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振兴足球作为发展体育运动、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任务摆上日程。习

近平总书记对足球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论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中国体育

强国梦息息相关 , 发展振兴足球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 , 也是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李克强总理也多次

对足球工作作出批示，提出了明确要求。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体育总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推动

开展城市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试点工作，2019 年 4 月和 10 月，分两批将大连、武汉、烟台、孝感、梅州、

呼和浩特、深圳、福州、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 9 个城市（县）列为城市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试点城市，

指导各试点城市探索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机制，结合城市生态修复功能完善工程、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

居住社区建设等城市更新工作，因城施策补齐城市体育设施短板。截至 2020 年 10 月底，各试点城市共建成社

区足球场地 638 片，取得阶段性成效。这些足球场地均布局在老百姓身边，场地使用率较高，广受社区老百姓

欢迎。试点城市围绕社区足球场地建设的组织模式、建设方式、资金筹措、运营管理、活动组织等方面积累了

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经验。本图集汇集了各试点城市的典型案例，现印发各地，为各地因地制宜开展社

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本指南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体育总局负责管理，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负责技术内容的解释。图集中的示范案例由内蒙古、辽宁、吉林、福建、山东、湖北、广东省（自

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及呼和浩特、大连、烟台、武汉、孝感、梅州、深圳、福州市人民政府，延边朝鲜族

自治州汪清县人民政府等提供。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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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成吉思汗广场社区足球场

足球场建设前 为布鲁运动提供活动场地

场地位于公园的一个边角，周边人口密集，足球爱好者较多。在倡导全民健身

的背景下，新城区政府会同内蒙古体育职业学院引进了传统民族体育项目——布鲁。

球场建成后不仅满足了足球爱好者的使用，同时为布鲁运动提供了充足的活动场地。

场地规模：3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

建设周期：2017.5-2017.7

项目亮点：为民族体育运动提供活动场地

1.  绿地改造利用类
1.1 公园绿地改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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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场建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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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规模：3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5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

建设周期：2019.5-2019.6

建设造价：约 50 万元

项目亮点：为周边大型住区提供健身场所

场地位于中长街道花园社区向应公园绿地内。公园周边已建成多个大型居住小

区，居住人口达 75000 人。金普新区充分考虑自然环境、人口数量等因素，灵活布

点布局，在向应公园绿地内划出一块场地，建设了 1 片 3 人制和 1 片 5 人制足球场地，

受到辖区内广大居民特别是青少年的称赞。

足球场建设前 足球场鸟瞰照片

大连市·金普新区向应公园社区足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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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场建成实景

足球场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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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西岗区北海公园社区足球场

场地规模：3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

建设周期：2019.6-2019.7

建设造价：约 20 万元

项目亮点：结合公园设置、周边环境优美

场地位于北海公园内，周围绿树成荫、环境优美，日常在此公园里进行运动健身、

休闲娱乐的居民较多。足球场的建设为该公园健身人群增添了一项富有活力的运动

项目。球场现由所属街道管理，全天免费向市民开放使用。

足球场建设前 足球场使用中



足球场周围绿树成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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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滨海路文明林足球场

场地规模：不规则（圆形）足球场地 1 片

场地位于滨海中路与清泉路交汇处。此处因种有一片银杏林，被称为“文明林

游园”。游园内设有休闲设施和健身绿道。文明林足球场在选址中充分考虑了环境、

地势等因素，在保留周边现状银杏树的基础上，与公园健身步道结合设置，建成了

一个直径约 30 米的圆形足球场。

建设周期：2019.8-2019.9

项目亮点：结合健身步道设置、保留周边现状林木

建设造价：约 68 万元

足球场建设前 足球场建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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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球场与健身步道结合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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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造价：69.3 万元

