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尔夫球场区划名录

北京紅螺園飯店高爾夫俱樂部

9

永定

北京堯上鄉村高爾夫俱樂部永定球場

5

华堂

大宁

京华

北京大寧高爾夫俱樂部
大宁

密云縣
君山
九松山

朝阳区（13）
[CBD]
名称：北京CBD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路99号
电话：010 67384809
简介：北京CBD国际高尔夫球场由美国设计大师Brit Stenson
设计，设计和建设级别为世界锦标赛级别，设计风格为
TPC(Tournament Player Course职业锦标赛专用球场)风格。TPC
球场以大面积的水面和长而曲折的沙坑著称，球手在CBD球
场17条球道都能够看到水面。更为独特的是，CBD球场拥有
一个被誉为设计经典的湖心岛果岭。CBD球场的每个落点设
计都是为职业大赛而准备，每条球道都可以让球手根据自身
的水平和采取不同的策略，既具挑战性，又具乐趣性。
北京CBD国际高尔夫球场采用世界最先进的雨鸟喷灌
系统和雨鸟900E系列喷头，通过中央控制系统，可实现
对每一个喷头的单独控制，从而根据球场地势起伏和天气
条件创造最佳的喷灌效果。CBD球场18洞球场共设置超过
1400个喷头，实现“墙到墙”的喷灌覆盖率，这是世界顶
级球场的必备条件，目前在国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球场
可达到这一标准。
作为一个北京市区内的世界级球场，CBD球场曾举办
2008年VOLVO 中国公开赛。此项比赛是欧巡赛的一站，是
中国最高级别的国家公开赛。

[叠泉]
名称：北京叠泉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苇路128号
电话：010 65788800/65788180
简介：北京叠泉乡村高尔夫俱乐部位于东五环外的常营乡，
从CBD国贸、朝阳公园桥和首都机场开车过来不超过25分
钟。球场由世界高尔夫“皇帝”帕尔默设计。
帕尔默开启了中国大陆高尔夫运动的发展，设计了新中
国第一个球场─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之后的20多年时间
都没有涉足中国市场；此番可谓是王者归来，设计方对球场
品质的看重并不亚于对设计费的关注，目的就是要看到一个
无以伦比的样板，重新进军中国市场。
球场建造的质量是一流的。京东地势平坦，但是球场却
是山地球场的风格。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外调和挖掘的土方
将近300万，这么多的土足够把整个球场平均抬高2米多，营
造出了山地球场的氛围。

北京君山國際高爾夫俱樂部
北京九松山鄉村高爾夫俱樂部

[烟湖]
名称：北京烟湖国际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朝阳区金盏森林公园东1号
电话：010 84341155/84343566
简介：烟湖度假村坐落于北京市东部边缘温瑜河畔，四面环
水，风景秀丽。拥有300亩原生态次生林，氧气指数达到国
家一级标准，是天然的城市氧吧。它温暖舒适又不失高贵典
雅，让您充分享受自然清新的乡土气息。这里三面高速环
绕，距北京市区仅十分钟的路程，交通便利，地理位置十分
优越。拥有18洞国际标准球场,符合国际职业锦标赛级别。
澳大利亚的顶级设计公司Cashmore匠心独造成就了这片自然
清新的生态环境
球场与森林相接壤，拥有完美的流线型球道，总长7245
码，10座人工湖, 73个沙坑，12个洞设有水域障碍，使得球
场更富有挑战性，河水依畔，景色宜人，堪称杰作。
东区和西区的球场会给您带来完全不同的体验，无论您
是高尔夫球运动的初学者，还是不断寻求刺激的老前辈，这
里都将带给您全新的挑战。

[天安假日]
名称：北京天安假日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东苇路39号
电话：010 84328289
简介：北京天安假日运动俱乐部是一个集27洞国际锦标级会
员制高尔夫度假胜地，集会所、温泉酒店、餐饮及娱乐于一
体的国际性高尔夫生态度假花园。园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
盏乡东苇路39号，属于北京第二道绿化带，地理位置优越。
位于北京机场高速路南侧，距离北京国际机场仅10分钟的路
程，交通十分便利。园区处在北京朝阳区生态旅游带内，周
边是蟹岛度假村、郁金香温泉度假花园和金港赛车俱乐部。

[桃源]
名称：北京CITEE桃源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香江北路
电话：010 84591788/84417008
简介：该俱乐部是一个国际标准的18洞高尔夫球场，位于北
京市朝阳区机场高速路北侧，由尼尔设计。该球场的建设也
充分体现了清河湾国际高尔夫设计建设有限公司的施工速度
与球场建设质量之间的有机结合和完美统一。

配比方案，果岭速度可达到12。同时考虑北京的特殊气候因
素，并聘请资深的外籍草坪总监和国内最权威的草坪专家作
为顾问。鸿华选用世界最好的TORO草坪维护设备，旨在成
为中国最高级别的球场。

尽在苦涩中。

[佳伟]

[清河湾]

名称：北京佳伟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朝阳区来广营北路150号
电话：010 84903385/84918896
简介：佳伟高尔夫俱乐部是集餐饮、康体、娱乐、运动休闲
于一体的高尔夫俱乐部，总占地面积16万平方米。拥有宽
160米，长300米的扇形打台，完美视觉的50个打位的宽大灯
光练习场。练习场造型独特，真草打位，为您营造真实的感
觉。完备的照明设施，即使在夜间也可以舒适地享受高尔夫
带给您的无限乐趣。
花园式标准迷你PAR3九洞高尔夫球场，标准杆为27
杆，总长1600多码。球场造型自然美观，每个球道各具风
采，道道经典。在球道、果岭、障碍的设置方面，广泛采纳
了高尔夫球权威人士的设计，在合理巧妙的基础上增添了一
定的难度，使球场充满挑战性和趣味性。成功举办过多次
USKG赛事，同时也成为北京演艺人协会高尔夫明星队的训
练基地。

名称：北京清河湾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海淀区清河路155号奥运村北门
电话：010 62996669
简介：分期建设的36洞国际锦标赛级标准的高尔夫球场分别
由澳洲著名的设计师Les Watts先生和美国JMP高尔夫设计公
司设计。整个球场林木茂盛，景观层次分明，设计风格独特
精美、富有动感、极具挑战性。
俱乐部采用封闭式的纯会员制经营模式，旨在为会员提
供健康、自然、高雅的运动需要，确保会员的权益，并透过
高尔夫运动来促进国际交流、增进工商业发展及联系会员之
间的感情。

