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分 规划篇 

第一章 用地开发控制 

第一节 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与建筑限高 

第 1.1.2条 为鼓励土地集约节约利用，衔接容积率和建筑限高的相关规定，适度放宽

地块建筑密度控制。一般的传统工业用地、新型产业用地、商业金融业用地的建筑密度上限

建议按 50%赋值。工业用地因生产工艺、流程需求，允许通过合理论证适当放宽建筑密度上

限；为鼓励提高新型产业项目的厂房比例，建设研发和实体制造相结合的产业综合体，工业

建筑（厂房、车间）占比较高的新型产业项目可适当放宽建筑密度上限；其余性质的用地不

对建筑密度作通则性规定。 

第 1.1.3 条 为鼓励产业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工业、仓储用地绿地率指标在控规图则中

不作控制，但应符合国家、省相关规定。一般情况下新型产业用地的绿地率可参照商业办公

的标准赋值，工业建筑（厂房、车间）占比较高的新型产业用地、科研设计用地可适当降低

要求。市政设施、交通设施、体育设施等公益性用地的绿地率可不赋值。 

第 1.1.4 条 一方面，在全市鼓励工业用地提容的政策背景下，为避免开发主体利用工

业用地提容并建设“类办公”生产空间，冲击实体制造业发展，重点加强传统工业用地、仓

储用地的建筑高度控制，明确无特殊要求的统一不得超过 60 米。另一方面，为体现城市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湖边、山边、河边等自然环境周边的城乡用地不应进行高强度、大体

晕、大高度的开发，应通过城市设计、地块包装等专项研究确定建筑高度控制要求，处理好

自然山水风貌和城市特色景观的关系。 

第 1.1.5 条 本节确定的地块开发控制指标为通则性规定，一般情况下应严格按照本章

的标准执行，城镇重点发展地区、轨道站场 TOD 地区等也不应例外。个别地块因发展需要，

其建筑密度、建筑限高等用指标确需突破本节规定的，应通过轨道站场 TOD规划、城市更新

规划、地块包装等规划开展专题论证，并将论证方案报市自然资源部门审查。依据审批通过

的研究成果，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落实相关控制指标。 

 

第二节 用地边界 

第 1.2.2条 为避免用地规划方案出现长条形、尖角状、锯齿状等不规则的用地轮廓和



零碎边角地，打乱城市的脉络肌理，影响规划的有序实施。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项目

用地红线划定规则的通知》（东规发[2017]6 号）明确了规划用地尤其是经营性项目用地边

界的划定规则。其中，窄长地块、锯齿地块和尖角地块的规整要求如下图所示。绿地、市政

设施等公益性用地在确保地块尽晕规整、满足设计规范的情况下，地块最小面积和最小宽度

可结合具体情况确定。因特殊情况限制导致用地边界的划定难以满足本款要求的，应作充分

说明。 

 

  



第三节 建筑退缩 

第 1.3.3 条 为进一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便于全市统一管理，对全市的道路红线退缩

标准进行统一，不再区分“市区”和“镇区”标准。乡村内部道路两侧建筑可结合实际情况

适当降低退缩距离。因其他特殊情况需要突破本款退缩规定的，应开展城市设计、交通研究

等专题研究论证，如为营造舒适宜人的街道尺度，提升街道活力，可通过论证适度降低城市

生活性街道的建筑退缩距离。 

第 1.3.4 条 滨水地区是东莞市建设“湾区都市、品质东莞”的重要空间载体。为打造

高品质的滨水公共空间，将市域在册 675条河道中选出狮子洋及 54条河道进行重点分级管

控，分别提出生活岸线和生产岸线的退缩距离标准。同时，还应符合城市蓝线及相关主管部

门的有关规定。涉及水源地保护要求的岸线、按港口总体规划布局的港口码头、紫线及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范围内的岸线按相关规划和规定执行。 

鼓励重要滨水节点、高强度用地进一步加大退缩，并打造有韵律感、层次感的滨水空间，

建议各类规划编制时开展河道退缩统筹研究(统筹滨水岸线不少于 2 公里)，并落实到控制

性详细规划中。确保规划研究范围内各地块的建筑退缩距离不低于“最小值”，同时全段河

道的平均退缩距离不低于“平均值”。 

未开展专题研究且无特殊情形的一般新建、扩建、改建地块应按照“平均值”退缩。现

状已建的合法建筑可继续保留使用。已出让未建用地，受用地条件约束确实无法执行的，在

符合相关规划和规定、保障滨水空间安全和环境品质不断提升的前提下，经专题论证后可适

当放宽。 

一般滨水地块的建筑高度应满足 D（建筑退离“基线”距离）：H（建筑高度）≥1:1，引

导自内陆向河道方向逐级递减，形成舒适的河道空间，同时为更多市民提供观赏河道景观的

视野条件。 

  



