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自 2015 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台以来，国家连续出

台若干政策促进校园足球发展，目的在于通过发展校园足球，促进

中国青少年健康水平快速提升，振兴中国足球，夯实人才基础。

校园足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基础薄弱、经验匮乏，标准缺

失、师资场地紧缺、球员出路单一、教育行政管理不畅，只有改变

传统观念，创新工作方法，才能做到从顶层理念到基层实践的系统

思考，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探索校园足球的发展模式和实现路径，推

进足球教育实践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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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产品

&服务手册

四川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经历与见证了中国职业足球的兴衰，深刻了解中国

足球和体育产业的发展痛点，一直积极探索用最新、最前沿的技术推动四川足球乃至中国足球

的改革与发展。2015 年，适逢《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发布，俱乐部正式启动“互联

网 +足球”战略。

由四川足球俱乐部与国际国内权威机构、

一流高校联办，培养足球教育以及体育产

业发展的专业人才，通过互联网聚合全球

优秀的足球人才与机构，旨在为中国足球

发展提供各级必备的人才支持。国际足球

网络学院的权威专家学者为足球教育、足

球培训、足球教学等实操环节制定标准，

对各地合作的校园足球和青训俱乐部进行

评估。

四川足球俱乐部

I. 国际足球网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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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产品

&服务手册

四川足球俱乐部自主研发的四级管理体系确保足球教育

高水准与高产出，标准清晰、师资丰富、过程可追溯、

成果可控。

四川足球俱乐部

II. 足球教育四级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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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产品

&服务手册

四川足球俱乐部自主研发的足球教育五级培训体系完整

覆盖校园，晋升渠道清晰、机制完善。

四川足球俱乐部

III. 足球教育五级培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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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产品

&服务手册

四川足球俱乐部校园足球解决方案由成都

迭代生活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成

都迭代生活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互联网技

术平台公司，提供包括健康、教育、足球、

农业、金融等在内的家庭生活刚需服务，

实现新时代中国家庭生活的品质提升。

四川足球俱乐部

IV. 技术支持：成都

迭代生活科技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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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产品

&服务手册

校园足球基础服务

• 校园足球管理系统

• 校园足球教练员培训

• 校园足球外籍教师支持项目

• 校园足球器材和硬件产品

• 校园足球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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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产品

&服务手册

科学的教学与评估是开展校园足球工作的重要保障。系统包括数据管理、训练教学、球队球员评测评估、家庭交流、新媒体运营，以及与社会足球、职业俱乐部交流衔接等板块。系

统建立起主管部门 -学校 -球员 -家长四个维度信息管理与沟通平台，为校园足球的数据管理、教学管理、结果呈现、评估反馈等提供全方面的服务支持。

校园足球基础服务

I. 校园足球教学管理与效果评估系统

系统设计和内容

全面而简洁

数据管理与教学管理

实用性与针对性

系统内容与标准具有权威

性，适用范围具有普遍性

• 数据管理包括宏观数据与“定制化数据”

• 教学教案管理、教练员管理与教学成果评价因地制宜，

效果呈现上以“测评报告”为核心

校园足球管理系统

※系统特色

※系统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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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产品

&服务手册

具备教学管理功能，满足政府部门、学校、教练和球员四个不同的管理主体，以 APP 和小程序等工具平台呈现。

校园足球基础服务

I. 校园足球教学管理与效果评估系统

　+ 数据呈现（大）

　+ 安全规范

　+ 明星（潜力）球员

　+ 政策、宣传

　+ 资源对接、引入

政府部门

　+ 数据呈现（大、小）

　+ 安全规范

　+ 政策、宣传

　+ 资源对接、引入

　+ 教练员管理

　+ 场地管理

学校

　+ 球员管理

　+ 数据管理（球队、球员）

　+ 教学视频

　+ 家长交流及反馈

　+ 学习培训

教练

　+ 个人数据呈现

　+ 生涯展示（数据、比赛）

　+ 文化课管理

　+ 成长期望与路径

球员

校园足球管理系统

※系统功能 -教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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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产品

&服务手册

校园足球基础服务

I. 校园足球教学管理与效果评估系统

校园足球管理系统

※系统功能 -教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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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产品

