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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马设施



凭借我们在规划以及
建设方面的孜孜追求
和精益求精以及客户
的高度满意，我们因
此名誉全球。



现如今，我们是根据每
个客户要求、功能、设
计以及成本等个性化要
求来开发和优化实施，
所以我们公司及产品一
直享誉全球。



奥运马术中心  
& 希腊雅典马场

2004年希腊雅典奥运会的马

术运动，其“马可波罗奥林

匹克马术中心”就是我们成

功规划设计的项目之一。这

个项目我们规划总面积达到

了250公顷，包括赛马设施以

及其建筑物等。

除了规划奥运会马术运动体

育场外，观看马术比赛的观

众区域、VIP、媒体、赛事

报道、训练区域、马厩、巨

大的障碍赛场地等也都是我

们规划设计的。此外，也还

有赛马运动的大看台以及马

厩等等。马场日常的训练培

训设施是由赛马中心提供。

项目



2006年 卡塔尔 
多哈 亚运会

2006年亚运会在卡塔尔多哈

举行。亚运在即，其中的马

术中心以及能容纳400马匹训

练区域和赛马场全部需要新

建。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

我们参与负责了其规划和建

设设计。

其核心是马场看台。它将赛

马训练场地与比赛场地分

开。训练场地含赛马诊所以

及俱乐部比赛场地、含盛装

舞步、障碍赛场地以及其

各自的训练场地、马厩以及

能容纳2000名观众的室内看

台。



德国诺伊施塔特的勃兰登堡国家马场的
马术赛事中心

1999年，利用公共资金，诺

伊施塔特的国家马场建立起

了马术赛事中心，它是勃兰

登堡联邦州最大的多功能

厅。室内马场面积28×70米

的硕大场地非常适合所有的

国际马术赛事；它同时含

3000个座位以便观众观看赛

事。以国家马场建立者名字

命名的“伯爵的林德瑙霍

尔”马术中心，因其可移动

的木制地板而显得功能丰富

多样。因为其多功能的特

点，也能用来承办或组织另

外的一些文化活动或展销会

等等。

大厅的设计可以完好体现国

家马场的历史底蕴。尤其是

其精心设计的外墙以及屋顶

设计，和谐统一地将18世纪

的历史建筑特色和风韵体现

了出来。

项目



西班牙巴塞罗那费雷尔 - 萨拉特
（Beatriz Ferrer-Salat）盛装舞步设施

西班牙盛装舞步骑手费雷尔 -

萨拉特（Beatriz Ferrer-Salat）

参加了好几届奥运会，其赛

马设施的设计是一个很艰巨

的任务。在一片宽阔场地的

具有历史意义的农场上，规

划设计了高品质训练中心，

包括一个训练大厅以及能容

纳35匹马的马厩。

该场地的外观和内部设计细

节都精益求精，就训练设施

而言，达到了业界的最好水

平。

以前现有的农场也已重建。

现在为几名训练人员提供食

宿地。此外，也有专门的马

厩场地。

该训练场地经与当地政府一

起合作和协调，才得以实

现。



意大利北部城市瓦雷泽的
Scuderia Aletti-Montano

自19世纪以来，Aletti家族就

一直专心于培育和繁殖纯血

马。其培育的纯血马遍布欧

洲各地最好的马场。

在意大利北部的瓦雷泽市，

我们设计了一个高品质的训

练中心，其训练跑道长为

1200米，宽为8米。 除训练跑

道外，还有两层的马厩，能

容纳124匹马，空间足够用于

给马匹清洗、蹄铁匠、兽医

检查、鞍室以及日常储存。

另外，在训练中心的中央，

也还设计了一个综合体建

筑，供工作人员办公、管理、

含会议室、休息室、厨房以

及换衣间等。

Scuderia Aletti-Montano位 于

意大利北部风光美丽的瓦雷

泽湖畔。

项目



伊朗德黑兰的娱乐城项目

我们总体规划设计面积最大

的项目之一就是伊朗德黑兰

的娱乐城项目，设计面积超

过280公顷。

该项目的主要特色是休闲为

主，运动项目优先选择马术

运动。因此，我们规划了一

新的马场和跑道，其中一泥

土跑道长约1000米，同时也

规划设计了另一草地跑道。

同时，该场地也包括了大型

的看台和能容纳600匹马的马

厩。马术中心位于体育场馆

中间，含大看台、多个训练

场和马厩。为保证赛马和马

术设施，也设计了单独的隔

离区和兽医诊所。

这个娱乐城是个综合体项

目，除了马术中心和场馆之

外，也还包括了如高尔夫球

场、水上乐园、溜冰场以及

和购物商场等的综合娱乐项

目设施。



瓦伦多夫马术运动---
德国奥委会 室内体育馆

德国奥委会马术比赛是我们

的长期客户之一。

为扩张现有的赛马设施以及

为德国高性能骑手和具有潜

力的年轻马术运动者提供训

练和教育场次，规划设计了

全新的室内比赛场馆以及训

练区域。骑马面积为25×65

米，能容纳300名观众的看台

以及全新的马厩。在这里，

年轻的马术运动者可以在明

亮，高品质的室内场馆里接

受到最高水平的指导和培

训。

奥林匹克委员会附近的很多

马术设施及场地都是我们设

计的。如德国马协的行政大

楼，私人骑马设施以及下面

我们将会提到的“让我们与