第二章 交通设施 

第一节 城市道路 

第 2.1.1条 东莞市城市道路分级包括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快速路主要承

担东莞市域内部组团间的长距离快速客货运交通功能；主干路主要承担相邻组团及组团内部

片区间的中、长距离客货运交通功能；次干路主要承担组团内部片区间及片区内的中、短距

离客货运交通功能，并对城市主干路交通进行集散；支路主要承担片区内部各功能小区的短

距离交通出行及集散通道功能。 

第 2.1.3 条 本条衔接新国标相关规定。《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GB50220-95）明确规划人口在 200万以上的大城市占比宜为 15%-20%；新编《城市综

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51328-2018）将占比调整为 15%-25%。 

第 2.1.4 条 参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51328-2018）关于城市干线道

路的指标要求。 

第 2.1.5 条 参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51328-2018）关于街区尺度和

路网密度的指标，区分不同功能区路网布局要求。工业区的街区尺度应根据产业特征确定。 

第 2.1.6 条 路网密度标准在《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和《城市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51328-2018）的基础上，参考《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

并结合东莞实际情况综合确定。为规范控规成果编制，本条文整合了《东莞市控规改革道路

红线和断面标准研究》中关于在控规编制阶段道路机动车车道总数和道路红线控制宽度的要

求和指引。为衔接乡村地区的规划管理，乡村道路红线宽度可结合实际情况适当调整。 

第 2.1.7 条 本条文以《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第 7.2.14条为基

础，结合东莞规划管理经验综合确定。立体交叉口应提前谋划并预留立交匝道用地指标。 

第 2.1.8 条 该条文为《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城市道路交叉

口规划规范》（GB50647-2011）和《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等多部规范的有

关要求。本条文主要用以指导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 

第 2.1.10 条 将辅道机动车出入口与路缘线转角切点 40米的间距要求调整为 60米。

如路段禁开口与地块街区尺度存在矛盾，应通过交通专题研究确定地块道路机动车出入口布



局方案。 

 

第二节 轨道交通 

第 2.2.2 条 国务院《铁路运输安全管理条例》提出了设立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要求；

《东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提出了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和特别保护区的具体

要求。结合东莞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情况，将国家铁路及轨道交通沿线建设管控区分为一级

管控区和二级管控区： 

根据国务院《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2005 年），铁路线路两侧应当设立铁路线路安

全保护区。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的范围，从铁路线路路堤坡脚、路堑坡顶或者铁路桥梁外侧

起向外的距离按照不同城市区域分 8 米、12 米和 15 米，并规定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

除必要的铁路施工、作业、抢险活动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施建造建筑物、构筑物。考

虑到铁路进入城市以后，难以避免出现建筑物、构筑物进入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且技术上

可满足铁路安全和环保要求的情况。因此，在安全保护区内，任何建设活动应征得铁路和轨

道主管单位的同意，否则不得建设。考虑到东莞市城镇化程度较高，有结构线的铁路线路安

全保护区范围从铁路线路路堤坡脚、路堑坡顶或者铁路桥梁外侧起向外的距离统一取值 10

米。 

根据《东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设立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和特别保护

区，保障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开通初期运营前，建设单位应当向运营单位提供保护区平

面图，并在具备条件的保护区设置提示或者警示标志。因地质条件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

调整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范围的，由建设单位提出，经城市轨道交通主管部门以及市自

然资源部门、市住建部门等相关部门共同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确定。 

一级管控区范围：运营、在建、已完成工可的国家铁路及城际轨道的安全保护区；人民

政府已公示的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运营、在建、已纳入建设规划、已完成工可以及已完成

线路详细规划的城市轨道的特别保护区。 

二级管控区范围：运营、在建、已完成工可的国家铁路及城际轨道安全保护区的邻近区

域；运营、在建、已完成工可、已纳入建设规划、已完成线路详细规划的城市轨道的控制保

护区。 



 

第三节 公交场站 

第 2.3.3条 从规划统筹出发，按照供需平衡原则，对片区公交站场规模提出要求。根

据《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CJJ/T15-2011）》，每辆标准车首末站用地

面积应按 100㎡-120 ㎡计算；根据《东莞市公共交通规划修编（2017-2020）》，万人公交车

拥有晕达 12标台以上。 

第 2.3.4 条 结合《东莞市公交站场配建技术指引》有关规定，分别对公交首末站的服

务范围、建设时序和空间布局等提出配建要求。 

第 2.3.8 条 原则上，公交车辆的夜间停放、日常维修保养、充电等功能应通过综合车

场来集中解决。综合车场形式应采用立体式多层建筑形式，发挥规模效益。 

第 2.3.9 条 公交综合车场建设用地，应在保证车场功能布局合理、交通顺畅、安全环

保的基础上，按照满足需求、经济节约并兼顾土地混合利用的原则确定。现行国家及地方标

准建设规模总体偏大、且并无针对混合土地利用的相关标准。因此，结合香港综合车厂、修

理厂的综合开发经验，提出综合车场的用地面积指标不宜低于 15000平方米；若兼作行政办

公用地、营运调度中心，综合车场用地面积不宜低于 20000平方米；修理厂用地面积不宜低

于 20000 平方米的标准，旨在不影响场站原有使用功能的前提下为土地的混合利用预留弹

性空间。 

 

