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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有关体育产业发展的指示，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全民健

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

业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实现《全国冰雪场地设施建设规划（2016—2022

年）》、《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2025 年）》及《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要求

的建设目标，提升冰雪运动普及程度和产业发展水平、加强和规范滑冰馆建设，

编制此标准。 

第二条  本标准中滑冰馆指可用于冰球、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等项目的比赛、训

练、教学、健身及娱乐的冰上运动场馆。大道速滑馆和冰壶馆不包括在此范围内。 

第三条  本标准用于编制、评估和审批滑冰馆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相关审

查部门对项目设计和建设全过程进行督查。目的是推动滑冰馆项目科学决策和可

持续发展，增加滑冰馆数量的同时，提升项目决策、规划、建设质量。 

第四条  本标准适用于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域内新建的独立滑冰馆、与其它运动休

闲设施复合建设的滑冰馆，以及建有可转换冰场的综合体育馆。其它级别滑冰馆

的建设可参照执行。  

第五条  滑冰馆建设应遵循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从满足全民健身工作的基本需求出发，考虑所在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兼顾专

业竞技和全民休闲健身需求，合理确定建设水平，做到适用、经济、绿色、美观。 

第六条  滑冰馆建设除执行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其他有关强制性标准、规范

和地方城市规划的相关要求。承担专业竞技职能的滑冰馆还需符合国际国内相关

冰上运动联合会或赛事组织机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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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第七条 滑冰馆的建设规模按赛事等级、座席规模分为五级，分别为特级、甲级、

乙级、丙（Ⅰ、Ⅱ）级，其对应关系遵循表 1。 

表 1  滑冰馆规模与座席规模、赛事等级对应表 

滑冰馆规模 赛事等级 座席规模（座） 

特级 举办奥运会和国际综合性运动会 ≥10000 

甲级 举办全国性和国际单项比赛 9999-6000 

乙级 举办地区性和全国单项比赛 5999-2500 

丙级 
丙Ⅰ级 举办群众性运动会 2499-1000 

丙Ⅱ级 训练健身 ＜1000 

第八条 滑冰馆建设项目由房屋建筑、建筑设备和室外工程等组成。滑冰馆房屋

建筑包括：运动场地、看台、配套用房。室外工程包括：道路、广场、停车场和

绿化工程等。建筑设备包括：给水排水、通风空调、制冰设备、强弱电及智能化

系统等。 

第九条 运动场地包括：比赛冰场和训练冰场。特级、甲级、乙级场馆应设置训

练冰场，丙级场馆宜设置训练冰场。 

第十条 看台包括：观众看台（含无障碍座席、运动员席、媒体席）、主席台和包

厢看台等。 

第十一条 辅助用房分为比赛场地辅助用房和热身场地辅助用房。比赛场地辅助

用房包括：观众用房、运动员用房、竞赛管理用房、贵宾用房、媒体用房、设备

用房、场馆运营用房和安保用房等。热身场地辅助用房包括：热身管理用房、设

备用房和器材库房等。 

第十二条 贵宾用房包括：贵宾包厢及休息室、随行人员休息室及其他服务用房。 

第十三条 观众用房包括：观众休息厅、问讯处、医务室、卫生间、商品售卖和

餐饮服务用房等。 

第十四条 运动员用房包括：运动员休息室（含更衣室、淋浴室、卫生间）、教练

员休息室（含更衣室、淋浴室、卫生间）、兴奋剂检查室、按摩室、磨刀室、医

务急救室、洗衣房、干燥室和陆上热身区等。 

第十五条 竞赛管理用房包括：组委会办公和接待用房、赛事技术用房、其他工

作人员办公区和体育器材库房等。其中：赛事技术用房包括：广播电视转播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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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记分用房、裁判员休息室、裁判员办公用房、单项运动协会技术用房等。 