[天星]
名称：北京东方天星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北路
电话：010 84917999/84916192
简介：球场占地1100亩，球道长7024码，球场差点为
72.5，整体规划设计由著名权威设计师TK.PEN-USA/Bill
young-CAN二人合力而作。设计师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
前九洞是利用原高低起伏坡度急缓的地势设计的森林性球
场，有如置身于天然丛林的大自然桃源之中，在移步换景
的舒畅中树林与沙坑障碍令球手左右为难；后九洞利用原
有的水库和平缓蜿蜒的地势勾勒的海洋性球场特征，球手
若能克服眼前碧波莲塘的水障碍，基准落球点都在宽阔的
球道中。其中最具特色的是Par3的第16洞和Par5的第18洞
的湖水围绕的岛果岭，令您视觉压力直接影响球技发挥，
没有足够把握劝您舍Birdie取Par为妙。经典的整体设计突
出了湖水障碍多，球道间如锁链般相扣相依的海洋性球场
特征和地势起伏大、以树木和沙坑为障碍的森林型球场特
征。当然东方系列最强设计秘诀在于：果岭线及球速多变
化的美式果岭，对球迷更是一大挑战。

[广济堂]

[北湖]

[黄港]

名称：北京朝阳广济堂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小区上四路
电话：010 65018584/65073380
简介：北京朝阳广济堂高尔夫俱乐部是一个小型9洞球场，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毗邻朝阳公园和全国农业展览馆，是北
京最早创建的，也是离市区最近的高尔夫球场，其典型的日
式结构会所外观潇洒大方，内部装饰精致细腻，已经成为周
边极具特色的风景。高档的灯光练习场、精巧的餐厅、幽雅
的咖啡厅、简单大方的会议室等硬件设施配以一流的服务和
优雅的球场环境，已成为中外众多高球爱好者商务旅游和休
闲娱乐的首选球场。

名称：北京北湖国际(原馨叶)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中国北京朝阳区安外北湖9号
电话：010 64918888
简介：北湖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是集高尔夫、餐饮、酒店等功
能于一体的综合商务俱乐部。占地2000余亩，其中国际标准
的18洞高尔夫球场占地1200亩，由加拿大著名设计师Nelson&
Haworth精心设计，全长7260码，含9洞灯光，是北京唯一的
市内山地高尔夫球场。豪华的新古典主义会所建筑面积8000
平方米，在提供奢华的设施与人性化的服务同时，倡导“雅
致、自然、健康”的新生活方式。
北湖国际高尔夫俱乐部练习场作为独立的区域，占地
150亩，拥有96个舒适的打位，练习场二层的VIP包间让您享
受全新的尊贵打球体验。

名称：北京黄港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朝阳区孙河
电话：010 84791368
简介：北京黄港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坐落在美丽的温榆河
畔，距离首都机场约12km, 只需15分钟车程，距市中心20km,
约20分钟车程。球场总占地面积1300亩，整个国际标准18
洞球道全长7263码浑然天成， 设计惟妙惟肖，变化极为丰
富。特别是第十六洞炮台式果岭，离地面有10米高，非常具
有挑战性。全场球道各具特色，又不失风格统一。
俱乐部还设有中、西、韩餐厅，桑拿浴，咖啡厅，高尔
夫用品店，会议室，两个练习场，跑马场，体育馆，停车场
等配套设施，每一处设计无不体现出一种清新典雅之美。会
所内设有数字通信终端的商住两用的套间，即使您来到俱乐
部，住上几天也不会影响与外界的沟通。俱乐部注重更人性
化的专业服务，精心照料每一位来宾的身心感受，让每一位
客人，在这里都能充分的享受阳光，享受绿色，享受健康，
享受尊贵的生活。

[北辰]
名称：北京北辰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姜庄88号
电话：010 84638888
简介：北京北辰高尔夫球会占地1,000亩, 拥有标准杆72杆,总
长度7,040码的18洞国际标准球场, 其中9洞灯光球场. 球会的
两层60道半开放式练习场及职业教练更让初学者迅速上手,
尽享其中乐趣。北辰高尔夫球会的设施仅供会员及会员嘉宾
享用，不接待访客。
北京北辰高尔夫球会是京城首个市区高尔夫球俱乐部，
在会所7000平方米开阔空间里，豪华客房、高尔夫球具专卖
店、中西餐厅、咖啡厅、装修最具品味的雪茄吧、室内游泳
池、桑拿、专用更衣室、台球室、桑拿房、棋牌室、等一应
俱全。

区划名录中

标注为工行优惠球场

[鸿华]
名称：北京鸿华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北苑路
电话：010 64928658/64911580
简介：北京鸿华国际高尔夫球会，是由香港东方鸿铭集团与
北京华汇房地产开发中心合作组建的─北京鸿华绿苑运动
休闲中心有限公司，于2001年在北京开发的不动产项目。
球场座落于朝阳区亚运村北苑路，北距北辰集团五洲大酒店
1500米，东距北京2008年奥运会主会场仅1000米。
北京鸿华国际高尔夫球场由六届大满贯得主、前世界
高尔夫世界冠军尼克-费度(Nick Faldo)设计，设计和建设级别
为世界锦标赛级别。鸿华球场就结合了世界大赛级别的草种

[金色河畔]
名称：北京金色河畔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朝阳区孙河乡北甸西温榆河畔甲1号院内
电话：010 84591542/80465566
简介：9洞球场，球场设置了许多水障碍，洞洞都有不同形
式的小溪和湖泊达40000平方米左右； 球道宽，稍有缓坡，
但理想落球点窄且多变陡坡；沙坑少，但分布合理；每个果
岭面积都较大，起伏变化多，并且速度相对更快，惊心动魄

海淀区（5）

[万柳]
名称：北京万柳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海淀区北四环西路76号
电话：010 82628899
简介：北京万柳高尔夫俱乐部占地2700亩，共有27洞，由一
个具有国际锦标级水准的18洞球场和一个9洞灯光球场构成，
附属设施包括1座灯光球场练习场、1座天然草皮练习场及2座
建筑面积分别为2500平方米和7500平方米(含城市俱乐部、高
尔夫专卖店、酒吧、餐厅、桑拿、健身等)的高级会所。
美国著名的建筑、景观设计权威sasaki公司在设计万柳
高尔夫球场时，最有力地采用和加强了外部景观效果，并结
合场地内部的水体景观和建筑景观，演绎出了一个独具风情
的国际锦标级球场。球场场地的线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太阳
的照射方位，建立了最有效的球洞顺序，尽可能回避太阳对
球手眼睛的直射。球场洞洞以万寿山为背景，完成了一个令
人过目不忘的高尔夫球场。

[天一]
名称：北京天一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海淀区四季青东冉村886号
电话：010 88463360
简介：北京天一高尔夫俱乐部拥有9洞灯光迷你高尔夫球场、
64打位双层景观真草练习场、高尔夫会馆、3个VIP房间和球具
专卖店。俱乐部拥有专业的管理团队，优秀的教练队伍，服务
热情的球童，是集教学、训练、比赛为一体的休闲俱乐部。
9个球道，标准杆为27杆，总长1600码，无需更多，每
一道都是经典，唯有亲身体会，才能体会设计师的良苦用心
和天一高尔夫俱乐部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球场造型自然合
理，每个球道各具风采，在球道、果岭、障碍的设置方面，
广泛采纳了高尔夫球权威人士的意见，在合理巧妙的基础上
增添了极大的难度，使球场充满挑战与回味。
天一高尔夫俱乐部，双层64个景观打位练习场，特有
的防风、遮雨设计，适合更广泛高尔夫人士的四季练球。