柳子河公园足球场位于烟台市开发区柳子河公园内。公园内设有弧形健身步道，

两侧分布有足球场、篮球场和网球场等运动场地。球场两旁绿植错落搭配，花朵色

彩斑斓，成为运动爱好者的网红打卡圣地。

项目亮点：结合公园步道设置

场地规模：7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

烟台市·柳子河公园足球场

球场旁健身步道足球场建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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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场鸟瞰

健身步道串联多种运动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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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规模：3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智能足球场 2 片

建设周期：2019.7-2019.8

建设造价：约 450 万元

项目亮点：采用智能化管理系统

场地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和平街杨春湖公园内，改造利用公园闲置绿地，新建 1

片 3 人制足球场地、2 片智能足球场。智能球场是玩湃社区足球公园的核心模块，

采用智能化、可视化的运营管理系统，倡导智慧体育、快乐运动。智能球场通过社

区赛事智能系统、信息化服务平台、社区足球会员机制、大数据统计平台等智慧管

理系统，实现球场管理无人化。用户可在线上通过预约的方式预定球场，扫码进入。

武汉市·洪山区玩湃社区足球运动公园

足球场鸟瞰 足球场使用情况即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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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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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绿地改造利用类
1.2 防护绿地改造利用

武汉市·汉阳区夹河路足球场

场地规模：5 人制足球场地 4 片

建设周期：2019.4-2019.7

建设造价：约 400 万元

项目亮点：“市民杯”比赛场地

场地位于汉阳区夹河路西侧绿地中，周围分布了很多住宅小区和中小学校，足

球场的建设不仅为周边居民提供了足球运动场所，也进一步完善了周边社区及区域

的综合服务设施。该球场曾作为武汉 2019 年“市民杯”社区足球赛开幕场地。

人工草皮铺设 “市民杯”社区足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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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杯”社区足球赛





2. 居住区配套建设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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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居住区配套建设类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绿苑小区足球场

场地规模：5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

建设周期：2020.7-2020.10

建设造价：62.09 万元

项目亮点：社区低效绿地空间利用

绿苑小区足球场位于汪清县绿苑小区内，是利用社区内低效绿地空间建设的 1

片 5 人制足球场地。足球场位于小区内公共广场旁，使得居民在广场舞和健身器械

运动外又增加了一项体育运动选择，受到周边居民的欢迎和支持。

足球场建成后足球场建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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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场位于小区内公共广场旁

足球场鸟瞰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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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汉阳区太子尚品小区足球场

场地规模：5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

建设周期：2019.7-2019.9

建设造价：约 80 万元

项目亮点：装配式可移动设施

汉阳区利用太子尚品小区内公共空间新建 1 片 5 人制足球场地，并配套服务用房。

用房采用装配式可移动设施，提供器械租赁、物品存放等服务，提升了场地的使用

品质。

装配式配套用房足球场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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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场鸟瞰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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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汉阳区磨山港湾二期足球场

场地规模：5 人制足球场地 2 片

建设周期：2019.5-2019.6

建设造价：约 300 万元

项目亮点：复合球场、配套跑道及健身器械

汉阳磨山港湾二期足球场位于汉阳磨山港湾二期小区内部，充分利用小区内部

地块，新建 2 片 5 人制场地，其中 1 片为篮球足球复合型场地。目前该场地暂由社

区运营管理，区体育局拟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专业化运营。球场的建成受到了小区居

民的热烈欢迎，居民自发组建了足球运动微信群，定期组织足球活动。场地周围还

配套建设了橡胶跑道和公共体育健身器材，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便捷的运动场所。

足球场建成实景足球场建成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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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足球友谊赛

配套运动跑道及健身器械





3. 体育设施改扩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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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农科院足球场

场地规模：3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多功能笼式运动场 1 片、标准篮球场 1 片