第十六条 场馆运营用房包括：管理用房、服务用房、租赁区、储藏库房、传达

室、售票处和环卫用房等。 

第十七条 媒体用房包括：新闻发布厅、媒体工作区、媒体休息区、评论员室、

转播信息办公室和新闻官员办公室等。 

第十八条 设备用房包括：计时记分控制室、场地照明控制室、声控室、给排水、

暖通、空调、电气、除湿、制冰机房和浇冰车库等。浇冰车库应设置融冰池与浇

冰车停车位并应容纳制冰相关设备。 

第十九条 其他用房包括：会议室、团队装备房以及为满足多样化体育综合服务

需要配备的经营管理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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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选址与建设条件 

第二十条 滑冰馆的选址应征得当地自然资源部门和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许

可，在体育规划用地范围内建设。 

第二十一条 滑冰馆的选址宜选择基础设施完善、周边配套齐全及交通便利的地

区，充分考虑观众、运动员和滑冰爱好者的可达性和便利性，利于滑冰馆的高效

使用。 

第二十二条 滑冰馆的选址应为环境友好、地势平缓的区域，与各类污染源、危

险地质环境、高压线路、交通干线和易燃易爆场所保持距离，以保证滑冰馆的使

用安全。同时应考虑滑冰馆的建设和使用对周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 

第二十三条 滑冰馆的选址应以空间适用为原则，合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并

考虑远期发展的需要。 

第二十四条 滑冰馆的建设应符合规划条件，满足朝向、日照、风向、安全、卫

生、消防、环保和停车疏散等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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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面积指标 

第二十五条 滑冰馆单座建筑面积指标不应超过表 1 的规定。 

表 1  滑冰馆单座建筑面积指标表 

座席规模(座) ≥10000 9999～6000 5999～2500 2499～1000 

单座建筑面积指标

（m
2
/座） 

4.6 4.6～4.5 4.5～5.7 5.7～10.2 

注：1、1000 座以下（不含 1000 座，单块冰）滑冰馆总建筑面积以 6000 ㎡

为上限。1000 座以下（两块冰）滑冰馆比相同座席规模单块冰滑冰馆的总建筑

面积最多大 70%。 

2、上述建设规模中不含地下停车库和人防建筑面积。 

3、较大座席位数档次按规定计算的总建筑面积，不应小于相邻较小座

席规模档次按其最多座席规模计算的总建筑面积。 

第二十六条 滑冰馆与体育竞赛相关的各部分用房应根据相应赛事等级确定相关

辅助用房的使用面积指标。 

第二十七条 特级及甲级滑冰馆场地区尺寸应为 70.00mX40.00m，乙级及以下滑

冰馆场地区尺寸应不小于 63.00mX33.00m。冰场的规格和设施标准应符合相应冰

上运动项目竞赛规则和场地设施建设相关规定，具体比赛场地尺寸根据功能不同

可依据表 2 选择： 

表 2  比赛场地尺寸 

项目名称 比赛场地尺寸（m） 场地总面积（m
2
） 备注 

短道滑冰 60．00×30.00 1800.00 周长为 111.12m 的椭圆形跑道 

花样滑冰 60．00×30.00 1800.00 冰上舞蹈最小为 57m×26m 

冰球 最大 60．00×30.00 1800.00 标准场地，冬奥会比赛及训练场地 26m×60m 

最小 56．00×26.00 1456.00 不用于重大比赛 

第二十八条 无障碍座席位应按不低于看台总座席规模的 2‰设置，位置应方便

入席及疏散。 

第二十九条 1000 座席以下的滑冰馆可以不设固定座席。 

第三十条 主席台的规模宜符合表 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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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席台座席指标 