&服务手册

具备效果评估功能，可以根据测评分析出具评估与报告，并为不同的用户主体搭建沟通渠道。

校园足球基础服务

I. 校园足球教学管理与效果评估系统

智能硬件数据采集

大数据分析系统

数据管理平台

评测分析

校园足球研究中心

科学的维度、标准

个人成长报告

校园足球专项工作成果汇报

评估与报告

各管理层级沟通

教练员与球员、家长沟通

服务沟通

沟通反馈

校园足球管理系统

※系统功能 -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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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产品

&服务手册

校园足球基础服务

I. 校园足球教学管理与效果评估系统

校园足球管理系统

※系统功能 -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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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产品

&服务手册

校园足球赛事管理系统是一款服务于校园足球赛事的组织管理平台，为校园足球赛事参与者、主办方以及裁判员，提供专业的赛事组织、管理和赛事数据内容服务，打造校园足球赛

事发展的一站式信息服务与数据管理中心。

平台为校园足球参赛者提供便捷规范的赛事报名系统，为赛事主办方提供自动智能化的赛程编排系统，为赛事裁判提供一键上传自动统计发布的赛事数据服务系统。

校园足球基础服务

II. 校园足球赛事管理系统

创建赛事更便捷
检验校园足球竞

技水平组织报名更流畅 反馈赛事组织管理问题

赛程管理更轻松
提高校园足球赛

事组织效率赛讯推送更智能

校园足球管理系统

※系统概述

※系统特点 ※系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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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产品

&服务手册

校园足球基础服务

II. 校园足球赛事管理系统

创建赛事 创建球队 裁判执法 赛事管理

• 根据需求球队、创建赛事。提供数据、创建赛程、资

讯等全方位赛事管理。

校园足球管理系统

※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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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产品

&服务手册

校园足球教学内容资源库，为校园足球教学活动过程提供一体化标准教学内容资源，定制校园足球发展解决方案。

主要包括四类用户：教育部门管理者、学校管理者、教师教练、学生用户。

校园足球基础服务

III. 校园足球教学资源库

　+ 政策法规颁布下达

　+ 工作监督、管理和指导

　+ 创建全国、省级比赛

　+ 查看校园足球数据

教育部门管理者

　+ 发布信息和教学内容

　+ 查看足球教学资源

　+ 学习足球教学进度

　+ 查看学生成绩报告

学校管理者

　+ 学习校园足球指导思想

　+ 查看和学习标准化课程资源

　+ 指定学校或个人特色课程训练

计划

　+ 记录表现 -进度 -报告

教师教练

　+ 学习足球课程内容

　+ 查看个人学习进度

　+ 学习成绩效果反馈

　+ 促进学习效率

学生用户

校园足球管理系统

※系统概述

※用户功能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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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产品

&服务手册

	校园足球教学内容资源库的核心内容是足球教学，包括足球技术、足球战术、足球理论知识、足球互动游戏和足球精彩视频资源等。

校园足球基础服务

III. 校园足球教学资源库

校园足球管理系统

※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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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产品

&服务手册

校园足球基础服务

III. 校园足球教学资源库

校园足球管理系统

※主要内容

　+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教学指南

　+ 欧洲足球先进国家教学教案

　+ 视频内容输出

　+ 足球 3D 教学

　+ Flash 互动游戏教学

课程教案

　+ 对球员进行评估

　+ 对教练进行评估

　+ 采用先进评价标准

　+ 多维度数据支撑

课程评估

　+ 每月课程进度与课程设

计、目标规划

　+ 添加课程

　+ 管理员查看课程信息、查

看学生课程表现

　+ 学生可以预习足球课程

课程表

　+ 学校信息

　+ 球队信息

　+ 球员信息

　+ 教练信息

　+ 裁判信息

球队管理

　+ 对球员进行评测

　+ 对教练进行评测

　+ 采用先进测评标准

　+ 多维度数据支撑

期末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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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产品

&服务手册

校园足球基础服务

III. 校园足球教学资源库

校园足球管理系统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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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产品

&服务手册

校园足球基础服务

I. 培训优势

校园足球教练员培训	

欧洲顶级教学体系 专业教学产品研发团队资深专业外教团队 欧足联专业资深认证

国内专业机构资格认证 职业足球俱乐部交流合作权威职业生涯规划

目前校园足球教练员培训市场比较混乱，培训时间周期短质量难以保证，教练水平参差不齐，区别教学原则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教练员培训的考

核体系也尚未建立，我们的培训从教学体系到教练员的职业路径规划都清晰、完备，具有权威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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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产品