[燕西]
名称：北京燕西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巨山路
电话：010 82590678/62856888
简介：燕西俱乐部高尔夫练习场现已对外开放，练习场面向
西山，自然环境优美。场内共有2层66个打位，每个打位都
配有在北京为数不多的进口顶级的全自动供球系统和制冷系
统。场内设置了沙坑、果岭、起伏球道来营造真实的击球
享受。练习场还配置了美国进口MUSCO灯光系统，在夜间打
球也会有很好的体验。另外配有经验丰富的教练现场进行指
导，对提高球技有很大帮助。

[香山]
名称：北京香山国际高尔夫球会
地址：海淀闵庄路
电话：010 62859168

简介：香山国际高尔夫球会占地2800亩，独览西山美景。国
际锦标级的27洞球场，设计宽阔流畅，首18洞球道全长7618
码，堪称京城之最;23万平方米水域面积，仿佛游龙蜿蜒于
球道之中;大小沙坑118个，充满挑战乐趣。植树过百万株，
种类繁多，遮天掩日……夏天浓荫蔽日，秋天层林尽染。空
气清新，蓝天碧水，景自天成。围墙内圈了一园的好风景：
垂柳吐绿，碧草如茵，人工湖水微波荡漾。

丰台区（2）
[银泰鸿业]
名称：北京银泰鸿业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世纪森林公园内甲8号
电话：010 83825188
简介：A场占地面积1800亩，18洞全长7365码，占地之大，
球道之长在北京首屈一指。球场以保护原生态、回归自然为
宗旨，充分利用地形地貌，吸收苏格兰球场的设计风格。大
土方量作业增添加了球道的起伏，使球场可以更给人丘陵球
场的体验，多个人工湖的建造，又给人湖畔球场的享受。球
场内保留着原生柳树，野生芦苇、小红柳和野生长草，又栽
种大片桃梨苹果等果树和数十种花木。
B场占地1600亩，18洞全场7500码，巧妙地结合原有地
形地貌，配合原始景观营造出的山景、湖景错落有致，打造
出了美轮美奂的锦标级球场。球场依山傍水，开阔大气、沙
坑密布，并拥有4000平方米的会所。

[华科葆台]
名称：北京华科葆台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南四环丰台区葆台北路3号院
电话：010 83612299
简介：北京华科葆台高尔夫俱乐部总占地1000多亩，闹中取
静的18洞球场，由苏格兰知名设计公司倾情设计，特色独具
的水中沙坑，增设击球难度。会员制国际化管理，将预约服
务执行到底。完全由一个洞开始的单边式发球，一对一球童
服务，让人全程感受高尔夫的运动乐趣。   
风情独具的乡村式休闲会所，每层完美布局均以变换
的空间艺术。会所设置的餐厅、休闲室、多功能厅，布局科
学设施精良，让宾客们尽享健康放松的高尚体育生活。

房山区（9）
[京辉]
名称：北京京辉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
电话：010 60322288
简介：北京京辉高尔夫俱乐部18洞球道造型颇富立体变化美
感，大波浪起伏似与层层山峦相连，且部分球道紧邻湖泊，
相互辉映，俨然与远山、近水一气呵成，而为一幅自然美
景。球道总长7023码，宽度50～80码，本球场的地理位置
佳，交通便利，环境优美及具有国际水准的球场造型。兴建
中的五星级欧陆式大会馆，由名师设计，占地面积9000多平
方米，除高尔夫球场、练习场、会馆外，另设商务套房、别
墅、网球场、游泳池、健身房、视听中心、多功能会议室等
附属设施。

[金世纪]
名称：北京金世纪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常乐寺村
电话：010 60302277
简介：北京金世纪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总占地面积1000亩，
是标准18洞球场，标准杆72杆，球道总长7073码。球场聘请
国际顶尖设计师设计，一杆落差24米高的蹦极斜逆风击球；
一杆劈起13米高的登岭；沙滩中的果岭；随地形而造的二层
及三层式果岭。
球场设施齐备，首期4800平米会馆，集桑拿洗浴、休息
室、医务室、咖啡厅、中西餐厅、大中小会议厅、大型宴会
厅、商务中心、豪华星级酒店和俄罗斯风格的独陈木制别墅
等多种配套设施。

[长阳]

[宝兴]

名称：北京长阳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南六环长阳收费站出口50米
电话：010 60352100/60352211
简介：北京长阳国际高尔夫俱乐部球场占地1700亩，规划建
造27洞高尔夫球场，现已拥有一座生态湖畔水景风格的18洞
72标准杆的国际标准高尔夫球场(球道全长7109码)，和一座
7000平米极具特色的热带雨林主题会所，及一个22个打位的
高尔夫水上练习场。目前，已完工的18洞球道与人工湖泊、
碧草白沙等巧夺天工的地理环境融为一体。球道充分利用了
地势特色进行精心布局，以满足不同水平的球手，后9洞在
规划中，相信这将会给球手们带来更多的高球乐趣和挑战。

名称：北京宝兴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
电话：010 61206666
简介：北京宝兴高尔夫球场占地总面积5000多亩，球场一期
B场18洞，标准杆数72，球道总长7117码;一期A场18洞，标
准杆数72，球道总长6963码；二期C场18洞，标准杆数72，
球道总长7090码。一期36洞，二期18洞，共54洞。球场一
期B场18洞被自然森林和果园覆盖，漫步其中如身临世外桃
源。一期A场18洞蜿蜒于层峦叠嶂的丘岭和水塘之中，越过
湾湾碧潭，走进条条曲径。二期C场18洞由河堤至河谷倾泻
而下，刚拾满眼绿色美景，又是白云蓝天一片。

[大宁]

[龙熙温泉]

名称：北京大宁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京石高速赵辛店出口调头100米
电话：010 80364600
简介：北京大宁高尔夫球场总占地面积36公顷，球道全长3600
码。标准杆36杆，两个5杆洞、两个3杆洞、五个4杆洞，组成
了9洞国际标准球道，人工湖、果岭、沙坑、场地造形自然优
美。其突出的4号果岭球道全长471码和6号果岭球道全长400
码，为水中果岭，造形奇异美观，增加了打球者的难度系数。

名称：北京龙熙温泉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大兴区庞各庄镇瓜乡路北侧
电话：010 89282288
简介：北京龙熙温泉高尔夫俱乐部占地面积约2000余亩，
为18洞,标准杆72杆球场，球道总长7119码。球场宽阔的气
势，翻滚起伏的球道与蜿蜒茂密的树林让打球者忘情投入。
龙熙温泉高尔夫俱乐部为了适应北方四季分明的特点，
特地选用了冷季型草种，让您即使在寒冷的冬天都可以感受
到生机勃勃的绿意，点缀其中的各样果树和四季花木，更
为整个球场增色不少。11个洞的灯光，合理的延长了日场时
间，使您在下班之后能够从容享受完整的18洞。
俱乐部拥有各种豪华的服务设施及宾馆，将为球友提供
热带雨林温泉泳池、台球、保龄球等十八项休闲娱乐项目。
质朴典雅的会馆更是别具一格，为您提供无比舒适的服务，
处处拥有优雅完美的享受。