观众总座席规模 10000 席以下 10000 席以上 1000 席以下 

主席台占 

看台总座席的比例 
1%～2% 0.5%～1% 无 

第三十一条 观众用房中公共卫生间、观众休息厅的标准应满足相关设计规范的

要求。 

第三十二条 运动员用房不宜小于表 4 的规定，同时还应考虑冰球、花样滑冰和

短道速滑各运动设施兼容性。对于举办综合运动会和国际单项冰上运动赛事的场

馆，应考虑不同赛事组委会要求适当调整运动员用房数量和面积指标。 

表 4  运动员用房使用面积指标（m
2
） 

等级 运动员

休息室 

教练

员休

息室 

按摩室 磨刀室 医疗用

房 

存储室 洗衣室 干燥室 陆上热

身区 

特级 满足冬奥会要求 

甲级 4-6 套

×170 

2-3 套

×25 

4-6 套

×15 

2-3 套

×5 

 

30 

4-6套×

15 

10 4-6 套×

10 

200 

乙级 4-6 套

×100 

2-3 套

×20 

4-6 套

×10 

2-3 套

×5 
25 

4-6套×

15 

10 4-6 套×

10 

200 

丙级 

 

丙Ⅰ

级  

4-6 套

×65 

2-3 套

×20 

无 2-3 套

×5 25 

4-6套×

5 

10 4-6 套×

10 

无 

丙Ⅱ

级 

4-6 套

×40 

无 无 2-3 套

×5 
20 

4-6套×

5 

10 4-6 套×

5 

无 

 

第三十三条 竞赛管理用房不宜小于表 5 的规定。 

表 5 竞赛管理用房使用面积指标（m
2
） 

 

等级 
组委会办公

和接待用房 
赛事技术用房 工作人员办公区 体育器材库房 

特级 1000 1200 850 1300 

甲级 550 250 100 500 

乙级 300 200 80 400 

丙

级 

丙Ⅰ级  无 无 60 300 

丙Ⅱ级 无 无 6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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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 贵宾用房不宜小于表 6 的规定。 

表 6  贵宾用房使用面积指标（m
2
） 

第三十五条 媒体用房不宜小于表 7 的规定。 

表 7  媒体用房使用面积指标(m
2
） 

等级 新闻发布厅 
媒体     

工作区 

媒体     

休息区 

评论员

控制室 

转播信息

办公室 

新闻官员

办公室 

特级 225（150 人） 300 75 25 25 25 

甲级 150（100 人） 200 50 20 20 25 

乙级 120（80 人） 160 40 15 15 15 

丙

级 

丙Ⅰ

级  
75（50 人） 100 25 无 无 15 

丙Ⅱ

级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第三十六条 一块冰场配备的专业设备用房应包括一套制冰机房和浇冰车库。制

冰机房面积应为 50-90 ㎡，浇冰车库面积应为 35-70m2。 

  

等级 贵宾休息室 随行人员休息室 其他接待服务用房 

特级 400 100 100 

甲级 300 75 75 

乙级 200 50 50 

丙级 

丙 Ⅰ

级  
150 25 25 

丙 Ⅱ

级 
无 无 无 



 8

第五章 建筑标准 

第三十七条 建筑标准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和地域条件合理确定，同时应

满足周边环境和城镇规划的要求。 

第三十八条 特级、甲级和乙级滑冰馆应满足相应级别冰上运动竞赛要求，同时

场地及用房宜兼顾全民健身等活动要求。 

第三十九条 滑冰馆的结构形式应满足大空间、大跨度的体育建筑设计要求，同

时兼顾经济性和实用性。滑冰馆的运动场地、看台、功能用房等宜考虑多功能转

换需求。 

第四十条 滑冰馆空间形式、设备选型、材料选用等应充分考虑节能、环保等可

持续发展要求，同时宜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智慧场馆建设。 

第四十一条 滑冰馆室内环境设计应考虑冰上运动的特殊性，为运动员、观众、

媒体提供舒适的声、光、热、湿环境。 

第四十二条 竞赛型滑冰馆的建筑装修与环境设计应有助于运动员水平的发挥，

同时应满足比赛观赏性要求。 

第四十三条 滑冰馆建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 的规

定，同时应满足老幼及残障人士冰上运动的特殊要求。 

第四十四条 滑冰馆应严格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 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进行抗震设计。 