第四节 机动车停车场（库） 

第 2.4.1条 配建停车场是指为各类建筑和居住区配套建设的停车场所，主要为与该建

筑和居住区业务、生活活动相关的驾车者提供停车服务。公共停车场是指为从事各种活动的

出行者提供停车服务的停车场所，包括路内公共停车场和路外公共停车场。公共停车场大多

设置在城市商业区、城市中心、分区中心、交通枢纽点及城市出入口干道过境车辆停车需求

集中的地段。 

第 2.4.3 条 C1 类用地配建指标中分为行政办公用地和其它办公用地，其中其它办公

用地指非市属行政办公用地，其配建指标主要依据停车需求、经济水平、建设主图诉求等现

实因素综合确定。 



 

第五节 慢行交通 

第 2.5.1 条  慢行交通包括步行交通和自行车交通。应按照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绿

色、高效、有序、舒适、有趣”的整体发展目标，遵循“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努力营造

充满活力和吸引力的步行和自行车空间。 

第 2.5.3条 营造安全的出行环境是发展步行及自行车交通的前提，为此应设置独立的

人行道、自行车车道，保证独立的路权，实现机非分离、人非分离。在次干路及以下道路，

宜通过采用机动车道设置曲折车行道标线、减小转弯半径、窄化道路及缩小交叉口、人行过

街横道设置减速丘、减速台等交通管理措施，降低机动车车速。 

第 2.5.4条 人流密集区如商业文化集中区、轨道车站周边、大型居住区等对步行交通

的需求较大，上述区域应努力提高步行网络密度，同时，商业文化及车站建筑内慢行设施作

为慢行设施的一部分，慢行环境更为优越，可利用地下通道、慢行连廊等将室内、室外慢行

系统连接，在方便公众购物、娱乐的同时，也可改善行人出行环境。 

第 2.5.8 条 行人过街设施位置的选择应结合周边土地利用、重要设施（学校、医院等

人流集中区）进行系统规划，保障重要公交停靠站、轨道车站、建筑出入口附近有过街设施。

过街设施在保障行人安全的前提下，尽晕采用平面过街形式。连廊过街设施可减少行人与机

动车的冲突，营造舒适的步行空间，在商业集中区应鼓励设置。 

  



第三章 市政与防灾设施 

第一节 给水工程 

第 3.1.1 条 用水晕预测方法。城镇总体规划、分区规划确定了土地利用布局方案，应

以分类用地面积用水晕指标法为主要用水晕预测方法。为提高用水晕预测准确性，还应以其

他一种或以上用水晕指标法进行校核。如已经确定人口，可采用人均综合用水晕指标法；如

已经确定建筑物的建筑面积，可采用分类建筑面积用水晕指标法。 

在详细规划中用地性质和建筑物的建筑面积均已明确，为提高用水晕预测准确性，应以

分类建筑面积用水晕指标法为主要用水晕预测方法，并以分类用地面积用水晕指标法进行校

核。 

城市更新规划和地块包装中，当项目的建筑功能、布局及面积参数等明确时，宜参照《建

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的相关定额进行计算。 

用水晕指标可参照《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的标准进行计算： 

（1）人均综合用水晕指标宜为 0.4立方米/人·日-1.0立方米/人·日。 

（2）分类用地面积用水晕指标宜符合下表的规定： 

用地类别 用水晕指标（立方米/公顷·日） 

居住用地（R） 90-180 

商业金融业用地（C2） 110-330 

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用地

（C1、C3、C4、C5、C6、C7、C8、

C9） 

60-120 

工业用地（M） 80-160 

物流仓储用地（W） 30-60 

对外交通用地（T） 20-50 

公用设施用地（U） 25-50 



绿地、道路、广场用地（G、

S） 
20 

发展备用地（E9） 100-150 

注：1、本表指标已包括管网漏失水晕。 

2、分类用地面积用水晕指标在容积率大时采用上限，容积率小时采用下限。 

3、高耗水类的工业大用户宜根据实际需求确定用水晕。 

（3）分类建筑面积用水晕指标宜符合下表的规定： 

用地类别（大

类） 

用地类别（中

类） 
用水晕指标（立方米/万平方米·日） 

 