[双鹰]
名称：北京东方双鹰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房山区长阳镇阎仙垡村东
电话：010 84953979
简介：北京东方双鹰高尔夫位于西南五环外的房山区长阳镇
永定河畔，是一座36洞规模的纯会员制高尔夫俱乐部。
双鹰高尔夫拥有风格迥异的南、北两座18洞72杆标准球
场。南场18洞球道依地势上下自然起伏、气势磅礴，视野开
阔。宽大的发球台，专为赛事活动而设计；果岭的大小依球
道特点而定，且旗洞区的不同选择使难易差异悬殊；超大的
水面波光鳞里蜿蜒于球道间，球场风格大气，难易适度。
北场则为追求不断挑战的好手和PGA锦标赛事的需要而
打造，球场不仅拥有目前亚洲低海拔地区第一长度7802码的
球道，而半数以上的球道及果岭临水，变化莫测且速度极快
的果岭，以及诡异多变的深壁沙坑群，处处暗藏玄机，趣味
的沙洲球道、水中果岭，随时期待着您的挑战。球道宽阔自
然而修长，难度大。

[加州水郡]
名称：北京加州水郡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永定河西岸
电话：010 60358366/60358556
简介：27洞的球场总占地1800亩，球道总长11000余码，由
风格迥异的A、B、C三个场地组成。
A场延绵迂回在老树林里，设计师细腻的落笔，精细的
造型，巧妙的陷阱让球友们在欣赏步步美景的同时接受球技
和攻略的考验。B场随着落差极大的河谷修建，多变的果岭
在恬淡的掩饰下暗藏杀机，在这里要仔细判研每一次的挥杆
和落点。 C场上设计师坚决保留了自然的馈赠，将风化的河
床断崖延伸在果岭边、球道内。雄伟的沙柱，壮观的视觉落
差，独一无二的沙漠峡谷景致，是人工雕琢与大自然完美结
合的艺术杰作。复杂的沙坑群，暗藏的深陷草坑，大落差的
双层果岭，风格粗犷、唯美自然让您感悟独特设计带来高尔
夫球场另一境界的美丽和震撼。

[提香]
名称：北京提香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窦店北出口
电话：010 69399118
简介：目前，俱乐部前9洞已建成，总占地面积35公顷，球
道全长3550码，标准杆36杆。近五万平方米的三个超大景观
湖面蜿蜒球道间，千株既有乔灌木浓荫遮日；沙坑遍布，平
缓中蕴藏玄机；舒展的球道起伏宛若天成，自然、写意、富
有韵律。
俱乐部拥有建设品质卓越的双会所，加之人本、温馨
的周到服务，使您在打球之余，切换于两种不同风格的会场
间，真正体会到别样的意蕴。会所集中、西餐厅、洗浴休
闲、球具专卖及商务空间于一体。专业设计的灯光练习场时
尚、简约，拥有30个打位，总长300码，打席设计动感、凝
练，别具一格。

[永定]
名称：北京尧上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中国北京市房山区窑上乡
电话：010 80321678 010-80321466
简介：北京尧上乡村高尔夫俱乐部共占地2200亩，建有两个
风格迥异的18洞球场，座落于中国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镇窑上
村永定河畔，距北京市中心38公里。
永定球场整体占地1000亩,是国际标准的18洞球场，由澳大
利亚TWP公司做球场概念设计。永定18洞球场具有国际水平及
苏格兰传统沙地滨畔球场风格,可充分满足各类高尔夫人士的比
赛要求。
金门球场是目前金门球场球道距离的总长度列居全国
第二，为极富挑战的标准职业赛场。

[金沙植物园]
名称：北京金沙植物园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房山区琉璃河外镇赵营
电话：010 80321200/82628899
简介：北京金沙植物园是中国华北地区最大的沙生植物园，
上百种沙生植物生长在这片土地上，而金沙18洞林克斯高尔
夫球场就在这土地中央被簇拥着。
北京金沙植物园是以种植和培育各类沙生植物，观察
荒漠植物的生存环境，开展沙生植物试验研究，集观赏、科
研、旅游和娱乐为一体的综合型生态植物园。作为中国华北
地区最大的沙生植物园，它将成为面向各级院校学生和社会
大众普及生态学知识，培养环境意识，在讴歌顽强生命的同
时进行品德和品质教育的理想场所。

大兴区（5）
[鸿禧国际]
名称：北京鸿禧长新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中路1号
电话：010 67887252
简介：由美国著名设计师Scott Miller先生所操刀执笔的鸿禧
球场，在景观规划上完全参照江南园林景致。它采撷了苏州
名园拙政园、惘师园的风格，利用基地原有的洼地积水，精
心治理，调理成池。此外，每一个球洞被塑造成不同的中国
的中国情调，赋予每一个球洞不同的生命内涵与景致。使得
整座球场的果岭、沙坑、水岸及岛屿之间，既充满曲折变
化，又隐约障碍、层次丰富；纵观深远，却彼此连通、浑然
一体，岛岸峰回，使空间有开有合，相互穿插渗透，是球友
们挥杆竞逐、延伸视觉的极佳享受。
球场最大的特色是前9洞以宽阔的湖水为主题，树木作
点缀，将球道与球道之间分隔得清楚、明了，而后9洞则以
树木为分隔主体，湖水作衬托，让球迷在前、后9洞都能领
略到不同情趣的景色。

[大兴京城]
名称：北京大兴京城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大兴县黄村镇埝坛水库原址
电话：010 61215700/61211111
简介：由国际著名高尔夫球场设计师汤姆·皮尔森设计的北
京大兴京城高尔夫球场，堪称中国北方高尔夫球场的又一经
典之作。俱乐部占地 1100亩，为18洞国际锦标级高尔夫球
场。球场的设计充分体现了高尔夫球运动的传统理念与精
髓，它不但秉承了这项运动自然、和谐、优雅的风格，并在
此基 础上巧妙地融入了中国北方乡村特色，使雅致、深远
的个性渗透到俱乐部的每个环节。球场造型自然合理，每个
球道风格统一，却各具风采，球道、果岭、障碍的设 置广
泛采纳了高尔夫球权威人士的意见，在合理巧妙的基础上增
添了极大的难度，使球场充满挑战与回味。由于设计者的出
众才华和施工的一丝不苟，大兴京城高尔夫球场，宛如自然
天成，魅力无穷。