第四十五条 滑冰馆的建筑耐火等级和消防设施的配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规定。 

第四十六条 滑冰馆应便于维护管理，同时应有安全、可靠的安保和反恐措施能

够应对使用中发生的紧急情况和意外事件。 

第四十七条 滑冰馆应满足安全防护要求，冰场四周应设有相应的防护措施，保

障运动人员的安全。 

第四十八条 对于有转播、直播需求的滑冰馆，其看台应根据比赛场地和运动项

目，协调观众观赛与媒体转播的视线要求。 

第四十九条 为保证滑冰馆室内温度和湿度环境，应设置除湿、通风、空调等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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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冰场技术、工艺和设备 

 

第五十条 人工冰场的场地尺寸、设计参数应根据其使用功能合理选用。 

第五十一条 人工冰场的场地构造应保证冰面质量，满足冰场使用功能，且便于

日常维护和功能转换，并尽可能降低系统运行能耗。 

第五十二条 人工冰场的冷负荷应根据经验数据、实测数据结合理论计算来确定。 

第五十三条 制冷设备选择时其冷量应考虑一定的附加系数，制冷设备所用的制

冷剂应为环保型制冷剂，冷机宜具热回收功能并进行热能综合利用。其运行能效

应满足国家相应的规范和标准。 

第五十四条 配套设施设备如浇冰车、修边机、制冰工具、界墙、安全网、防撞

垫、融冰池等应满足冰场相应功能的使用要求。 

第五十五条 人工冰场应配置自动控制系统满足基本使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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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第五十六条 滑冰馆投资估算应以国家有关规定为基准，在参照体育馆投资经济

指标或当地概预算定额的基础上，根据工程实际内容及市场价格变化按照动态管

理的原则进行调整。 

第五十七条 滑冰馆的冰场及浇冰设备应依据市场报价计入总投资。 

第五十八条 滑冰馆应按国家现行的有关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的规定进

行经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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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名词解释 

1) 滑冰馆：配备人工冰场的室内体育场馆，能够进行短道滑冰、花样滑冰、冰

球等单项或多项竞技比赛和训练健身。 

2) 场地区：依据冰球、短道滑冰、花样滑冰各单项竞赛规则，分为运动场地及

其辅助区域，包括冰上运动场、运动员换场区和混合区。 

3) 热身场地：冰上运动竞赛时，可供运动员在正式比赛之前热身训练的区域。

包括训练冰场和陆上热身区。其规格应符合冰球、短道滑冰、花样滑冰等各

不同竞赛项目的要求。 

4) 运动员休息室：依据冰球、短道滑冰、花样滑冰等运动项目的需求，为运动

员提供更衣和休息服务的房间，配有淋浴间和卫生间。 

5) 教练室：是教练，助理教练和守门员教练工作、休息及更衣的房间，配备冰

球球场模型。 

6) 干燥室：是干燥冰上运动员比赛服装与内衣的房间。 

7) 磨刀室：是打磨运动员冰刀鞋的房间，配备磨刀机、通风与抽真空等设备。 

8) 浇冰车库：是放置浇冰车、喷洒机、融冰池、燃料和相关工具的房间，需与

储藏室、冰场以及室外有良好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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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建设标准用词和用语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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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滑冰馆建设标准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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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条说明了编制本标准的目的。由于我国冰雪运动起步晚，基础薄弱，

现有的冰雪场馆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冰雪运动需要。国家高度重视发展

冰上运动，以举办 2022 年冬奥会为契机，围绕“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发展

目标，以东北、华北、西北为带动，以大众滑雪、滑冰、冰球等为重点，深入实

施“南展西扩”，推动冰雪运动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冰雪运动普及程度和产业发

展水平。建设目标是到 2022 年全国滑冰馆数量不少于 650 座，其中新建不少于

500 座。通过本建设标准的编制和实施，可以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共滑冰馆的建