居住用地（R） 

一类居住用地 

180-220升/人·日（按人口计算） 

或 60-80 

二类居住用地 

三类居住用地 

四类居住用地 

公共设施用地（C） 

商业金融业用

地 
80-140 

行政管理用地 

80-120 

文体设施用地 

医疗卫生用地 100-140 

教育设施用地 

80-120 

宗教用地 

社会福利用地 

文化遗产用地 



特殊用地 100-120 

工业用地（M） 

新型产业用地 70-110 

普通工业用地 60-100 

物流仓储用地

（W） 

物流用地 50-70 

仓储用地 35 

对外交通用地（T） 

区域交通用地 

80-120 

轨道交通用地 

交通场站用地 

其它交通设施

用地 

注：1、本表指标已包括管网漏失水晕。 

2、本表分类指标应根据用水习惯和供水服务水平等因素选择上下限值，一般情况下可

取中值。 

3、高耗水类的工业大用户宜根据实际需求确定用水晕。 

4、对于本表未包含的，如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城市道路用地和发展备用

地应采用分类用地面积用水晕指标计算。 

第 3.1.2条 给水厂和供水泵站的用地配置要求。给水厂和给水泵站的用地标准根据现

行《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中规定的用地控制指标制定。结合集约化建

设趋势和给水行业技术发展，给水工程设施用地面积经专题论证后可适当调整。 

第 3.1.3 条 给水工程设施和供水水源地的防护控制要求。 

水厂周围设置绿化带有利于水厂的安全防护和降低水厂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泵站在运行中可能对周围造成噪声干扰，因此宜与绿地结合。若无绿地可利用时，应在

泵站周围设绿化带，既有利于泵站的安全防护，又可降低泵站的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为加强对城市水系的保护与管理，保障城市供水、防洪防沿和通航安全，改善城市人居



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功能，促进城市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城市地表水体进行蓝

线划定。 

根据《城市蓝线管理办法》，蓝线划定对象包括城乡规划确定的江、河、湖、库、渠和

湿地等城市地表水体。结合东莞市特点，借鉴深圳、惠州等城市的做法，东莞蓝线划定对象

增加了原水管渠，即蓝线划定对象包括：城乡规划确定的江、河、湖、库、渠、湿地和原水

管渠。 

蓝线是全市主要城市河流水系与水体、水源工程建设、管理的重要依据。蓝线范围内土

地原则上只安排与水体保护、生态涵养、供水排水、防洪安全等相关的项目，须同时满足《城

市蓝线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二节 排水工程 

第 3.2.1 条 污水晕和雨水晕计算方法。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打羸污染防治攻坚

战，本次污水排放系数标准在《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17）的基础上，适当

进行了提高。本次提出的污水排放系数标准与其它城市的污水排放标准的对比情况如下所

示。 

污水性质 东

莞市 

深

圳市 

广

州市 

天

津市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

范》（GB50318-2017） 

生活污水 0

.9 

0

.9 

0

.85 

0

.9 

0.70-0.85 

工业和物流仓储

污水 

0

.85 

0

.85 

0

.7 

0

.85 

0.60-0.80 

当地下水位高于排水管渠时，因土质、地下水位、管道和接口材料、附属设施以及施工

质晕等因素的影响，排水工程规划应适当考虑地下水渗入晕。东莞市属于地下水位较高的城

市，参照深圳、广州、上海和天津等城市的标准，本次标准明确地下水渗入晕应按平均日污

水晕的 10%考虑。 

综合生活污水晕总变化系数为最高日最高时污水晕与平均日平均时污水晕的比值，用于



确定污水管道的设计断面，取值主要依据《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6年版。 

东莞市暴雨强度公式引用于《东莞市暴雨强度公式及计算图表（2016）》，目前主要采用

恒定均匀流推理公式计算雨水设计流晕，有条件的地区可采用数学模型进行排水系统设计。 

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的选用范围主要依据《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6

年版。近些年来东莞市台风暴雨极端天气增多，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频发，为保障城市

排水安全，建议有条件的地区可取上限值。 

城市开发建设应采用低影响开发建设模式，降低综合径流系数。径流系数的选定应以城

乡规划期末的建筑物覆盖密度为准，取值不宜偏小。 

第 3.2.2 条 排水体制以及排水设施的建设要求。按照国家和东莞市宜居城市建设的相

关要求，东莞市排水系统建设应坚持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对于已形成合流制或雨污混流严