区划名录中

标注为工行优惠球场

[森林假日]
名称：北京森林假日高尔夫球会
地址：北京大兴榆垡镇
电话：010 88891006/89229999
简介：北京森林假日高尔夫俱乐部位于国家野生动物园南
侧。该高尔夫球俱乐部是36洞纯会员制世界锦标赛级高尔夫
球会，呈现原生态景色，有十万株不同种类的名贵树种。
现已竣工的标准18洞球场，由原尼克劳斯公司美国设计师
MR.JOE倾力打造,并采用世界顶级的全覆盖式电脑喷灌系
统。一期项目场地面积约4000余亩，主要景观色调以森林背
景为主。对稀缺资源的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是森林假
日对整个社会的责任。北京森林假日高尔夫俱乐部是以绿色
林间田园景观、森林休闲运动文化、体育旅游为主要内容，
集温泉酒店、度假公寓、商务交流、高尔夫训练场、文化娱
乐等体育运动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态休闲森林旅游区。

通州区（6）
[伯爵园]
名称：北京伯爵园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中国北京通州区宋庄平家疃
电话：010 84475885/67608899
简介：北京伯爵园高尔夫俱乐部有60打位的练习场,总长363
码,及2个练习果岭。一期前9洞是草原湖泊式风格.后9洞是
森林湖泊风格。更有第7洞和第13洞两个相连的水中Par3果
岭，这在目前世界高尔夫球场的 设计中可谓是非常罕见的
创新之举。第9洞的发球台就设立在水中。球场内单个沙坑
面积就超过1000平方米，主会所占地5000平方米。
一期的18 洞球场球道总长达到了7438码，在北京的所
有18 洞球场中总长最长，在全国球场中列为第三位。其中
伯爵园2号洞550码，9号洞540码，10号洞613码 ，15号洞
589码。球道最高落差达7米，总土方量已经近200万立方
米，这样起伏所带来的挑战就会更大。

场中以水鲜活了整个球道,球道长而窄,岛上发球,水上果岭,挥
杆乐趣盎然无限.
球场58套被赋予北方农家建筑特色的独立院落,夕阳西
下,在您潇洒的挥杆之后,这里的夜带给您最自然的回归。周
边农用土地资源丰富, 您可以领养自己的土地,尽情享受传统
的耕种乐趣。而北京周边唯一的儿童牧场也让我们领略了原
始自然的乡村风情。

顺义区（6）
[东方明珠]
名称：北京东方明珠高尔夫乡村俱乐部
地址：京承高速路北台出口南行300米
电话：010 60425699/60425799
简介：北京东方明珠乡村俱乐部，地处北京顺义区，占地面
积1300亩，距离京承高速北台路出口仅300米，距离北京国
际机场30分钟车程。2006年10月13日9洞试营业，2007年5月
18日，18洞开始试营业。俱乐部规划有18洞锦标赛球场、高
尔夫学校、高尔夫练习场、休闲俱乐部、会议中心、中西餐
厅、高级宴会厅、VIP客房、专卖店。

[北京乡村]
名称：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顺义马坡潮白河西岸
电话：010 69401111
简介：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地处北京市顺义区潮白河西
岸，占地面积3600亩。始建于1988年底，1990年投入营
业。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由自己投资、自己设计、自己建
造、自己经营管理，具有国际水平的高尔夫球场。开业以
来，接待了大批常驻北京使馆人员、商社、合资企业人士
及来华投资、旅游的港、澳、台华侨等近200万人次。球场
经过不断的扩建改造，球场由原来的18洞，增加到54洞，
球道全长20903码，每18洞标准杆为72杆。同时增设了驾车
打球等设施。在设有高尔夫用品部门、茶艺厅、餐饮大厅
及各聚餐包间。 高尔夫用品店用品齐全，为您提供方便购
物。茶艺厅宽敞明亮，视野广阔。餐饮大厅提供各式美味
佳肴，风味套餐。

[北京高尔夫]
名称：北京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中国北京市顺义区潮白河水库东岸
电话：010 89470005
简介：北京高尔夫球俱乐部（BEIJING GOLF CLUB）是中国
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国际体育旅游公司与日本国（株）泛亚公
司合作企业，俱乐部于1985年3月动工兴建，1987年6月建成
开业，是中国最著名的会员制俱乐部之一。
俱乐部位于首都国际机场东北部、顺义区风景秀丽的潮
白河东岸，距市中心35公里。球场占地面积200万平方米，
球道总长度7101码，由美国著名球道设计师奔茨（Benz）和
坡列特（Poellot）共同设计的18个球洞、72标 准杆的球道绵
延起伏在丛林之中。俱乐部会馆建筑面积2600平方米，备
有130座席的餐厅、温泉浴池、高尔夫用品专卖店等服务设
施。另外建设的4洞练习球道及职业教练可以令初学者迅速
入门，领略其中乐趣。
1990年在北京高尔夫球俱乐部举行了首次被列入亚洲运
动会正式比赛项目的高尔夫球比赛，为各国参赛选手提供了
国际标准的场地，获得了高度评价。在这里举办过“BAT”
职业循环赛北京站比赛，由俱乐部发起和倡导每年秋季举行
的“贺龙杯”业余高尔夫球邀请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高尔
夫运动的发展。美国《体育周报》曾这样描述她“天然的沙
地，美国式的球场造型，中国人的建造成果，令球迷宛如置
身于苏格兰风格的球场之中”。

[东方太阳城]
[华堂]
名称：北京华堂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中国北京东燕郊经济开发区
电话：010 61598888
简介：华堂国际高尔夫俱乐部位于北京东燕郊经济开发区，
交通便利，自首都机场经由京通及京哈高速公路仅25公里路
程，距天安门也只需30分钟。球场总占地100公顷，由超过廿
五载经验的澳大利亚专业设计师Graham Mash设计。作为经常
参加国际赛事的高尔夫球选手，对球赛的熟悉加上深谙完美
球场设计条件，Graham Marsh是设计过程中的灵魂所在。
该球场不仅具备举办大型国际赛事的结构标准，同时
适合不同水平球友享用，各个球洞的设计各具风采和魅力，
深得球迷喜爱。

[京华]
名称：北京京华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中国北京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
电话：010 61591234
简介：京华高尔夫俱乐部的球道是出自世界著名设计师
TIGER宋先生之手。球场总占地面积2600亩，一期18洞占地
1300亩，球道总长7251码，依据潮 白河畔的天然地形，最
大限度的利用自然水体景观和天然成树，在树林绿丘中展现
经典的功夫。不论是5杆长洞的匠心独运，还是3杆短洞的巧
夺天工，亦或是充满变化的双球道，都根据球手差点的不
同，设计了难易程度不同的球道。
京华高尔夫俱乐部拥有一座面积为5500平米的多功能
会所。会所内设施齐备，装潢典雅，融餐饮娱乐为一体，风
格不同的小宴会厅移步异景，并为您提供多种口味的菜肴。