设，提高投资效益和社会效益，更好地为公众服务。 

第二条  大道速滑馆需求和建设量较小，规模、空间和形式与滑冰馆差异大，末

纳入此范围。冰壶馆多方面技术要求特殊，不在标准所涉及范围内。 

第三条  本条说明了标准的主要作用。本标准是编制、评估和审批公共滑冰馆项

目有关政策、技术、经济等要求的依据，为各级政府对项目决策和综合评价提供

基础指标。本标准的直接使用者是各级政府的决策部门和检查监督部门；相关使

用者是建设单位、设计咨询单位等。 

第四条  改建、扩建的滑冰馆以及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建设的滑冰馆可参照本标

准执行。 

第五条  本条规定了公共滑冰馆的建设原则。考虑到冰上体育竞赛对场馆的硬性

要求以及滑冰馆的公共服务性质，公共滑冰馆既要满足全民健身及体育竞赛的功

能要求，还应兼顾体育旅游、体育会展、体育休闲、文化演艺等多样化的综合服

务和运营需求。其建设应充分考虑我国国情与地区发展差异性，有效地使用建设

资金，实现功能、规模的最优配置。 

第六条  本条明确了本标准与现行有关的工程建设国家或行业标准、规范、定额

和指标的关系。凡与公共滑冰馆建设有关的，新颁布和新修订的标准、规范和规

则等，均应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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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第七条  本条规定了公共滑冰馆的建设规模、赛事等级、座席规模的对应关系。 

赛事规模与座席规模参考了国际冰球协会发布的滑冰馆建设技术手册（表 2）以

及国外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并考虑实际运营中公共滑冰馆的冰篮转换和《体育馆

建设标准》中我国体育馆的分级标准，共同拟定把滑冰馆分为五级。每个城市根

据赛事等级，结合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在表 1 中选定适宜的滑冰馆规模及座席规

模。座席规模可根据具体赛事要求进行适当调整。 

表 1 国际冰球协会滑冰馆建设技术手册中滑冰馆分级标准 

场馆等级 坐席数 

第一级 现代化多用途竞技场馆 >6000 

第二级 中型竞技场馆 2000-6000 

第三级 小型冰场 <1000 

第九条  本条明确了运动场地包括的内容和设置训练冰场的滑冰馆等级。按照冰

上赛事需求，特级、甲级、乙级滑冰馆除比赛场地外应至少设置一块训练冰场，

保证运动员能进行赛前训练。丙级滑冰馆根据需求可设置一块或多块训练冰场。 

第十条  本条按使用功能规定了看台座席类别。考虑滑冰馆和体育馆的通用性，

看台要求和体育馆设置要求一致。 

第十一条  本条说明了辅助用房包括的主要内容。其功能布局应满足比赛要求，

具有通用性和灵活性，便于使用和管理，并解决好平时与赛后各类用房的利用问

题。 

第十四条  本条说明了运动员用房包括的主要内容。运动员用房是滑冰馆建设的

重要内容。运动员用房的核心内容是运动员休息室和教练员休息室，应包含更衣

室，淋浴室和卫生间。运动员休息室还应配备按摩室、磨刀室、医务急救室、洗

衣房、干燥室和陆上热身区等房间。花样滑冰、短道速滑还应配备相应设施满足

使用需求。 

第十八条  本条明确了设备用房的组成。制冰机房应安装制冷设备，以保证冰面

温度稳定。浇冰车的作用是对冰面进行刨冰、扫冰、浇冰，以保证冰场的正常使

用。融冰池的作用是及时将浇冰车倾倒的冰融化。制冰相关设备包括冰漆及喷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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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等。公共滑冰馆应至少配备 1 辆制冰车。 

第十九条  为满足做多样化滑冰综合服务而设置的经营性管理用房，应根据场馆

特点和运营需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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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选址与建设条件 