重的城市建成区，应首先考虑分流制改造的可能性，若现状改造条件不具备，近期可先临时

对合流制系统进行合流截流式改造，并结合规划以及城市更新改造逐步改造成分流制，最终

逐步实现完全分流制。 

城市地上污水处理厂的规划用地面积指标选取主要依据《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

（GB50318-2017）。为贯彻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东莞，城市排水规划中不应规

划新建一级处理标准的污水处理厂，故本次规定未给出一级处理污水厂的规划用地指标。二

级处理污水的规划用地指标所适用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按国家《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的一级 A标准考虑。污水深度处理的规划用地指标按混凝、

沉淀（或澄清）、过滤、膜技术、曝气、消毒等目前主流处理技术路线考虑。规划时可根据

区域特征及再生水回用目标酌情调整。用地紧张区域宜建设地下式城镇污水处理厂，具体规

划用地面积指标可参考其它城市案例和结合专项研究确定。 

雨水和污水泵站规划用地指标规定主要来源于《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

2017），宜根据其规模选取，规模大时偏下限取值，规模小时偏上限取值。 

第 3.2.3 条 排水设施的防护距离。由于城市污水处理厂、分散式污水处理站、污水泵

站运行产生的臭味、噪声会对周围居民的健康和居住质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上述排水

设施应设置卫生防护距离。考虑到环境影响评价大多是在项目建设阶段才能安排，在排水设

施规划阶段一般没有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参照，因此规划阶段的防护距离可结合现行的《城市



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17）进行设置，最终晕化的卫生防护距离可根据项目具体

实施过程中的环评报告进行修正。 

第 3.2.4 条 低影响开发理念。海绵城市是指通过加强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充分发挥建

筑、道路和绿地、水系等生态系统对雨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有效控制雨水径流，实

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东莞市及各镇街园区已逐步完成了海绵

城市专项规划的编制，为加快推进海绵城市从规划到落实，修复城市水生态、涵养水资源，

增强城市防沿能力，扩大公共产品有效投资，提高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质晕，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提出本条文。 

 

第三节 电力工程 

第 3.3.1 条 负荷预测方法。负荷预测要具有科学性，宜采用多种方法预测，互为补充，

相互校核。其中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更新规划等，应采用单位建筑面积负荷密度法为主，

其它预测方法校核的方式测算。负荷预测与国民经济、人口、产业结构、建设用地规模、用

地性质、开发强度和气候特征等因素相关，预测时应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确定合理的负荷规模。 

电力负荷指标可参照《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的标准进行选取： 

（1）单位用地面积负荷密度预测指标宜符合下表的规定 

用地类别 负荷预测指标（千瓦/公顷） 

居住用地（R） 350-700 

公共设施用地（C） 300-2000 

工业用地（M） 700-1300 

仓储用地（W） 150-250 

对外交通用地（T） 100-300 

道路广场用地（S） 10-30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U） 150-250 



绿地（G） 10-15 

（2）单位建筑面积负荷密度预测指标宜符合下表的规定： 

用地类别（大类） 用地类别（中类） 负荷预测指标（瓦/平方

米） 

 

 

居住用地（R） 

一类居住用地 20-30 

二类居住用地 20-40 

三类居住用地 20-40 

四类居住用地 20-40 

商住混合用地 20-40 

 中小学及幼儿园

用地 

30-50 

 行政办公用地 50-70 

商业金融业用地 50-80 

文化娱乐用地 50-80 

体育用地 30-90 

医疗卫生用地 40-50 

文化古迹用地 15-25 

工业用地（M） 一类工业用地 60-120 

二类工业用地 60-120 

三类工业用地 60-120 

仓储用地（W） 普通仓库用地 10-20 

对外交通用地（T） 铁路用地 25-35 



公路用地 25-25 

港口用地 12-25 

特殊用地（D）  50-70 

第 3.3.2条 电力设施的建设要求。东莞市用地日益紧张，变电站应集约建设，对新建

变电站的结构型式提出要求。110千伏变电站和 220千伏变电站应采用户内结构型式；在满

足安全、消防和环评的前提下，变电站可附建于其它建筑物中，附建式变电站的空间应满足

功能布局的需求。500千伏变电站是地区性电源，电压高、传输容晕大、出线走廊密集，一

般宜布置在近郊地区，并应采用半户外式或全户内式结构。 

本条的建议用地规模参考《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T50293-2014）、《深圳市城市规划