名称：北京东方太阳城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顺义潮白河畔的东方太阳城社区内
电话：010 89431700
简介：东方太阳城高尔夫俱乐部坐落于有“东方莱茵河”之
美誉的顺义潮白河畔旁的东方太阳城社区内，是中国唯一的
一家社区型球场。它包括一座练习场和一个标准18洞的球
场，社区 内有大面积的绿地、湖面和有色植物，空气中负
氧离子平均含量高达每立方米2000个，环境达到疗养级别。
东方太阳城高尔夫俱乐部球场设计规格为18洞高尔夫球
场，球场布局精巧，球道起伏跌 宕，站在发球台上可以洞
见贯穿球场的湖泊和小溪。球车路蜿蜒贯穿全场，各种形状
的沙坑盘踞在果岭及落点附近，给球场增添了许多靓点，球
道全长度为7100码，标准杆为72杆。

[天竺乡村]
名称：北京天竺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李天路楼台段14号
电话：010 64569900/64585740
简介：北京天竺乡村运动俱乐部位于顺义区天竺镇楼台村
西,毗邻首都国际机场,俱乐部现拥有国际标准级18洞球场和9
洞灯光球场、双层练习场和4600平方米综合会馆等设施。球
场由美国StrategicGolf Design公司设计并监造,特点为：果岭
小、水障碍多、沙池大、球道窄、发球台大；难易适中；能
兼顾各类球友需求。
特色服务：是唯一可以在球场办理服务的俱乐部会员在
球场可享受购票、换机牌、托运行李、走要客通道、机场接
送等服务。

[丽宫]
[大运河]
名称：北京大运河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通州区潞城镇胡各庄林场
电话：010 89583030/89582988
简介：北京大运河高尔夫俱乐部，坐落在京城著名的通州大
运河畔。依运河畔的自然风光而设计的国际标准十八洞高尔
夫球场，突出了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生机景致。极目远眺，
视野开阔，仿中华名胜的景观比比皆是，体现了中华民族文
化与现代高雅运动的完善结合
球场占地1370亩，十八个球洞难易各异，适合不同水平
的高尔夫运动爱好者。球道高低落差小，坡度平缓，天然树
木和水塘及人工桥与球道巧妙结合给球场增添了一定难度而
又不过分刁钻，使球场极具挑战性和趣味性，令球手们跃跃
欲试。
仿天坛祈年殿设计建成的会所气宇轩昂，尊贵极致，殿
高31.8米，底座12米。殿内金碧辉煌，设施齐备，为会员增
添层层尊贵享受。会所内设有中餐厅及咖啡酒廊。中餐厅菜
肴以贵宾楼饭店的御福官府菜为依托，主打知名品牌“御福
坛老大”。

[温榆河]
名称：北京温榆河高尔夫球会
地址：中国北京市通州区北关环岛西北温榆河畔
电话：010 80544888
简介：北京温榆河高尔夫球会坐落于在北京市最大的绿色生
态走廊温榆河两岸，球道沿水路蜿蜒而上连绵十余公里，
地跨三个行政区。球会规划修建118洞，首个为18洞美式球
场，标准杆72杆的国际锦标赛级球场，符合USGA标准。该
18洞球场水面面积在600亩以上，可谓洞洞有水。每个球道
都设有五个发球台，极具挑战，其中，17洞为纯水中果岭。
球场最大的特点就是温榆河从球道中穿过，18个球洞
交错座落在温榆河的两岸。河南岸有8个球洞，河北岸有10
个球洞。一场球18洞下来，球手们要在球场中 “摆渡”四
次，(从温榆河高尔夫俱乐部会所到场地需要坐船；从第四
洞到第五洞需要摆渡，5号洞是一个标准的Par4洞，是温榆
河最著名的“过河洞”；从第9栋到第10洞需要摆渡；回到
会所要坐船。) 在打球之余，还可以欣赏一下球场的美景，
回味一下打出来的好球，也别有一番风景。

[永乐时光]
名称：北京永乐时光高尔夫球会
地址：北京通州区采育镇
电话：010 80529696
简介：永乐时光高尔夫是融合田园乡村风情的度假高尔夫俱
乐部,崇尚纯新与回归自然的设计理念,落成了都市与田园瞬
间切换的森林球场, 球场全长7120码,国际标准18洞场地, 球

名称：北京丽宫体育公园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丽高王府
电话：010 64508866/64509952
简介：北京丽宫高尔夫球场的设计与施工皆由作品曾多次荣
登世界百佳球场排行榜的美国顶级高尔夫球场设计师尼克劳
斯全程监督。澳大利亚的灌溉专家贝丁菲尔德采用美国最先
进的TORO灌溉设备，给予球场上的每一平方米草坪精心的
呵护。球场共18洞，球道全长7300码，是一座标准杆72杆达
到国际锦标赛级的球场。作为丽宫别墅业主的专用球场，共
占地60万平方米，沿温榆河北岸展开醉人绿色的风韵。球场
内独具匠心的6万平方米人工湖， 加上星罗棋布的沙坑，连
同高低掩映的万棵树木都等待着球手的挑战。经过我们精心
挑选，作为北京唯一一座全黑麦草球场，球手在春冬季的打
球质量将会得到充分的保障。

昌平区（7）
[华彬]
名称：北京华彬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南口华彬庄园
电话：010 89796868
简介：华彬庄园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占地6000亩，踞临长城脚
下，拥有现今中国最具规模的纯受邀会员制高尔夫俱乐部。
金熊球场不仅是2007年和2008年华彬北京公开赛的主场
地，也曾成功举办2004年大众大师赛、2005 Johnnie Walker
Classic、2005年世界名人高尔夫（World Celebrity Golf）等知
名国际赛事。金熊球场以杰克·尼克劳斯的誉称“金熊”命
名，为18洞球场，长度7216码，标准杆72杆。金熊球场充分
利用沙荒地的错综复杂和浑然天成的美景，让18洞中的每一
洞都值得仔细玩味。其中，荣获中国高尔夫球场十佳球洞的
著名的第8洞尤其如此。它全长189码，是一个Par3短洞，球
道右侧的湖面及四周围绕的沙坑等集冒险性与趣味性于一
身，使之成为挑战众多英雄球技的经典球洞。
   

[北京国际]
名称：北京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水库北侧
电话：010 60762288
简介：俱乐部由具有丰富高尔夫球场经验的日本高尔夫振兴
株式会社出资设计，球场总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全长6,986
码，18洞，标准72杆。
球场中难度系数最大的要算是7号洞，长405码的4杆
洞，发球台前水池碧绿，流水潺潺，球道左边树林郁郁葱
葱，弯弯的流水横淌在果岭前70码处……虽然此球道难度较
大，但如画的风景令人陶醉。17号球道是一个长199码的3杆
短洞，短球道，清澈的水池中荷花丰姿绰约、悠悠小桥流
水、翠绿的草坪，波光盈盈的水面与远山相辉映，堪称本球
场的精采球道。有趣的是这球场的首洞与末洞，均为球场最
长的5杆球道，发球好手在这里的最前和最后一个球洞，都
大有表演和发挥的机会。