&服务手册

校园足球基础服务

II. 核心竞争力

校园足球教练员培训	

资源优势

国内、国外双重专业机构认证

国内、国外双重培训课程

国内、国外顶级教练资源

品牌优势

四川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四川大学

欧洲职业足球俱乐部

全价值链平台

教练员技战术专业技能培养

教练员职业生涯规划运筹平台

教练员人才孵化输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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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基础服务

III. 培训内容

校园足球教练员培训	

我们的培训方案根据每个学校的

实际情况和需求而定，可提供针

对性、个性化的培训解决方案。

方案一：德国足球 A 级职业教

练负责培训

方案三：中国足协职业教练员执

照培训

方案二：德国足协 C 级职业教

练执照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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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产品

&服务手册

校园足球基础服务

I. 核心产品

校园足球外籍教师支持项目

进校园外教足球课

青少年梯队培训

外教足球课进入校园，在春 /秋学期内，学校各个班级开展外教足球课。校园足球梯队聘请外籍教练，负责校园

足球各年龄梯队足球专业训练，培育人才。

针对教育局、体育局、足球俱乐部、足协、校园足球重点学校、教育机构大型寒暑假训练营。按照欧洲青少年培

训标准，结合中国青少年球员特点，针对性标准青训体系培训。提供测试、选拔、训练的专项培训，对培训结果

负责，8至 10 周有明显提高，10 至 12 周有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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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手册

校园足球基础服务

II. 教练团队

校园足球外籍教师支持项目

国内教练团队

国外教练团队

・　	顾问专家团队（教授、讲师级别）

・　专业教练团队（国内 D级以上教练员、退役足球运动员）

・　大学生教练团队（国内知名体育大学足球专业大学生）

・　德国 GR 青训教练团队及教学总监

・　英国职业俱乐部青训教练团队及教学总监

・　葡萄牙职业俱乐部青训教练团队及教学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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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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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基础服务

I. 足球训练器

材（普通）

校园足球器材和硬件产品

1 2 3 4

5 6 7 8

9

13

10

14

11

15

1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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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产品

&服务手册

校园足球基础服务

校园足球器材和硬件产品

套餐一

1 足球装备餐包 1

2 敏捷梯 6米 12 节 1

3 标志桶 23cm 10

4 折叠跨栏架 15cm/30cm 5

5 加厚标志碟 6cm 50

6 裁判口哨 2

序列 规格 数量套装明细

套餐二

1 足球装备餐包 1

2 敏捷梯 6米 12 节 1

3 标志桶 23cm 10

4 折叠跨栏架 15cm/30cm 5

5 加厚标志碟 6cm 50

6 裁判口哨 2

7 训练绕杆 1.5m 15

8 气筒 1

9 标志杆卡子 4

10 体能环卡子 4

11 训练环 40cm 12

序列 规格 数量套装明细

套餐三

1 足球装备餐包 1

2 敏捷梯 6米 12 节 1

3 标志桶 23cm 10

4 折叠跨栏架 15cm/30cm 5

5 加厚标志碟 6cm 50

6 裁判口哨 2

7 训练绕杆 1.5m 15

8 气筒 1

9 标志杆卡子 4

10 体能环卡子 4

11 训练环 40cm 12

12 阻力伞 2

13 5 号足球 1

14 战术板 拉链式 1

15 队长袖标 红黄 2

16 便携足球门 2

序列 规格 数量套装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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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基础服务

II. 足球训练器材（高端）

校园足球器材和硬件产品

安全充气足球门

训练器材系列

・　安全儿童充气足球门

・　英国标准幼儿 3/4 人制安全充气足球门

・　国际标准 3人制、5人制安全充气足球门

・　便携式充气人墙

・　足球分组训练服、小组比赛对抗服

・　便携拼接式障碍杆

・　固定步幅敏捷绳梯

・　安全便携网式足球架球感训练器材

・　安全莲花口标志碟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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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基础服务

II. 足球训练器材（高端）

校园足球器材和硬件产品

・　足球急求箱药品收纳

・　综合套装系列

・　专业版带教学视频足球器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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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基础服务

II. 足球训练器材（高端）

校园足球器材和硬件产品

校园训练器材装备套装组合（部分商品，可自由搭配）

五人制足球门

器材包（标准版）

三人制足球门

安全充气人墙

七人制足球门

足球裁判包

足球技能等级评定 器材包（专业版）

战术板 标志桶套装

网式足球架

阻力伞 校队客场包 职业客场包 笼式足球场 标志盘

足球训练环 医疗包 障碍杆 敏捷步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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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oal手环可以呈现球员个人足球数据，包括时间、速度、