建设周期：2018.4-2018.5 

建设造价：约 90 万元

项目亮点：多块场地组合排布

场地位于呼和浩特市原农科院社区内，将原有废弃的门球场及破损篮球场拆除

后，重新建设形成 1 片三位一体的笼式运动场，面积约 1000 余平方米，包括 1 片三

人制足球场、1 片多功能笼式运动场和 1 片标准篮球场。

球场整体效果图 足篮混用多功能球场

3. 体育设施改扩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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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沙河口区冰山慧谷社区足球场

场地规模：5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

建设周期：2019.5-2019.6

建设造价：约 10 万元

项目亮点：工业园区废弃篮球场改建

沙河口区冰山慧谷社区足球场位于由冰山集团旧厂区改造而成的创新智慧型综

合产业园内。场地原为厂区废弃的篮球场，面积约 600 平方米。区政府结合实际情

况，投资 99450 元将场地改造为篮球和足球多功能场地。球场环境优美、设施齐全、

制度规范。现由专业的物业公司进行管理，每天向周边居民免费预约开放，让居民

在享受运动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大连工业文明的气息。

足球场建设前 足球场建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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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公园毗邻城市商业区和大型住宅区，人流量较大。青山区对和平公园原水

泥地面篮球场地进行了改造，在不减少原球场篮球功能的前提下，复合增加了足球

场的使用功能，形成 2 片篮球、足球复合型场地。由于场地整体建设品质较高，且

免费向公众开放，深受周边居民的喜爱。

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公园足球场

场地规模：篮球、足球复合型场地 2 片

建设周期：2019.7-2019.8

建设造价：约 60 万元

项目亮点：复合场地

改造后足篮两用复合型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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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公园足球场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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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感市·南方国际改造足球场

场地规模：5 人制足球场地 3 片

建设周期：2019.9-2019.11

建设造价：约 60 万元

项目亮点：屋顶球场改造升级

场地位于孝感市北京南路与 316 国道交汇处，为南方国际物流商贸城屋顶足球

场。改造前，商贸城利用屋顶空地土建成本少、屋顶足球场空间相对封闭独立、运

动体验优越等特点建设了 3 片 5 人制足球场地。本次改建对标《城市社区足球场地

设施建设指南》，对原有体育场地进行了升级，提升了后灯柱、立柱的稳定性和安

全性。

足球场使用中足球场建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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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场夜间使用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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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感市·万峰苑小区足球场

场地规模：7 人制足球场地 2 片

建设周期：2019.9-2019.11

建设造价：约 250 万元

项目亮点：老旧足球场改建

场地位于孝感市北京路与严桥一街交汇处东侧，是对原有老旧足球场地改造后

的新球场。球场改造结合场地实际大小，为满足多样化需求，设计建设长 45 米、宽

35 米的 2 片 7 人制足球场地，也可作为 1 片 9 人制足球场使用。球场周边绿树成荫，

绿化景观层次丰富，为万峰苑小区和周边社区居民健身提供了一处优质的运动场所。

足球场建设前 足球场建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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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园足球场地配套建设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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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园足球场地配套建设类

武汉市·洪山区玫瑰湾小学足球场

场地规模：7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

建设周期：2019.6-2019.8

建设造价：约 180 万元

项目亮点：为在校学生开展足球运动创造良好条件

洪山区玫瑰湾小学新建 1 片 7 人制足球场地。场地按照最新的国家标准建设，

采用优质人工草皮，安装有夜间照明设备，在满足师生日常运动及训练需求外，还

为各类亲子趣味活动创造了良好的场地条件。

足球场建设前 为各类活动提供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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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场建成实景

足球场建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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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感市·孝南区书院小学足球场