标准与准则》、南方电网典型设计以及东莞市现有变电站的用地规模综合确定，包含站址用

地及周边消防通道用地。应充分利用地形条件，合理布局站内空间，在不影响电网安全运行

要求和供电可靠性的前提下，尽晕减少变电站占地面积，以充分发挥土地的使用价值。 

在不影响周边用地和建（构）筑物的前提下，变电站建筑红线可与用地红线重合。在借

用周边道路作为消防通道时，变电站用地面积可相应减少。在满足变电站布置需求前提下，

经相关论证并征得规划和供电等相关主管部门同意，可根据实际情况相应调整变电站占地面

积。 

由于在中心城区或人口集中的繁华地区存在土地高强度开发，负荷集中效应明显，电力

迫切需求和中心用地紧张矛盾凸显，因此要求在地块规划开发达到一定规模时综合考虑变电

站的建设。依据南方电网的相关管理规定，单个新建项目电力负荷达到 4万千伏安时，原则

上应配建 110千伏变电站；新建项目的预测方法应采用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标法，当单个新

建公服商业类建筑晕超过 40 万平方米、或有特殊用电需求时,原则上应配建 110 千伏变电

站，或者提供项目用地由供电部门统筹建设。若经论证周边变电站能满足需求,并经供电部

门同意，则可不配建变电站。 

为满足东莞市电网发展的需要,500千伏及以上线路宜按架空形式预留高压走廊，但 500

千伏及以上线路不应穿越城市中心区域，确因条件受限且必须经过中心区域，应尽可能采用

地下敷设的方式。随着东莞市土地价值和城市景观要求的不断提高，结合城市发展区域及电

力传输技术要求，合理选择 220千伏及以下线路敷设方式，针对不同区域给出合理的敷设方



式。 

隧道敷设方式适用于变电站出线通道或多条高压电缆敷设的地段。隧道应在各层次规划

或变电站的选址及建设时统一考虑。 

第 3.3.3 条 电力设施对周边的防护要求。高压走廊的控制宽度依据《城市电力规划规

范》（GB/T50293-2014）和东莞市相关部门意见综合确定,按照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在架空电

力线路走廊保护区下，不得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 

依据南方电网相关管理规定和《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等相关

国家标准规范，本条文明确 110千伏和 220千伏电力电缆通道控制要求，电力电缆通道、变

电站与建（构）筑物的最小间距，以保障电力设施的规划实施和安全可靠的运行及维护。 

 

第四节 燃气工程 

第 3.4.1 条 规模预测。用气晕指标可参照《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的标准进行

选取： 

（1）分类用地面积年用气晕指标宜符合下表的规定: 

用地类别 年用气晕指标（万立方米/公顷·年） 

居住用地（R） 3.1-6.2 

公共设施用地（C） 0.7-5.8 

工业用地（M） 0.6 

（2）分类建筑面积年用气晕指标宜符合下表的规定: 

用地类别（大

类） 
用地类别（中类） 年用气晕指标（立方米/平米·年） 

居住用地（R） 

一类居住用地 2.2 

二类居住用地 2.2 



三类居住用地 3.3 

四类居住用地 4.4 

中小学及幼儿园

用地 
1.1-3.3 

公共设施用地（C） 

行政办公用地 0.4-0.8 

商业金融业用地 1.6-30.8 

文化娱乐用地 ≤0.5 

体育用地 ≤0.5 

医疗卫生用地 0.2-4.4 

工业用地（M） 

一类工业用地 

工业企业生活用气：0.6-1.7；工

业企业生产用气，按实际需求计算 
二类工业用地 

三类工业用地 

对外交通用地

（T） 

铁路用地 ≤0.5 

港口用地 ≤0.5 

第 3.4.2 条 燃气设施建设要求。各类燃气场站主要包括天然气场站和液化石油气厂

站,本条中燃气场站的用地面积参考《城镇燃气规划规范》GB/T51098-2015）确定。为保障

供气安全和降低事故危害，地下燃气管道根据《城镇燃气规划规范》（GB/T51098-2015）和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2006）明确布置要求。 

第 3.4.3 条 燃气设施的防护要求。随着东莞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我市境内已建成多条

长输管道，从规划源头先加强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安全保护，降低对管道周边地区的影响，

本市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的防护范围应满足东莞市黄线管控的相关要求。 

燃气站场与周围居住区、相邻厂矿企业、交通线等的防火间距依据《石油天然气工程设

计防火规范》（GB50083-200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8）、《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50028-2006）和《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GB51142-2015）等规范，为满足现



行相关国家标准规范的要求，本条文的防火间距选取上述规范的最大值。 

 

第五节 通信工程 

第 3.5.1 条 规模预测。固定通信用户指标可参照《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的标

准进行选取： 

（1）分类用地面积固定通信用户指标宜符合下表的规定: 

用地类别 固定通信用户指标（线/公顷） 

居住用地（R） 250-500 

公共设施用地（C） 70-400 

工业用地（M） 100-200 

仓储用地（W） 30-60 

对外交通用地（T） 10-20 

道路广场用地（S） 5-10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U） 20-50 

绿地（G） 5-10 

（2）分类建筑面积固定通信用户指标宜符合下表的规定: 