[顺峰]
名称：北京顺峰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水库南岸
电话：010 89763739/89761188
简介：顺峰乡村俱乐部是由顺峰国际集团投资兴建的一个国
际标准27洞锦标赛球场。位于北京著名的国家4A级名胜风
景区蟒山国家森林公园南侧，十三陵水库的南侧。由京津海
高尔夫建设管理公司澳大利亚籍设计师Watts Leslie John会
同英国女王球场设计师欧巡赛官员David Hemstock及景观设
计师Darren Mansfield、日本高级球场建造师池田成道（美国
四十年球场设计经验），历经三年精心打造而成。会所、酒
店的设计师由来自巴黎的设计师Dan Rusu与球场设计师密切
配合共同完成。
球场占地面积约5000亩，三面山峦环绕，依山傍水，潺
潺小溪，动静相宜。植被茂密，苍翠挺拔，绿草青葱，得天
独厚。连绵起伏的山体，碧波荡漾水面与球场连成一体。极
富诱惑力和挑战性的球场与无与伦比的自然景观有机结合。

[太伟]
名称：北京太伟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香堂文化新村
电话：010 60724488/5566
简介：北京太伟高尔夫俱乐部占地2000余亩，货币资金投入
达3亿人民币之多，集居住、商务、娱乐、休闲等设施于一
身，拥有锦标赛级18洞“纯·真”山地高尔夫球场、五星级
太伟高尔夫度假酒店、健康山林和采摘园。
18洞球场标准杆72杆，总长7010码，球场整体落差70
余米，是一座巧夺天工的山地球场，前后半场风格迥异，
前半场在按照原山形地貌恰到好处的纵横起伏山间，迂回曲
折、险峻丛生、挑战连连；后半场穿梭于茂密的柿子林中，
地势相对平坦、柔和，是挑战后的轻松享受；能在一个球场
同时感受两种截然不同的球道风格全国独有，虽然打的是18
洞但给人感觉比36洞、45洞还过瘾，对热衷、喜爱高球运动
的成功人士极具吸引力和挑战性。

[银杏苑]
名称：北京银杏苑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顺沙路9号
电话：010 61791099/51286577
简介：北京银杏苑公社是由北京银杏苑生态园林有限公司投
资并管理。设计规划建设成北京地区第一家现代农业、生态
园林、休闲体育为一体的会员制经营管理项目。银杏苑公
社园区内的景观与自然保持着完美的和谐，山水、球道、植
被、农田，在这里几乎都被还原成最纯粹的自然原貌，摒弃
了奢华的包装，自然界的一花一树，一草一木都得到了真实
的回归，达到了真正天人合一的境界。

[彼岸青滩]
名称：北京彼岸青滩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高新科技园温榆河畔
电话：010 81766888
简介：北京彼岸青滩高尔夫俱乐部球场由美国GZY建筑事务
首席设计师商飞力先生亲自执笔设计，作为世界上最大及最
专业的高尔夫设计公司，GZY匠心独运成就了这片鸟语花香
的生态环境。整个球场被一条清澈碧透、恬静幽雅的秀水环
抱。青青的绿草起伏柔和，古树倒映赏心悦目，河畔障碍挑
战惊人，给您打造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水概念的挥杆天地。
彼岸青滩由业界权威，北京新自然球场建设有限公司
承建，妙趣横生的18洞球道与大自然巧夺天工的温榆河地
理环境融为一体，青翠的球道和清澈的和河水相辉 映，令
人赏心悦目，浑然天成的球道设计充分利用河岸地势精心
布局，能够完全满足不同兴趣，不同水平的球类爱好者的需
求，挥杆时刻尽享高球带来的兴趣与挑战。

怀柔区 （3）
[雁栖湖]
名称：北京通盈雁栖湖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怀柔区怀北镇西庄村甲2号
电话：010 51909898
简介：北京雁栖湖国际高尔夫俱乐部位于风景秀丽的怀柔区
雁栖湖畔，交通便利、出入快捷。周围有雄伟的慕田峪长
城，千年古刹红螺寺、万顷湖光雁栖湖、神奇幽谷青龙峡等
著名景点，让您在山林美景之中享受高尔夫的乐趣。
球场占地3000亩，共27洞。由一个国际标准18球洞场
和一个9洞灯光球场构成，配套设施包括天然草皮练习场、
豪华会员专属会所和15000平米的度假酒店、300多套豪华度
假别墅。球场由世界著名的IMG体育管理公司规划设计，国
际高尔夫传奇人物，2006年带领欧洲大胜美国的欧洲莱德杯
队长伊恩·伍斯南 （Ian Woosnam)先生倾力打造，绵延起伏
极富挑战的球道，堪称北方唯一的山地球场。雁栖湖高尔夫
球场，享受自然，享受生活的最佳去处。

[红螺园]
名称：北京红螺园饭店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怀柔红螺湖北岸
电话：010 60681188
简介：北京红螺园饭店高尔夫俱乐部坐落在北京怀柔千年古
刹红螺寺南一公里，距北京市区50公里，交通便利，与著名
的慕田峪长城、雁栖湖相邻。饭店占地面积400多亩，拥有
6洞迷你球场和6个打位的小型练习场，集餐饮、住宿、会
议、康乐、旅游于一体的大型涉外“三星”级园林式宾馆，
依山傍水、空气清新、环境幽雅，景色怡人，在这里，您可
品尝到“川、鲁、潮、粤、港”不同地域风味的美味佳肴，
及农家小吃。

[人济]
名称：北京人济高尔夫球俱乐部
地址：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北宅
电话：010 60671118/60672228
简介：人济山庄高尔夫俱乐部位于风景优美的怀柔宽沟，占
地1200亩，是一座18洞72杆的国际标准高尔夫球场，属山地
型球场。山地高尔夫球场在北京是一个比较占优势的地理条
件， 加上良好的环境，这在市区或五环内是不具备的。
球场背靠2000亩原生态的森林公园，是一个天然的大
氧吧，除了球场还开发了老子山、独乐园中式茶楼、儿童
游乐场所等，自然景观与人文构筑景点和谐相融。球场依山
傍水，远望有绵绵不绝的万里长城，近眺有巍巍壮观的将军
岭，堪称是京城最能让球手专注击球的球场。

[燕子口]
名称：北京燕子口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昌平燕子口民俗文化村
电话：010 84580168, 13426355305
简介：北京燕子口国际高尔夫俱乐部由澳大利亚著名设计师
特里·摩根精心设计，占地3500亩，总长度7016码的18洞72
杆的国际标准球场。球场18洞的球道建在群山环抱之中，是
北京唯一一家正在建设中的纯山地高尔夫球场。
球场会所在2000平米开阔的空间里，设有高尔夫球具
专卖店、中西餐厅、咖啡厅、装修极具品位的雪茄吧、专用
更衣室等一应俱全。球场独具特色的山地运动、休闲垂钓、
蔬果采摘、农家烧烤绝对会使您流连忘返。

密云县（2）
[君山]
名称：北京君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密云密溪路，白河畔，溪翁庄镇
电话：010 89031888/1777
简介：北京君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是专为君山高尔夫景观
别墅建设的国际标准18洞72杆球场，是可以举行PGA锦标赛
和各类大型高尔夫国际赛事的高品质球场。
君山国际高尔夫景观球场由美国著名高尔夫景观设计