场地规模：5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

建设周期：2019.9-2019.11

建设造价：约 41 万元

项目亮点：为在校学生开展足球运动创造良好条件

场地位于孝感市向阳东路 15 号书院小学内。球场建设前为水泥铺面运动场，新

球场为长 35 米、宽 25 米的 5 人制足球场地，采用人工草皮铺面。新球场建成后，

校园面貌大为改观。

书院小学学生足球队足球场建设前



3737

足球场建成实景

足球场建成实景





5. 路桥附属空间改造利用类



40

大连市·中山区绿山社区足球场

场地规模：3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

建设周期：2019.6-2019.7

建设造价：约 50 万元

项目亮点：立交桥下闲置空间利用

场地位于昆明街道绿山社区，原是立交桥下的闲置空地。区政府在与大连市市

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协调后，将桥下闲置空地改造成社区足球场，为周边群众提供

了健身娱乐的场所。整个场地斜插在桥柱之间，最大限度地扩大了足球场地使用面积。

四周及顶部闭合的围网有效地避免了足球飞出场地的可能性。管理方面，足球场地

由社区进行日常维护管理，市民只需进行简单登记便可使用。

足球场建设前 足球场建成实景

5. 路桥附属空间改造利用类
5.1 立交桥下空间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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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场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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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江岸区府河郊野公园三金潭桥下足球场

场地规模：5 人制足球场地 4 片

建设周期：2019.4-2019.9

建设造价：约 500 万元

项目亮点：桥下空间利用、运动与郊野探奇融合

场地位于江岸区府河郊野公园内三金潭桥下。府河郊野公园为融休闲娱乐和郊

野探奇于一体的野趣生态公园。新建足球场因地制宜，利用桥下荒地，结合公园绿

地内优美的自然景色，打造景观性及趣昧性良好的市民运动健身场地 ，同时也为公

园完善功能、聚集人气。

球场配套座椅及垃圾桶足球场建设前



43

足球场建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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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武昌区四美塘公园足球场

四美塘足球场位于武昌区四美塘公园内。球场的建设充分发挥了“因地制宜”

的理念，利用长江二桥桥下空间和四美塘公园内的空地进行建设。位于桥墩下的球

场使运动者白天踢球时免于阳光的暴晒。该球场共有 4 片场地，场地四周全部铺设

有缓冲板，既能减少运动伤害，又能充当观赛坐席，场外还设有休息区供市民看球

或运动后放松。

足球场使用照片

场地规模：3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5 人制足球场地 2 片、7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

建设造价：约 750 万元

项目亮点：桥下空间利用、与公园景观结合

桥下足球场建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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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塘公园足球场建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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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鼓山大桥北侧桥下足球场

场地规模：5 人制足球场地 4 片

建设造价：245 万元

项目亮点：桥下空间利用、智能门禁和客流监控系统、太阳能照明系统

鼓山大桥北侧桥下足球场充分利用桥下空间，采用智能门禁和客流监控系统，

可实现场地搜索、预约、客流统计、年龄和性别分析等功能。同时，场地还安装了

太阳能 LED 灯光照明系统，具有节能环保的优点。球场周边设有健身步道和景观绿

化，打造了靓丽的桥下风景线。

足球场建设前桥下空间 足球场建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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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照明系统 足球场建成实景

球场外部景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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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洪山区杨春湖社区足球场

场地规模：5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7 人制足球场地 3 片

建设周期：2019.6-2019.9

建设造价：约 300 万元

项目亮点：铁路沿线荒废产业用地改造

杨春湖社区足球场位于洪山区和平街武广铁路专线桥下，距离武汉高铁站直线

距离仅 1.5 公里左右，地块为和平街厂前村暂未建设利用的产业用地和部分绿化用地。

球场建设前，该地块一部分为黄土地，一部分为村民自有房屋，乱搭乱盖现象严重，

剩余空地被旁边的建材市场用来存放货物，环境脏乱差的同时还存在较大的安全隐

患。新建的足球场改善了原有的环境，并为杨春湖社区及周边 2 万余人提供了优质

的运动场地。

足球场建成前

5. 路桥附属空间改造利用类
5.2 铁路沿线改造利用

足球场建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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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场使用中

足球场建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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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江汉区振兴二路足球场

