构 Chambers and Partners 均将穆耸律师列为中国地区房

地产法律服务领域推荐律师之一。 

李佳新  资深律师 

李佳新律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先后获法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

2005 年 7 月加入中伦律师事务所，在北京办公室房地产与金融部执业，

李佳新律师持中国律师资格。李佳新律师主要执业领域为：土地投资（土

地一级开发、土地成片开发、新城开发、城市改造以及城市更新）、房地

产项目并购交易及房地产开发综合法律服务。李佳新律师正在为中信汕头滨海新城项目、中

建七局郑州经开区新城开发项目、中粮北京房山农业生态谷项目以及罗斯洛克集团天津罗斯

洛克国际金融中心项目提供法律服务，具有丰富的土地投资及房地产开发项目经验。 



中伦律师事务所                                                                      客户通讯 
 

 

 
 

 

 

      北  京   

中国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甲 6 号 SK 大厦 36-37 层  

电话：+86 10 5957 2288  传真：+86 10 6568 1022/1838 

上  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 0 0 号中银大厦 1 1 楼        

电话：+86 21 5037 2668   传真：+86 21 5037 2678 

深  圳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 号荣超中心 A 栋 10 楼       

电话：+86 755 3325 6666  传真：+86 755 3320 6888 

广  州   

广州市东风中路 4 1 0 号时代地产中心 1 1 0 1 室          

电话：+86 20 8348 7383   传真：+86 20 8348 7380 

武  汉     

武汉市建设大道 568 号新世界国贸大厦 I 座 17 楼      

电话：+86 27 8555 7988 传真：+86 27 8555 7588 

成  都 

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480 号拉德方斯大厦东楼六层 

电话：+86 28 8591 6999 传真：+86 28 8591 6699 

香  港    

香港中環夏愨道 10 號和記大廈 8 樓 801 及 802 室          

电话：+852 2530 1680  传真：+852 2530 1101 

东  京    

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纪尾井町 3-12 纪尾井町大厦 6 层  

电话：+81 03 3288 8791  传真：+81 03 3288 8795 

 

 

h t t p : / / w w w. z h o n g l u n . co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