大师，鲍勃.麦克发兰(Bob McFar land) 主持设计。以其最有
研究的“欧洲风格”打造更富挑战性“战略型技术球场”，
而且在硬件设施上，将普通草地全部转换为“果岭草”，更
在国际标准的“红、白、 蓝、黑”四色发球台的基础上，
增加了“金梯”。

[九松山]
名称：北京九松山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密云穆家峪镇96号北京九松山乡村俱乐部
电话：010 61050611/61051210
简介：项目占地面积3052亩，其中包含18洞国际标准高尔夫
球场，球道全长7226码，标准杆72杆，采用世界流行设计理
念，果领平均面积超过1000平米。配套设施包括60席位的高
尔夫培训学校、小会所、专卖店，2009年新建成的10000平
米的高尔夫豪华会所，其中配套设施包括：豪华客房、商务
中心、多功能宴会厅、红酒雪茄吧、健身中心、泳池和水疗
SPA等。
球场由英国设计师Adrian Norman和苏格兰设计师David
Young秉着“阳光、空气和绿地”的理念联袂设计而成的。
北京城区空气质量较差，又缺少有难度、有趣味的山地高尔
夫球场，大多数球场受地理条件限制比较人工化，享受不到
自然的美，呼吸不到清新的空气，无法达到人与自然浑然一
体的感觉。两位设计师依山就势进行了设计，可让更多的高
尔夫爱好者充分感受到只有在国外才能感受的纯正的山地球
场的魅力。

河北省（６）
[京都]
名称：北京京都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北京琉璃河镇南涿州石佛林场
电话：010 81201837/81202499
简介：京都高尔夫俱乐部目前已扩建至54洞高尔夫球场规
模。商务会所彰显高尔夫文化的深刻底蕴。会所内装修豪华
大气，功能分区各具特色：雪茄吧、咖啡吧设置雅致、视野
开阔；餐厅、VIP接待室尊贵古典，体现身份；多功能厅、
洗浴、休闲设施营造华丽氛围，运动会所设有现代化的健身
房、保健室，网球场及儿童游乐设施，为业主提供了环境开
阔的休闲运动场所。

[京南]
名称：河北涿州京南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河北省涿州市永乐路1号
电话：010 81202880 / 0312 3891188
简介：京南乡村俱乐部占地面积为2000亩，原18洞球场改造
后总面积为1300亩的全长7070码、18洞72标准杆国际锦标级
球场，拥有30余种树木，11万平方米的水域面积和100余个
沙坑。此次改造除了改变了原球场较为平坦的地形外，更是
在发球台、果岭、自动喷灌、排水系统上进行更新，所有的
修建均按照USGA标准进行施工和验收。不仅增加了难度和
趣味性，更保障了球场整体的质量。    
九洞球场不仅秉承了国际一流设计大师的精髓理念，更
是在球道起伏、造型及风格上与原18洞略有不同，让您在27
洞的挑战中尽享乐趣。

[东京都]
名称：东京都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涿州京都旅游大道２号
电话：010 81200555
简介：京都球场为一座27洞高尔夫球场，充满建筑灵性的现
代风格练习场，处处显示着生机与活力，让高尔夫练习者随
时感受怡目怡情的放松与愉悦。高尔夫会所包括不同的功能
分区，能更方便的满足来场客人的不同需求：男女浴区让运
动过后的球友们尽情享受彻底的放松与洗浴情趣；中餐、咖
啡厅不仅提供美食与精品咖啡，更让您在尊贵而又温馨的氛
围中感受舒畅与愉悦；VIP区、商务用房豪华舒适，充分体
现商务精英的生活品位。
苏格兰风格别墅环绕在球场四周，与庄严、肃穆的中
式三国城堡偶然而巧妙的汇聚在自然风光之中，又给人以质
朴、亘古的历史气息，可谓任古典穿行于现代，使整个球场
景观显得即新奇、多样又和谐、自然。商业街建设时尚而具
品味，精品店铺为社区业主生活提供必备的便利服务，让您
如同真正置身于纯正苏格兰小镇。

[大学城]
名称：河北廊坊东方大学城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河北廊坊东方大学城
电话：0316 7918888
简介：东方大学城高尔夫球场总占地面积6640亩(4433000平
方米)。球场整体共由A、B、C、D、E、F六个区域组成，其中
A区前九洞与B区后九洞为夜间灯光球场。为弥补平原地区不
得于球道造型的缺陷，球场动用大量土方，形成10万平方米
的人工湖水面，平地拔起的近10米高的数十座山坡和丘陵。
球场设计长度约7300码，职业发球台女子发球台之间的
距离在120码以上。进入变化丰富、跌岩起伏的球道，环绕
的是山坡、丛林和水面。球道间的不通视性。配有灯光的前
九洞，可以满足还不过瘾的球友们继续着他们的角逐，既可
确保打球者的安全，更能使打球者处于完全超脱自我的天然
怀抱之中，使身心得到极致的放松和陶冶。

[艾力枫社]
名称：北京艾力枫社高尔夫球会
地址：河北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源道
电话：0316 6061188
简介：艾力枫社高尔夫俱乐部球场的东18洞由瑞典球手
Parnevik设计，他对于球场的设计思想，源于原始场地的独
特性，即比较平坦的地势以及将近一半的场地被果树和其他
树木所覆盖。球道的布局，在于前九洞充分利用了地表的树
木，使得球场具有了经典的“Parnevik”风格，球道两侧有
大量树木，简朴的沙坑布置和稍稍抬起的果岭，形成了球场
独特的风景。场地的其余部分，相对更加平坦，很少有树，
引入了变换灵活的水域，产生了更多的打球乐趣。Parnevik
的设计，使得这两点显著的不同地貌特征相得益彰。

[第一城]
名称：河北廊坊第一城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地址：河北省香河县安平经济技术开发区
电话：0316 8211091
简介：第一城高尔夫花园球场内9洞为灯光球场由澳大利亚
著名高尔夫设计大师皮特·汤姆森按照国际高尔夫球场比赛
照明要求亲笔设计的。标准为：球道80-100Lux，果岭150200Lux，空中100Lux。由于采用了世界一流水平的意大利
DISANO 泛光灯具及专业队伍的设计安装，确保了最佳照明
水平及效果。光通量大，光效高。高显色性及6000K左右的
色温，足以保证高品质的照明效果，如同自然光一般舒适、
自然。
环城18洞由国际顶级高尔夫设计大师葛瑞格·诺曼旗下
设计师精心打造，由东西两场组成，18洞全长7027码，标准
杆数72，其中西场第4洞视野开阔，是感觉最优美的九洞之
一，全长551码，标准杆数5。第一杆要奋力一击避开前面230
码处，两个紧密相连的大沙坑，第2杆则需右曲，绕过果岭前
面100码长的人工湖，到达右侧球道，小而快的果岭两翼各屹
立一个漂亮的沙坑，给人一种紧迫感，令球手不敢疏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