场地规模：5 人制足球场地 2 片、7 人制足球场地 2 片

建设周期：2019.5-2019.8

建设造价：190 万元

项目亮点：空闲停车场改造利用

场地在球场建设前为城市规划中的绿化复合用地，但尚未开发，在 2016 年建为

临时停车场，使用期限为两年，于 2019 年上半年到期。该场地距居民住宅区仅一条

马路之隔，非常适合社区足球场建设。在江汉区足球场建设工作专班的精心谋划下，

引入企业投资，因地制宜、见缝插针建设了 4 片社区足球场地。

足球场建成前 足球场建成实景

5. 路桥附属空间改造利用类
5.3 空闲停车场改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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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场夜间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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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启因社区足球场

场地规模：5 人制足球场地 2 片

建设周期：2019.5-2019.9

建设造价：约 130 万元

项目亮点：停车场改建、设有球迷交流区

场地位于程江河畔，地处老城区中央，周围人口密集，交通方便。球场面积约

2200 平方米，并配建有一处球迷休息交流区。群众不仅可以在球场踢球锻炼，还可

以在休息区通过电视观看国内外球赛，交流心得。

足球场建设前 足球场建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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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场夜间鸟瞰





6. 既有建筑综合改造利用类



56

大连市·西岗区长红街 60号社区足球场

场地规模：5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

建设周期：2019.6-2019.7

建设造价：约 40 万元

项目亮点：屋顶闲置空间利用

场地位于西岗区人民广场街道胜利社区，原为长红街 60 号社区停车场的闲置屋

顶，经与产权单位协商，对屋顶重新进行了防水施工，建设了 1 片面积约 720 平方

米的 5 人制足球场地。场地附近有一所学校，且紧邻周边多个居住小区。该处足球

场的建设方便了周围居民、儿童及足球爱好者进行足球运动。

足球场建设前屋顶原貌 屋顶足球场建成实景

6. 既有建筑综合改造利用类
6.1 屋顶空间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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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云上小区屋顶足球场

场地规模：3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

建设周期：2019.10-2019.11

建设造价：约 18 万元

项目亮点：屋顶闲置空间利用

屋顶足球场建成实景屋顶足球场外观

云上社区足球场位于福山云上小区内，利用小区内商铺屋顶空地改造成 3 人制

足球场地。该区域均为成熟社区，闲置土地较少，足球场选址困难，利用商铺屋顶

改造成足球场，既不扰民，又不远离居民，方便周边体育爱好者进行活动。



58

武汉市·经开区永旺商场屋顶足球场

场地规模：5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7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

项目亮点：利用商场屋顶空间

场地位于武汉开发区永旺商场屋顶。建设中利用屋顶空间，新建 1 片 5 人制和 1

片 7 人制足球场地，由企业自主运营。球场充分利用商圈建筑大平台的特点，通过

修建屋顶足球场丰富商圈消费结构，有利于打造区域地标属性。因球场位于商圈中心，

各类配套服务设施齐全，布置有更衣淋浴区、休息区、餐饮区、体育用品售卖区等

多种功能分区。目前场地主要用于开展各类少儿运动培训。

足球场建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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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屋顶足球场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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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江岸区旧货市场改造动感酷客足球场

场地规模：屋顶 5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室内 5 人制足球场地 3 片

建设周期：2019.7-2019.9

建设造价：305.5 万元

项目亮点：室内空间改造、屋顶空间利用

江岸区引进社会资本对丹水池解放大道旁旧货市场进行改造，建设室内 5 人制

人造草坪足球场 3 片，并利用旧货市场 3 楼楼顶新建 1 片非标准 5 人制人造草坪足

球场。楼顶配套有约 35 平米的服务用房，包括球场更衣室、淋浴间及卫生间等设施。

足球场建设前 室内足球场建成实景

6. 既有建筑综合改造利用类
6.2 老旧建筑改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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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足球场建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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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红帆社区室内足球场