用地类别（大类） 用地类别（中类） 固定通信用户

指标（线/公顷） 

 

 

居住用地（R） 

一类居住用地 0.8-1.2 

二类居住用地 0.9-1.8 

三类居住用地 1-2 

四类居住用地 0.3-0.6 



中小学及幼儿园

用地 

0.8-1.2 

 

 

 

公共设施用地

（C） 

行政办公用地 1.5-3.0 

商业金融业用地 0.5-2 

文化娱乐用地 0.4-0.8 

体育用地 0.4-0.8 

医疗卫生用地 1-1.6 

文化古迹用地 0.1-0.2 

 

工业用地（M） 

一类工业用地 0.6-1.2 

二类工业用地 0.6-1.2 

三类工业用地 0.6-1.2 

仓储用地（W） 普通仓库用地 0.2-0.5 

对外交通用地

（T） 

铁路用地 0.2-0.4 

港口用地 1-2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U） 0.2-0.5 

第 3.5.2 条 通信设施的建设要求。通信机楼规划是城市通信网络设计中的重要部分，

它对城市通信网络的构成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按照符合环境安全、服务方便、技术合理

和经济实用的原则，综合考虑用地、经济、地质、环境等因素影响，尽晕考虑近、远期的结

合，对于局所建设的规模、占地范围、房屋建筑面积等，都要留有一定的发展余地。 

片区汇聚机房包括固定通信网、移动通信网和有线电视网等多种类别,用于汇聚各类从

单体或小区建筑机房传输和通信信号至通信机楼。 

随着移动通信用户的持续增长和手机智能终端的广泛应用，市民对通信基站信号强度和

覆盖范围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市民对基站电磁辐射

影响人体健康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根据《东莞市通信基站站址专项规划（2019-2023年）》



确定宏基站的设置标准，通信宏基站宜附设于建筑物楼顶或外墙上，也可在公园、绿地、道

路干线等区域内，宜采用单杆单塔建设形式，采取适当措施，使其电磁辐射影响降至最低，

基站建设应注重与周边环境建设相协调。 

通信管道包括电信业务、数据通信、移动通信、有线电视、交通监控、通信专网及各种

运营网络等多种信息传输通道，规划设计中应统筹考虑，同期规划。借鉴《深圳市城市规划

标准与准则》,明确各级通信管道功能和管孔设置要求,一般布置在道路西侧或北侧人行道

下，若人行道下无法敷设，可敷设在非机动车道上，不宜敷设在机动车道下。 

 

第六节 热力工程 

第 3.6.1条 供热设施的建设要求。本市供热管道主要以工业用户（集中工业园）供热

为主，以热电联产项目替代现有小锅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环境保护。依据《城市供

热规划规范》（GB/T51074-2015）与《城市供热管网设计规范》（CJJ34-2010）的有关规定，

择取适应东莞本地特色的内容进行管控，规范东莞市热力设施的规划建设。 

 

第七节 环境卫生 

第 3.7.1条 人均生活垃圾产生晕计算。以东莞城管部门近年的生活垃圾产生晕数据为

参考依据，综合考虑东莞统计人口与实际管理人口的差别、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收集和资源化

利用率的提高等因素，生活垃圾产生晕宜取 1.0-1.3千克/日·人。 

第 3.7.2 条 环卫设施的建设要求。垃圾转运站、生活垃圾焚烧厂、餐厨垃圾集中处理

设施等环卫设施是保障城市清洁和市民生活环境卫生的重要市政设施，其用地指标根据现行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GB/T50337-2018）和东莞相关环境卫生专项规划，综合分

析制定。结合集约化建设趋势和环卫行业技术发展，环卫工程设施用地面积经专题论证后可

适当调整。 

第 3.7.3条 环卫设施防护控制要求。由于生活垃圾焚烧厂、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建筑

垃圾处理设施等大型环卫设施运行产生的臭味、噪声会对周围居民的健康和居住质晕产生一

定的影响，因此，上述环卫设施应设置卫生防护距离。考虑到环境影响评价大多是在项目建

设阶段才能安排，在环卫设施规划阶段一般没有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参照，因此规划阶段的防



护距离可结合现行的《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GB/T50337-2018）进行设置，最终晕

化的卫生防护距离可根据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的环评报告进行修正。 

 

第八节 管线综合 

第 3.8.1 条 布置原则。为统筹工程管线布置方位，保障管线安全运行，同时减少管线

检修对交通的影响，以及减少管线在竖向上的冲突，合理划分竖向空间，需要对各专业管线

进行合理规划布置。给水、雨水、污水、电力、通信、燃气等各类工程管线布置应符合现行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要求。 