爱马一起生活”概念等。

项目



德国Oberaula的
Hönyhof纯血马

在德国卡塞尔城市南边的黑

森联邦州，设计了全新的纯

血马。

高品质的马厩设计完好体现

了当地的地形。它处在该镇

入口，四周被牧场围绕，占

地面积大，能用于繁育30匹纯

血马。马厩建造材料用了熟

料和石膏，包括现代且宽敞

的内部空间。此外，总体建

筑也还包括了办公区域、主

人住宅以及员工住宿区域。

其建设和景观很多地方都生

动体现了设计者对于这里的

喜爱和精湛细节。



德国贝格海姆市的Stud Schlenderhan
纯血马训练中心

2006年，作为德国历史最悠

久和最富盛名的Schlenderhan

纯血马，为其规划设计了一

个训练中心。设计现代且舒

适的马厩能容纳70匹马。同

时也还有储藏、办公楼以及

员工宿舍等。其附近是我们

公司在1989年设计的另一训

练场地。

该训练场地的核心是赛场跑

道，长为2200米，宽为1000

米。同时，针对日常训练，

也设计了长为30米的草地跑

道和宽为550米的沙地跑道。

跑道是根据最先进的研究成

果来设计和建设的。搬入到

新场地后，Schlenderhan成功

赢得了2007年和2009年的德

国 German Gallop Derby比

赛。它是德国最重要的马术

比赛。这是31年以来，它在

这个传奇赛事中获得的首场

胜利。

项目



阿曼皇家警察署
训练综合体

阿曼皇家警察署计划建立一

个全新的马术中心，含住宿

和训练培训场地设施。该综

合体项目能容纳600匹马、

300头骆驼以及1000条警犬和

1200名警察人员。

除了马厩，其马术设施也还

包括了大型的室内场馆（80

米×100米）、赛道、兽医诊

所以及几个户外的骑马场

地。其中最大的场地位于大

看台正前方的赛马跑道里。

其旁边是多功能楼。各种不

同类型的马术比赛都可以在

这里举行。

这个项目的建筑设计竞标在

2012年夏天进行，我们参与

和一家国际工程公司合作来

设计。



让我们与爱马一起生活

“让我们与爱马一起生活

Living with Horses”的概念是

我们在1989年首次提出的，

使得其与自己的爱 马毗邻朝

夕相处成为可能。

骑手或马术爱好者家庭都可

以购买3000到5000平米的场

地，并依此建造自己的马

厩、围场以及自己独有的居

住家园。在德国，这种情况

一般只适合城外的农民。适

合于大众的骑马场以及骑马

大厅已建好，称为“特殊的

骑马建筑场地”。这样，对

于居住城市不远的个人休闲

马术爱好者享受养马以及骑

马成为可能。

项目



奥地利Wallern的Lindhof纯血马

我们最独特的项目之一就位

于奥地利Wallern地区。塞弗

特先生及夫人根据历史上例

子，已经实现了其获有一匹

纯血马的梦想。

在占地28公顷的宽大面积

内，其居住的别墅配有左右

对称的马厩，可通过两个大

门通往这封闭式的庭院。该

马厩能容纳25匹马。

该场所装饰复杂漂亮，内嵌

支柱和拱顶。

建设装饰完成后，其同时备

有面积为20 x 60米的室内赛

马区域，它可能直接同向马

厩。建筑周围环绕着公园、

牧场等，环境优美。



国际赛事中心项目
马可波罗奥林匹克马术中心 & 希腊雅典马场
2004年奥运会马术中心 - 总体规划

2006年卡塔尔多哈亚运会
赛马及马术俱乐部 - 总体规划以及完整设计

国家赛事中心项目
东巴伐利亚 克罗伊特 马术中心
马术以及文化活动的新室内场馆，能容纳300匹马的马厩----总体规划以及初步设计

新城（Dosse）的马术和比赛中心
新室内场馆---设计、执行规划以及实际成型

公众骑马中心
德国奥运马术委员会（DOKR）瓦伦多夫 
马术以及文化活动的新室内场馆，含马厩和训练场地---设计、执行规划以及实际成型

瓦伦多夫国际学院马术研究中心
室内马场、马厩能容纳60匹马，含训练场以及公寓—设计到实际成型

Eastsea  Pötenitz城堡马术休闲公园
马术以及文化活动的新室内场馆，含能容纳120匹马的马厩---总体规划设计 

Bergisch-Gladbach的Diepeschrather Mühle 盛装舞步中心
新室内场地、餐厅、能容纳80匹马的马厩以及训练场地---设计以及实际成型

伊达尔-奥伯施泰因Roggendorf 骑术中心 
酒店、室内场馆、能容纳100匹马的马厩以及训练场地---设计以及实际成型

巴特菲尔伯尔Fleesensee 骑术中心
室内场馆、含能容纳60匹吗的马厩、餐厅和训练场地 -设计以及实际成型

Everswinkel Alverskirchen马术俱乐部
马术训练室内场馆，含铜管乐队排演室—设计到实际成型

Coesfeld-Lette马术俱乐部
室内场馆、训练区域、马厩、俱乐部室以及练习场地――设计到实际成型

Rhynern Hamm马术俱乐部
室内场馆、含马厩――设计到实际成型

国际私人骑术中心
比利时Kelmis西门子骑术中心
室内场馆、能容纳50匹马的马厩、公寓以及办公大楼――设计以及执行规划

美国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市　AMCI骑术中心
能容纳80匹马的马厩 ――设计