场地规模：5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

建设造价：约 20 万元

红帆室内球场由老旧工业厂房改建而成，有效地节约了城市的用地资源。球场

为 5 人制室内足球场，铺设人造草坪，由社会资本管理运营。

建设周期：2019.10-2019.11

项目亮点：老旧厂房改造利用

足球场建设前 足球场建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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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闲置空间利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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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第五大道五人制足球场

场地规模：5 人制足球场地 5 片

建设周期：2017.6-2017.11 

建设造价：约 210 万元

项目亮点：闲置空间利用

场地位于东二环与南二环交汇处，面积约 5000 平方米。该地块属于城市边角地，

在原有建筑施工生活区搬迁后对场地进行了改造绿化，新建 5 片标准化 5 人制笼式

足球场，场地内配套设施齐全，休闲健身相宜。球场建成后，主要服务于周边居民，

并引入专业俱乐部管理运营，面向各类足球爱好者开展训练活动。

足球场建成实景足球场外侧

7. 闲置空间利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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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足球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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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恒盛广场球场

场地规模：5 人制足球场地 2 片

建设周期：2017.7-2017.9

建设造价：约 100 万元

项目亮点：荒地改建

场地位于呼和浩特市恒盛广场东南处，原为一处荒地。球场标准规格高，场地

质量好，并选用知名笼网品牌，适合进行专业的五人制足球比赛。同时场地四周建

有带遮阳棚的观众席，方便体育爱好者观赏比赛。球场现由区足球协会负责管理，

定期组织爱好者进行训练比赛。附近幼儿园利用非训练时段，在球场举办亲子运动会。

足球场选址调研 草皮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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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举办亲子运动会

足球场建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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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通道街滨河路社区足球场

场地规模：5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

项目亮点：边角地利用、足篮两用

场地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华西街与通道街交汇十字路口南侧 300 米路西，原是废

弃厂房内一个边角地。该球场建成后，区政府对球场周边进行整治，形成一处街心

公园——同心公园。现在的球场位于同心公园东南角，紧邻通道街，周边居民区密集。

球场建设采取足篮两用的方式，安装了两种球门，并用拼装地板铺设了地面。

球场建设前

建设周期：2017.10-2017.11 

球场建成后



6969

球场建成实景

球场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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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中山区捷山观海社区足球场

场地规模：5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

建设周期：2019.6-2019.7

建设造价：约 60 万元

项目亮点：垃圾存放点改建

场地位于葵英街道青云社区，建设前为闲置空地，是捷山观海小区的垃圾堆放点，

环境较为脏乱。区政府协调社区和小区物业公司，将垃圾存放点改造成 1 片社区足

球场，为周边群众提供了健身娱乐的场所。建设时根据场地实际情况，尽可能地扩

大足球场地使用面积，并铺设人工草皮，四周设置了 4 盏太阳能高灯杆，满足了居

民夜间运动的需求。足球场地现由社区进行日常维护管理，市民只需进行简单的登

记便可使用。

足球场建设前 足球场建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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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场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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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庄河市小寺河东岸社区足球场

场地规模：3 人制足球场地 7 片

建设周期：2019.6-2019.7

建设造价：约 120 万元

项目亮点：排水暗渠盖板上方闲置空地利用

场地位于庄河市城关街道水仙社区，原为庄河市城西排水暗渠盖板上方闲置空

地，现改造为 7 片 3 人制足球场地。球场的建设完善了该区域的体育基础设施，丰

富了居民健身的途径。为更好地提高新建社区足球场地的利用率、解决学校足球专

项运动场地不足的问题，大连市倡导学校与临近社区共享使用足球场地。该球场的

1 号、2 号场地已与庄河市第二实验小学在固定时间段内共享使用，为青少年足球训

练试点工作就近提供了所需场地。

足球场建设前 足球场建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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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足球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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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道恩宾馆笼式足球场