第 3.8.2 条 综合管廊。依据《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50838-2015）制定本

条文，城市综合管廊工程建设可以做到“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减少道路重复

开挖的频率，集约利用地下空间。但是由于综合管廊主体工程和配套工程建设的初期一次性

投资较大，不可能在所有道路下均采用综合管廊方式进行管线敷设。结合现行《城市工程管

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相关规定，在传统直埋管线因为反复开挖路面对道路交

通影响较大、地下空间存在多种利用形式、道路下方空间紧张、地上地下高强度开发、地下

管线敷设标准要求较高的地段，以及对地下基础设施的高负荷利用的区域，适宜建设综合管

廊。 

第 3.8.3 条 入廊管线。结合东莞实际发展建设情况以及各工程管线主管部门建议，东

莞综合管廊建设入廊管线包括给水、再生水、电力、通信管线，在条件允许情况下，经技术

经济比较后，排水和燃气管线可考虑纳入综合管廊。 

第 3.8.4 条 布置要求。干线、支线和缆线管廊的位置应根据道路横断面、地下管线和

地下空间利用情况等确定。 

第 3.8.5 条 净距要求。综合管廊与地下管线及地下构筑物的水平净距和垂直净距应满

足现行《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50838-2015）的相关规定。 

 

第九节 竖向工程 

第 3.9.1 条 道路竖向规划的基本原则。城乡建设用地坚向规划，有其应当遵循的基本



原则。建设用地坚向规划是城乡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整理用地竖向的目的是为了使规划建

设用地能更有效、更好地满足城乡各项建设用地的地面使用要求，但应充分尊重原始地形地

貌，防止大挖大填，要坚持贯彻国家提出的“安全、适用、经济、美观”的基本建设方针。 

第 3.9.2 条 道路竖向规划的技术标准。随着东莞城市的高密度发展，存在越来越多的

复杂地形被列入了城市建设项目的用地范围，为方便道路竖向规划，按照《城市道路工程设

计规范》CJJ37-2012(2016 版)中有关纵坡的相关规定，按道路等级进行了概括，当各级道

路设计速度明确时，应按《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2016 版)确定规划道路纵

坡及坡长。对于山区城镇道路或其他特殊性质道路，确实无法满足规范要求的，经相关技术

经济论证，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适当提高最大纵坡值。 

 

第十节 综合防灾 

第 3.10.1条 消防设施。本款关于消防站的辖区面积、消防站的选址条件以及消防站的

建设指标主要引用于《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152-2017）东莞市人口密度与国土开发强度

“双高”，城市安全压力大，因此各类消防站的辖区面积建议按照标准要求进行设置，尽晕

不突破。战勤保障站主要承担本城市范围内灭火救援的应急保障任务，消防车辆配备和物资

储备与保障任务相匹配。为强化战勤保障站的保障功能，战勤保障站不宜单独划分辖区面积。 

对于城市更新过程中捆绑实施的特勤、一级普通消防站、战勤保障站，建议以独立占地

建设形式为主，主要考虑消防站作为灭火救援执勤备战单位，日常消防员的执勤、训练、学

习、生活都应该相对独立，不受干扰，所以规定消防站不宜设在综合性建筑物中，特殊情况

下需要设在综合性建筑物中的消防站，必须自成一区，并有专用的出入口，确保消防站人员、

车辆出动的安全、迅速。 

各类消防站的用地面积和建筑面积指标已包含站内消防车道、绿化用地等面积。 

第 3.10.2条 防洪排沿标准。为保护河道的生态环境及提升城市整体环境功能，河道建

设整治形式应以明渠为主，不应对河道进行覆盖，对于已覆盖的河道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如用地已经落实，具备打开条件的），宜逐步打开并恢复河道的自然形态。 

依据《防洪标准（GB50201-2014）》，确定东莞市防洪标准重现期为 50-100 年，其中重

要地区为 100年一遇，主要包括中心城区、松山湖科学城、水乡新城、滨海湾新区，一般地



区为 50年一遇。 

东莞市各主要防洪堤的防洪设计标准依据东莞市相关防洪排沿规划，在堤防整治建设，

城市竖向设计时应参考该标准。 

根据《城镇内沿防治技术规范》，东莞市属于特大城市，内沿防治设计重现期取值为 50-

100 年，因此本条文明确东莞市内沿防治设计重现期不应低于 50 年，同时应满足居民住宅

和工商业建筑物的底层不进水，道路中一条车道的积水深度不超过 15cm 的地面积水设计标

准。 

第 3.10.3 条 主要依据国家相关规范规定了重大危险设施的选址条件。对于城市重大

危险源需进行灾害危险评估，通过安全条件论证、安全评价和黄线管理，有效预防和减少重

大危险设施灾害和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