仅供参考



西班牙巴塞罗那　费雷尔 - 萨拉特　盛装舞步马厩
室内场馆、能容纳30匹马的马厩以及训练场地――设计到竞标文件

奥地利Wallern的Lindhof
私人骑马设施、含室内场馆、马厩以及居住大楼――总体规划和初步设计

乌克兰顿涅茨克
室内场馆、能容纳30匹马的马厩以及训练场地 ――总体规划、设计以及实施规划

国家私人骑术中心项目
德国亚琛市西门子盛装舞步中心
室内场馆、能容纳40匹马的马厩――设计以及执行规划

Duelmen迈耶骑术中心
能容纳40匹马的马术设施――设计以及执行规划

瓦伦多夫汉斯 -君特·温克勒障碍赛中心
室内场馆以及马厩――设计到实际成型

Heinen, Wermelskirchen施密茨盛装舞步中心
室内场馆、能容纳70匹马的马厩――设计、执行规划到实际成型

Luetkemeier, Paderborn的Cappelmann马厩中心
室内场馆、能容纳50匹马的马厩――设计、执行规划到实际成型

兰茨胡特城的克劳斯骑术中心
室内场馆、能容纳40匹马的马厩――设计

Luhmuehlen三日赛场馆中心
负责三日赛场馆的设计

德国柏林Braun + Menzel GbR酒店和骑术中心
酒店、室内场馆以及能容纳60匹马的马厩—设计

罗斯托克Grieger 骑术中心
室内场馆以及能容纳70匹马的马厩—设计以及执行规划

德国瓦伦多夫县Dr. Kritzler盛装舞步中心
室内场馆以及能容纳50匹马的马厩—设计到实际成型

德国瓦伦多夫县Rash盛装舞步
室内场馆以及能容纳50匹马的马厩—设计到实际成型

德国拉廷根市Salecker-Schäfer骑术中心
室内场馆、训练场地、能容纳90匹马的马厩以及20匹纯血马的居住楼--设计、执行规划以及招标

吕丁豪森 Sebbel骑术马厩
室内场馆、能容纳60匹马的马厩--设计到实际成型

巴特洪堡的瓦格纳骑术中心
室内场馆、能容纳70匹马的马厩--设计以及执行规划

德国贝格海姆Hausmann Licher Hof骑术中心
室内场馆、能容纳50匹马的马厩以及马匹诊所--设计到实际成型



国际赛事跑道以及赛事马厩中心
俄罗斯Hippodrome Pyatigorsk
新赛马场、含看台以及训练场地---总体规划以及完整设计

意大利瓦雷泽的Scuderia Aletti Montano
赛马场以及训练设施---总体规划以及设计

波兰华沙Varisella赛马场
赛马场以及能容纳70匹马的马厩---总体规划以及初步设计

瑞士苏黎世骑术俱乐部
新赛马场—研究以及设计

国家赛马场以及赛马马厩中心项目
德国科隆Röttgen赛马场
含能容纳70匹马的马厩—设计到实际成型

德国慕尼黑骑术俱乐部以及
含能容纳80匹马的马厩—设计到实际成型

德国瓦伦多夫县Schultheis赛马场
含能容纳30匹马的马厩—设计到实际成型

德国不莱梅市Mahndorf赛马场以及训练中心
赛马场以及含能容纳240匹马的马厩—设计以及执行规划

德国贝格海姆市赛马场以及训练中心
赛马场、小跑道、能容纳50匹马的马厩以及公寓—设计到实际成型

纯血马项目
德国贝格海姆市Schlenderhan纯血马
含90匹纯血马—设计到实际成型

波兰华沙Varisella纯血马