场地规模：5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

建设周期：2019.8-2019.9

建设造价：约 40 万元

项目亮点：安装顶部围网

场地位于烟台市莱山区观海路 71 号道恩宾馆内，建设前是一处垃圾堆放点。场

地建成后，由道恩宾馆运营管理，并对周围居民免费开放。由于毗邻居民区和宾馆，

为防止足球踢出场外，足球场四周和顶部均安装了围网，使用起来安全便利。

足球场建成实景 足球场外部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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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富裕饭店足球场

场地规模：5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

建设周期：2019.8-2019.9

建设造价：约 87 万元

项目亮点：因地制宜建设球场

富裕饭店笼式足球场位于红旗东路与观海路交汇处西侧。球场建设前，场地为

拆违后留下的闲置空地，土壤状况较差，不利于植物生长，不适合绿地建设。本着

合理利用拆违空地服务百姓的理念，烟台市在此处建成了 1 片面积约 900 平方米的 5

人制足球场地。

足球场建成鸟瞰 足球场建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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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足球场

场地规模：7 人制足球场地 2 片

建设周期：2019.7-2019.9

建设造价：约 210 万元

项目亮点：闲置空间利用

青山区在三环线工人村利用中建三局搅拌站地块的闲置地，新建 2 片 7 人制足

球场地。场地建设前多用来堆放建筑垃圾，环境脏乱差的同时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在环境整治后，青山区利用该场地建设便民足球设施，方便了周边众多社区的居民

就近参与到足球运动中。

足球场建设前 足球场建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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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感市·文昌社区足球场

场地规模：3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

建设周期：2019.9-2019.11

建设造价：约 18 万元

项目亮点：不规则球场、复合球场

场地位于孝感市文昌社区建设大厦东南侧，原为市住建局大院停车场。项目建

设按试点要求先行先试，在场地受限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既有空间，结合社区居民

多样化的运动需求，因地制宜建设了 1 片 L 型不规则足球、篮球复合球场。球场建

成后为文昌社区和大院居民提供了一处功能复合的社区健身运动场所。

足球场建成实景足球场建成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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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泮坑社区足球场

场地规模：5 人制足球场地 4 片、7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室内足球场 1 片

建设周期：2019.8-2019.11

建设造价：约 1000 万元

项目亮点：与周边自然风光融为一体、分时段免费

场地位于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泮坑大道，距离市区 4 公里，距梅州客都机场、

梅州火车站约 2 公里，紧邻泮坑旅游风景区、客天下旅游产业园两大景区和社区。

总面积约 2 万平方米的球场建设填补了周边方圆 5 公里内无公共足球场的空白。同时，

球场与周边生态环境和自然风光融为一体，为周边居民提供了一处环境优美的社区

健身运动场所。在经营上，实行分时段免费的方式，尽可能满足周边居民运动健身

的需要。

足球场建设前 足球场建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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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场与周边自然风光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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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梅江区羽林君体育场

场地规模： 5 人制足球场 4 片、7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

建设周期：2019.6-2019.11

建设造价：约 750 万元

项目亮点：良种场拆除后建设综合体育场 

场地位于梅州市梅江区西郊教子岌畜禽良种场。场地建设前原为畜禽良种场用

地，现良种场已搬离并拆除。拆除后因无人看管，场地内杂草丛生、水塘污染严重。

体育场在选址时考虑到场地周边半径 3 公里范围内没有综合体育设施，且周边小区

众多，居民需求强烈。在对原良种场用地进行处理后，建设了一处集足球、篮球、

乒乓球和游泳等众多体育类型于一身的综合社区运动场所。

足球场建设前 足球场建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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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场建成实景 足球场建成实景

梅州市·客都健身社区足球场

场地规模：5 人制足球场地 2 片

建设周期：2019.3-2019.9

建设造价：约 260 万元

项目亮点：综合健身中心

场地位于梅江河畔、新开发区内，周围均为新建小区。新建足球场地面积约

2000 平方米，以天然草皮铺设，相关服务设施完善，由梅州市客都健身有限公司投

资及运行管理。周边居民不仅可以来此踢球，还可以在旁边游泳池锻炼，另有一个

室内羽毛球场正在规划建设当中，未来将形成一个多功能的综合健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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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福田污水处理厂上盖足球场