最高速度、体能消耗、跑动累计距离等几大维度。针对个人

在足球训练与比赛中的数据呈现，也含有动态数据。同时，

T-Goal 也可以呈现球队数据，从各个维度对球员数据进行

统计与评价。

校园足球基础服务

III. 智能硬件穿戴设备（基础装备）：

T-Goal 手环

校园足球器材和硬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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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oal手环可以呈现球员个人足球数据，包括时间、速度、

最高速度、体能消耗、跑动累计距离等几大维度。针对个人

在足球训练与比赛中的数据呈现，也含有动态数据。同时，

T-Goal 也可以呈现球队数据，从各个维度对球员数据进行

统计与评价。

校园足球基础服务

IV. 智能硬件穿戴设备（升级装备）：

Trops

校园足球器材和硬件产品

Trops 智能脚环

・　Trops 足球青训大数据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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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浦士（trops）开发的智能脚环超强续航、防水耐用，利用高科技三维空间动作捕捉，专利人

工智能大数据算法，做到精准捕捉。可以记录控球、传射、爆发力、速度、耐力和活跃度六大足

球能力，清晰呈现各项数值成长轨迹。可以创建比赛、约球，也可以上传照片分享比赛结果。

校园足球基础服务

V. 智能硬件穿戴设备（高端装备）：

GPSports 运动背心

校园足球器材和硬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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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基础服务

VI. 智能硬件穿戴设备（高端装

备）：MT-Sports 足球助教

校园足球器材和硬件产品

MT-Sports 足球助教是动

量科技发布的国内首款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运动机能数

据服务系统。产品以人体运

动科学和 IT 技术充分结合

为基础，监测分析足球运动

中的 47 项运动机能数据指

标，完成综合管理、竞技训

练、运动档案三大维度 170

多项综合指数的全方位呈

现，使足球训练科学化、过

程管理数字化、发展成果可

视化。

MT-Sports 足 球

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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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色足球学校、赛事策划运营、活动策划、国际交流、媒体建设等五个

维度进行校园足球品牌建设和推广。

校园足球基础服务

校园足球品牌建设

01

02

0304

05

特色足球学校品牌建设与宣传

校园足球赛事

策划与运营

足球明星进校

园活动

“走出去”国际

足球交流活动

校园足球自媒体

建设与运营

　+ 让“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成为校园品牌的

领军学校

　+ 校园足球特色品牌提升

　+ “校园足球名牌学校”品牌锻造

　+ 把校园足球联赛办成明星赛事

　+ 打造校园足球文化节

　+ 加强校园足球赛事运营

　+ 加强和本地职业俱乐部、国际职业俱乐部

的交流和合作

　+ 国际退役大牌球员进校园

　+ 举办国际性足球交流活动或赛事，比如“一

带一路”青少年足球合作

　+ 参加国际足球夏令营

　+ 参加欧美等学校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国际

校园体育文化论坛等

　+ 建设新媒体矩阵

　+ 和当地专业媒体合作进行话题营销

　+ 和行政管理的官方账号合作，进行

专业营销

　+ 与青少年喜爱的新媒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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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增值服务

• 足球国际游学与交流

• 球场改造升级

• 足球金融服务

• 足球器材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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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德国精英式集训：在德国足

球训练基地，学员们将接受

德国职业俱乐部梯队教练的

小班制亲授课程。国际足球

邀请赛：包括拜仁足球俱乐

部、纽伦堡足球俱乐部、萨

尔茨堡红牛足球俱乐部和其

它欧洲足球俱乐部青训梯队

的友谊比赛。

　+ 权威系统测评：接受德国足

协权威机构的专业足球测

评。

　+ 德式教育体验：德国权威教

育学、心理学硕士老师对学

员进行零基础德语培训，教

授文化体验课程和德国兴趣

课程。

　+ 深度参观拜仁慕尼黑中心

　+ 零距离进入安联球场草坪体

验

　+ 参观德国宝马博物馆和日耳

曼国家博物馆

　+ 游览新天鹅堡、国王湖

校园足球增值服务

I. 德国足球游学课程

足球国际游学与交流

集训亮点

特色文化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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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体验西班牙皇家贝蒂斯足球