第二十条 本条规定了滑冰馆的建设应符合规划要求。由于各地方的规划指标要

求不同，其绿地率、容积率、停车数量等规划指标应按照项目所在城市的规划管

理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条规定了滑冰馆选址应遵循的原则。建设用地的选择，对滑冰馆

的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它对建设投资的多少、工期的长短以及建成后效益的好

坏，都有很大的制约作用。 

第二十二条 本条规定了滑冰馆的选址，除应考虑外界环境对滑冰馆的影响，同

时还应考虑由于滑冰馆比赛训练的性质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二者要统筹兼顾。要

做好环境影响评估工作，协调好滑冰馆与周边环境的关系。 

第二十三条 本条规定了滑冰馆的选址应因地制宜，如遇到地形有高差时，可结

合滑冰馆自身的设计特点合理利用高差解决流线和节能等设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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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面积指标 

第二十五条 本标准正文表 1 规定了公共滑冰馆的单座建筑面积指标。考虑特级、

甲级滑冰馆赛后利用，所以将特级座席规模≥10000 和甲级座席规模 9999～6000

滑冰馆单座建筑面积指标对标《城市公共体育馆建设标准》中特级座席规模

15000～10000 和甲级座席规模 9999～6000（均设置体操运动场地）的体育馆单

座建筑面积指标。考虑到乙级座席规模 5999～2500 滑冰馆建筑面积和同级别体

育馆（设置手球运动场地）的建筑面积差，进行核算后得到乙级座席规模 5999～

2500 滑冰馆单座建筑面积指标。丙Ⅰ级座席规模 2500～1000 滑冰馆建筑面积对

标同等规模国际冰球联合会 IIHF 建筑标准模型面积，得到 2500～1000 滑冰馆单

座建筑面积指标。1000 座以下（不含 1000 座，单块冰）滑冰馆建筑面积对标国

际冰球联合会发布的滑冰馆建设技术手册，以 6000 ㎡为上限。 

第二十七条 本条规定了滑冰馆场地区和比赛场地的建设要求。特级及甲级滑冰

馆场地区考虑冰篮转换对标特级及甲级体育馆，场地区尺寸应为 70.00mX40.00m，

乙级及以下规模滑冰馆场地区参照国际冰球联合会技术手册，场地区尺寸应不小

于 63.00mX33.00m。比赛场地尺寸应按照运动项目竞赛规则和赛事级别要求设置。 

第二十九条 本条规定了公共滑冰馆座席的设置要求。根据国际冰球联合会发布

的滑冰馆建设技术手册，规定 1000 座以下的小型冰场可不设固定座席。 

第三十条 本条规定了主席台座席规模占看台总座席的比例。使用中应根据赛事

和实际使用需要在表 3 规定的范围内选择。 

第三十一条 观众公共卫生间标准具体参考《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CJJ 14-2005 

J 476-2005)。观众休息厅的标准可参考《体育建筑设计规范》（JGJ31-2003）。 

第三十二条 本条规定了运动员用房的使用面积指标。其中运动员休息室由休息

室、更衣室、卫生间、盥洗室、淋浴等成套组合布置。表 4 中各类运动员用房的

面积指标是以滑冰馆的建设规模、功能需求为基本参数，广泛参考了国际冰球联

合会滑冰馆建设技术手册和俄罗斯、瑞典等国家的建设经验。其中，特级滑冰馆

举办奥运赛事，应满足奥运会面积指标要求。 

第三十三条 本条规定了竞赛管理用房的使用面积指标。考虑滑冰馆和体育馆的

通用性，乙级及以上滑冰馆竞赛管理用房要求和体育馆要求一致。 

第三十四条 贵宾用房的使用面积应根据奥运会、国际比赛的实际需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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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本条规定了媒体用房的使用面积指标。考虑滑冰馆和体育馆的通用