场地规模： 5 人制足球场地 2 片、7 人制足球场地 4 片、11 人制足球场地 2 片

建设周期：2018.9-2020.10

建设造价：约 1700 万元

项目亮点：首创污水处理厂上盖足球场地

场地位于深圳市白石路和红树林路交叉口东南侧，海滨大道北侧，是全国首创

利用污水处理厂上盖空间打造的足球运动场地，辅以休闲游览活动，具有绿色、环

保、低碳、集约用地的特点。项目在布局上突出以足球为中心，足球场地面积达到 3.12

万平方米，占整个公园面积的 41%。球场采用人造草坪，兼具防滑、除尘、便于清

洁维护的特性，且耐用强度高和耐久性好，受雨、雪天气影响小，无论在寒冷的冬

季还是炎热的夏季，都可以正常使用。

足球场建成实景足球场建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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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厂上盖原貌鸟瞰

污水处理厂上盖足球场建成后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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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朝向桃源足球公园

场地规模：7 人制人造草地足球场 5 片、11 人制天然草地足球场 1 片

建设周期：2020.8-2020.10

建设造价：1600 万元

项目亮点：引进进口天然草地、采用根层通风和温度调节系统

场地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原为二手车市场。改造后的足球公园一期项

目已完成建设，并于 10 月 22 日投入使用。11 人制天然草地足球场引进 TifTuf 狗牙

根暖季型草，该草种直立性强、耐践踏、抗干旱 ，比同类型暖季型草种节水超过 

30% 。另外，足球场地下安装了拥有最新专利的运动场根层通风和温度调节系统，

可达到超过自然排水 30 倍的排水速度。该项目作为政府与社会力量相结合、环保与

科技相融合的高品质社区足球场地，得到各界的一致好评。

安装滤水管、铺设碎石铺设根层通风和温度调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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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场原貌鸟瞰

足球场建成后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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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草地足球场建成后

社区居民组织足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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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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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类
8.1 江滩空间利用

武汉市·硚口区江滩足球场

场地规模：改造 5 人制足球场地 8 片、新建 11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

建设周期：2019.7-2019.9

建设造价：1008.77 万元

项目亮点：“市民杯”比赛场地

武汉市硚口区利用汉江江滩进行社区足球场地建设，硚口江滩已建成 11 人制足

球场地 1 片，改造 5 人制足球场地 8 片。场地作为“市民杯”比赛场地，受到了广

大市民的欢迎。该场地已由硚口区体育局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运营管理。

足球场建设前 足球场建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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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场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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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汉阳区长江江滩足球场

场地规模：5 人制足球场地 3 片、11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

建设周期：2019.6-2019.8

建设造价：约 900 万元

项目亮点：江滩滩涂地利用

汉阳区长江江滩足球场位于长江江滩汉阳段，复合利用江滩滩涂地，新建 3 片

5 人制和 1 片 11 人制足球场地。球场的建设方便了周边社区居民就近参与足球运动。

足球场建成鸟瞰 足球场建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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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长海县广鹿岛社区足球场

场地规模：3 人制足球场地 1 片

建设周期：2019.4-2019.6

建设造价：约 15 万元

项目亮点：闲置沙滩利用

场地位于大连市长海县广鹿岛柳条村社区，原为广鹿岛镇旅游中心区一处闲置

沙滩，现改造为 1 片 3 人制沙滩足球场地。为确保使用者的安全，球场垫层全部使

用经筛选的天然细沙。海岛沙滩足球的独特魅力将成为当地旅游发展的一张新名片。

足球场建成实景 足球场建成实景

8. 其他类
8.2 沙滩综合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