俱乐部教学，教练组由俱乐

部训练团队组成，为学生带

来最科学的营养搭配和最先

进的足球技战术思想。

　+ 参观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

球队主场（伯纳乌球场）和

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球队主

场（诺坎普球场）、更衣室、

奖杯陈列室和媒体发布会场

等。

　+ 饱览世界顶级建筑师高迪杰

作——圣家堂大教堂、米拉

之家、桂尔公园、巴特罗之

家等。

　+ 参观西班牙议会厅、马德里

皇宫、阿尔卡拉古城、托莱

多葡萄酒庄园、塞维利亚弗

拉门戈博物馆、塞维利亚大

学、巴塞罗那西班牙广场和

加泰罗尼亚广场等，全方位

体验西班牙风情。

　+ 西班牙足球游学之旅的中方教练均由北大、清华等名校高素质、

高学历的毕业生 / 在校生担任，他们全程监管学生的学习、生活

和安全。

校园足球增值服务

II. 西班牙朝圣之旅足球游学

足球国际游学与交流

游学特色 游学保障

西班牙足球游学是学习西班牙语、了解西班牙文化风情、体验西班牙足球文化、感受西班牙教育、品尝西

班牙美食等的绝佳机会，丰富多彩的足球活动和游览项目，可以拓宽学生国际视野、接受先进教育理念熏

陶、感受纯正西班牙足球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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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参加里斯本竞技青训营，体验最纯粹的葡式足球。学院占地 25

万平方米，是葡萄牙乃至全欧洲最先进的综合性体育基地，路易

斯 -菲戈、夸雷斯马、C·罗纳尔多、西芒等一系列葡萄牙足球的

代表人物都是里斯本竞技的产物。

　+ 葡萄牙历史文化深度游。参观国家马车博物馆，游览贝伦区及里

斯本老城区景点。游览葡萄牙东南部的阿尔加维，参观 Cristo	

Rei 大耶稣像和欧洲大陆最西端罗卡角等。

　+ 高质量的住宿用餐和出行服务。

校园足球增值服务

III. 葡萄牙里斯本竞技足球夏令营

足球国际游学与交流

游学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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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游学本田 SOLTILO 足球学校，体验日式足球。与日本

本田足校各年龄段球队（U7、U9、U11、U13）进行

友谊比赛。

　+ 观看日本足球职业联赛。

　+ 感受日本东京文化，快乐尽享迪斯尼。游览国立博物馆、

西洋美术馆、国立图书馆、银座、秋叶原、浅草、金阁等。

校园足球增值服务

IV. 日本本田足校文化竞技交流之旅

足球国际游学与交流

游学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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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学校现有场地进行升级改造，

是完善和保障校园足球运动发展

的当务之急。

　+ 最大限度的满足广大师生体育锻

炼与足球运动的需要。

　+ 推动校园足球竞技水平与普及力

度的协同可持续发展。

　+ 保障校园足球人才培养与输送机

制的长足发展。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2015 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发展》特别提出要推进

校园足球发展，2025 年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建设达

到 5 万所，重点建设 200 个左右高等学校高水平足球运

动队。为保障目标的完成，需改善场地设施条件——加快

场地设施改造建设，2016 年《全国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规

划（2016—2020 年）》发布，提出到 2020 年，全国足

球场地数量超过7万块，平均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达到0.5

块以上的工作目标。建设任务包括修缮改造校园足球场地	

4	万块，每个中小学足球特色学校均建有	1	块以上足球场

地；改造新建社会足球场地	2	万块，每个县级行政区域至

少建有	2	个社会标准足球场地；完善专业足球场地，新建	

2	个国家足球训练基地。依托现有设施，建设一批省级足

球训练基地。

校园足球增值服务

球场改造升级

项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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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运动场”是基于纯视频人工智