性，媒体用房要求和体育馆要求一致。 

第三十六条 本条规定了制冰机房和浇冰车库的使用面积指标。制冰机房具体面

积应满足不同类型制冰工艺要求。考虑赛事要求，乙级及以上滑冰馆比赛冰场的

浇冰车库尺寸应预留 2 个制冰车停车位，浇冰车房面积应为 70 m2 ，训练冰场

和丙级滑冰馆比赛冰场的浇冰车库尺寸应至少满足一辆浇冰车停放，浇冰车房面

积应至少为 35 m2 。浇冰车主要参数是： 

轴距 2030mm 冰刀宽度 2300mm 

轮距 1540mm 车宽 2000mm 

转弯半径 4600mm 雪箱抬起高度 2520mm 

外形尺寸 L4300×W2420×H2520 雪箱抬起长度 5550mm 

离地净高 1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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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筑标准 

第三十七条 本条明确了滑冰馆建设标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明确了特级、甲级、乙级滑冰馆的建设应满足的活动要求，并

考虑满足日益增长的全民健身需要。 

第三十九条 滑冰馆是大空间、大跨度的建筑类型，因此结构选型、结构计算往

往对此类建筑投资影响较大，应经过充分论证，选择经济、合理的结构形式。滑

冰馆的建设在满足体育竞赛要求的同时，其运动场地、看台、功能用房应考虑多

功能使用，更好的发挥公共体育设施投资的社会及经济效益。 

第四十条 本条是对滑冰馆建筑绿色环保、节能降耗的可持续要求，同时充分尊

重现代技术革新，提倡智慧场馆建设。 

第四十一条 本条明确了滑冰馆建筑对室内环境的要求。滑冰馆因其比赛项目的

特殊性，内部比赛区域与其他区域热湿环境差异明显，应充分满足不同功能区域

对滑冰馆热湿环境的要求，同时也要为运动员、观众、媒体提供适宜的声环境、

光环境。 

第四十二条 本条规定了滑冰馆建筑装修与环境设计方面总的要求。 

第四十三条 本条是对滑冰馆建筑无障碍设计的要求。滑冰馆建设应考虑老幼及

残障人士等不同使用对象的特殊性，要求无障碍设施更加完善。 

第四十四条 本条是对滑冰馆建筑抗震设防的要求。 

第四十五条 本条规定了滑冰馆的建筑防火和消防设施的要求。 

第四十六条 本条是对滑冰馆日常和赛事维护管理的要求。 

第四十七条 本条是对滑冰馆场地界限外围安全防护设计的要求。 

第四十八条 本条是对有转播、直播需求的滑冰馆看台提出的要求。 

第四十九条 鉴于冰上运动的特殊性，应设置除湿、通风、空调等设备，防止屋

顶结露、冰面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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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冰场技术、工艺和设备 

 

第五十条  人工冰场的场地规格、外观要求、设计参数如冰面温度和湿度、冰场

点位线、冰面照度等根据其使用功能合理选用。 

1、外观要求：冰面颜色应为白色；冰面应平坦、光滑且无障碍；冰面厚度

25mm-60mm 可调；冰面平整度：冰场内任意位置处 3m 范围内冰面起伏应小于

2mm，整个冰场监测点合格率应不小于 80%。竞赛用冰场冰面混凝土构造层混凝

土任意位置处 3m 范围内起伏应小于±2mm，整个冰场构造层混凝土表面监测点

合格率应不小于 80%。 冰面高差：冰球场地的全场高差宜小于 5mm。短道速滑

和花样滑冰的全场高差应小于 4mm。 

2、冰面 

2.1 冰场点位线 

竞赛用冰场的点位线应严格按照各竞赛项目规则的规定划线，点位线应清晰

准确。 

2.2 冰层水质 

竞赛用冰面冰层应采用反渗透水处理的清澈透明、洁净中性水，训练用冰面

冰层应采用清澈透明、洁净中性水。 

3、运动冰场场地规格 

3.1 冰球项目竞赛用冰场 

冰球场地：长度 56m～60m，宽度 26m～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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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竞赛用冰球场地尺寸 