含170匹纯血马—设计到实际成型

德国韦尔讷市Ittlingen纯血马
含90匹纯血马—设计到实际成型

德国科隆Röttgen纯血马
含70匹纯血马—设计到实际成型

德国瓦尔德布勒尔Erlengrund纯血马
含60匹纯血马—设计

德国亚琛市Kaldewei纯血马
含40匹纯血马—设计到实际成型

德国Tasdorf市Wilm纯血马中心
含60匹纯血马—设计

仅供参考



国际项目总体规划
伊朗德黑兰ITC娱乐城--休闲、运动以及马术中心
阿曼皇家警察局骑马综合体项目
阿曼皇家赛马场以及马术设施
奥地利隆高欧洲体育公园
迪拜国际赛马公园
俄罗斯Selische高尔夫以及马术城项目

德国马术中心总体规划
德国新城（Dosse）勃兰登堡养马场
Oer-Erkenschwick马术休闲公园
德国瓦伦多夫县欧洲马术公园

让我们与爱马一起生活
设计到实际成型
瓦伦多夫Dr. Frohberger
瓦伦多夫Ludwig Growe
瓦伦多夫Ferdinand J. Leve
瓦伦多夫Hans-Dieter Wolf
瓦伦多夫Daniela Krättli

酒店项目
诺因多夫骑士酒店—设计
德国新城圣乔治酒店—设计到实际成型
德国瓦伦多夫IM恩格尔酒店--设计
Gruenefelder汽车旅馆—设计
柏林Braun + Menzel GbR酒店

研究项目
为德国汉堡一新赛马场的开发而设计的研究项目---德国马协（FN）以及Eternit AG “当代骑术运动”研究

产品开发
骑乘区域地板、围场以及赛道--“Equiground”和“Biolit”
马厩设备个性化设计
马匹健康培训--“Aquatrainer”



丰富经验以及全新概念---
这就是我们的经营理念！

我们团队卓越，建筑师拥有

超过30多年丰富经验 ；团队

拥有 8名建筑师以及规划

师，他们在休闲、骑术以及

马术比赛等方面全面参与了

咨询、规划、马术项目设计

施工成型等所有环节。

现阶段，我们专门为德国以

及国际马术客户提供咨询和

问题解答服务。凭借多年的

咨询、规划以及项目建设或

已有项目重建（从小型的私

人骑马、马匹繁育、赛马设

施到大型的马术赛事）的丰

富经验，我们能满足客户最

大程度的需求并获得客户认

可，我们致力于始终开拓新

思路和理念。

作为世界上在骑马以及马术

赛事方面最富盛名的国家之

一，德国一直颇受大家好

评，其涵盖的相关马术项目

能让我们更好使用以及提高

我们的技术水平。

我们真诚希望，通过这个项

目以及产品展示包，大家可

以对我们的技能有个初步了

解。如对我们的项目有任何

问题或需求更多信息，或如

需要现场演示，欢迎随时联

系我们，谢谢。

公司情况概览





F. J. Leve GmbH

地址：
Dr.-Rau-Allee 97
D-48231 Warendorf
Germany

电话：+49 25 81 / 63 31 49
邮箱：architects@leve.de
网址：www.leve.de

联系人：
Mr. Dipl.-Ing. Ferdinand J. Le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