能分析、计算机深度学习等手段和足

球比赛规则、赛事直播习惯等相结合

的智能化体育赛事直播系统，为校园

足球而设计，提供一整套的软硬件系

统和云端解决方案，为教育体育行业

客户提供视频及数据服务。

底层为中小学校学生日常训练的大量

数据，包括进球、失球、传球、触球

次数、控球时间等等；中层为四级联

赛数据，包括赛事场次、区域参赛人

员记录、赛程记录、赛场实时数据、

赛事历史等等；顶层为校园足球整体

数据，包括区域间各校中小学生个人

数据、教练数据、学校校园足球数据、

区域校园足球数据，实现数据的纵向

与横向比较。

智慧足球场的可视化系统可以对运动

安全进行实时监测，也可以对运动实

况进行记录，生成精彩集锦，形成球

员和球队的视频运动档案，便于教练

员分析球队技战术的执行情况，以及

球员个人的发挥水平。			

+智慧足球场建设

我们按照国家标准以及国际足联场地质量标准为学校以及

社会足球提供包括五人制足球场、七人制足球场、十一人

制足球场、足球场草皮和足球场灯光照明在内的升级改造

服务，并根据实际情况和需求提供定制化的服务。

校园足球增值服务

服务内容

+常规球场改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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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校园足球、社区足球的发展在一个平安健康的状态下进行，我们联合体育保险行业领先者 -- 保准体育，

推出足球相关保险服务项目，为校园足球、社区足球运动的开展保驾护航，提供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除了常规的足球运动意外险、足球意外伤害险，我们还

提供包括了足球训练意外险、足球赛事组织方责任险、

足球场地责任险、足球保、足球赛事履约险等在内的保

险服务。我们的保险方案可根据学校、个人及群体的实

际需求进行调整，提供专业化、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

校园足球增值服务

足球金融服务

 + 足球意外伤害险

 + 定制化保险服务

 + 足球运动意外险

10-60 周岁		 8-45 周岁			2 元 / 人 / 天起 3元 /人 /天起

价格 价格适用人群 适用人群

保障方案 保障方案　- 运动意外身故 10-30 万元

　- 运动意外伤残 10-30 万元

　- 运动意外医疗 1-3 万元

　- 赔付比例 100%

　- 免赔额度 0

　- 赛事意外身故 10 万元

　- 赛事意外残疾 10 万元

　- 赛事意外医疗 1万元

　- 猝死 10 万元

　- 住院津贴 50 元 / 天

　- 救护车费用 600 元

I. 保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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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增值服务

II. 贷款服务

对热爱运动、热爱足球、学习成绩优

秀的学生，川足将联合知名企业、金

融机构及社会团体，为符合条件的同

学提供助学贷款项目。

 + 助学贷款

为促进校园体育运动的发展，对于积

极开展校园体育运动、有基础设施升

级需求与资金需求的学校，川足也将

联合金融机构，打造定制化的、符合

国家相关政策要求的基础设施建设贷

款项目。

针对个别足球水平较高，潜力较大，

且自身有意愿出国深造的学生，我们

将提供德国、葡萄牙、意大利等欧洲

足球发达国家的足球游学项目资助。

 + 体育设施建设贷款  + 足球游学资助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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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增值服务

足球器材增值服务

该产品是多特蒙德俱乐部开发的一款专项训练与恢复的智

能设备。这间小黑屋由 72 块特制墙板组成，每一面墙中

各有 2台投球机，球员要在这儿学会如何控制刁钻角度的

来球并将它射向目标。通过控制中心，教练还可以设定球

射出的速度和旋转的程度，模拟瞬息万变的球场情况，以

此来锻炼球员的反应力，停球和出球能力。

多特蒙德“小黑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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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增值服务

足球器材增值服务

该系统拥有技术全面的足球训练体系，由中央控制系统、

智能球场系统、摄像数据分析系统等七大核心部分组成，

应用方向包括自编程序、教学辅助、数据统计、训练监控、

技术分析等。训练员在足球场上进行传接球训练，场地设

有的系统会自动收集发球量、进球量、命中率、训练时长

等数据；训练结束后，这些数据将形成趋势数据包，为教

练提供参考。

斯波阿斯“足球 4.0 智能训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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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产品

&服务手册

校园足球增值服务

足球器材增值服务

Smart	 Goals 智能球门是由 VDL	 Groep 在荷兰开发和生

产。Smart	 Goals 巧妙地将科技与传统训练方法用很简

单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每套设备共含有六组配备感应器的

智能球门，每个球门上都装有内置的 LED 灯，球门的灯

会随机自动亮起，此时只需通过跑动、射门、带球、传球

等方式穿越亮灯的球门即可完成训练任务。Smart	 Goals

自带一百多套自主研发的足球课程，足球教练和体育老师

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教学目标，结合智能设备自定

义的组织编排训练内容，形成自己独有的教学方法。

Smart	Goals 智能球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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