3.2 短道速滑项目竞赛用冰场 

短道速滑比赛可以和冰球场地共用一块场地，场地要求为周长 111.12m 的椭

圆形跑道。 



 24

 

图 2：竞赛用短道速滑场地 

3.3 花样滑冰用场地规格： 

花样滑冰的场地规格为宽 30m 长 60m，场地四周圆角半径为 8.5m 的冰场。 

第五十一条 1. 人工冰场的场地构造应保证冰面厚度、冰面平整度、冰面高差、

冰面承载力、冰面温度及温度均匀性等满足冰场使用功能。 2. 为便于日常维护

和功能转换，人工冰场场地构造应防止地面发生冻胀、能顺利地进行冰面排水、

能够对冰面温度实时监测、能防止水分进入绝热层，使冷损耗减至最少。 

第五十二条 人工冰场的冷负荷应根据经验数据、实测数据结合理论计算协同确

定。一般情况下，竞赛及专业训练用冰场的冷负荷不低于 350W/㎡；娱乐用冰场

的冷负荷不低于 25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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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条 制冷设备应选用性能稳定、高效节能、噪音低、维护成本低的压缩

机组，竞赛用冰场应考虑 N+1 冗余配置。冷机应具有热回收功能。余热回收系

统回收制冷系统的冷凝热，可为浇冰车用水做辅助加热，为融冰池快速化冰提供

热源，为冰场防冻涨加热层提供热源，为人员热水淋浴和场馆加热提供一定的热

源。 

第五十四条 浇冰车、修边机、界墙、安全网、防撞垫、融冰池等应满足冰场相

应功能的使用要求。 

浇冰车：浇冰车分为电力驱动、燃油驱动、燃气驱动三种，人员密集场所应考虑

环保无污染的电力驱动浇冰车，浇冰车应能够满足竞赛用冰场的清冰使用要求，

浇冰车必须具备洒水、刮冰、储雪的基本要求。 

2. 修边机：修边机可以将浇冰车不能清理的位置如界墙周边的冰面进行修整，

驱动方式优先选择电力驱动。 

3. 界墙：界墙能够满足竞赛需求，骨架的高度为 107cm，骨架材质为铝合金或

热镀锌钢制材料，面板为 HDPE 板，界墙骨架上方为柔性安全透明玻璃，冰球场

的长边两侧的玻璃高度为 180cm，短边两侧的的玻璃高度为 240cm，底部 HDPE

板的踢脚板的高度为 15cm-25cm 之间。 

4. 防撞垫：短道速滑标准场地（60m*30m，¼弧度为半径 8.5m）防护垫分两层。

内层垫内面总长度为 164.24 m，外面总长度为 167.38 m；外层垫内面总长度为

167.38 m，外面总长度为 170.52 m；高度 120cm，每层厚度 50cm；基本单元长

度 200cm，特殊部位尺寸根据每个冰场的冰车入口、运动员入口的位置而定，特

殊尺寸的防撞垫仅防撞垫单元长度有所变化，高度、厚度没有变化。短道速滑防

撞垫外部应有固定绷带固定。 

5. 制冰工具：制冰工具主要包括冰漆喷涂机、冰漆、冰球线、浇冰枪等，用来

进行冰面制作。 

第五十五条 自动控制系统通过对制冰机房运行设备的监视和控制，对冰面传感

系统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使制冰机房设备按照设计的工艺流程及精度要求自动

运行，提供稳定的高品质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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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第五十六条 本条阐述滑冰馆投资控制原则。由于滑冰馆在屋面保温、设备用房

及室内温控等要求上有别于体育馆，故应根据实际发生相应提高投资额度。 

第五十七条 冰场、浇冰等设备进口与国产价格差距较大，国家无统一标准定额。

在工程实践中，应根据市场价格进行确定。 

第五十八条 本条强调滑冰馆的经济评价应按国家现行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

与参数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