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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人造草坪行业现状深度分析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2022-2029年）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
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
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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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人造草坪主要是将PE（聚乙烯）、PP（聚丙烯）等合成树脂制成仿制草丝，再通过专业设
备将其编织在底布上，并在背面涂上起固定作用的涂层使其具有天然草性能的化工制品；适
用于幼儿园、运动场、阳台、绿化、沙金、高尔夫场地、庭园地坪等方面。按生产工艺分，
人造草坪可分为注塑人造草坪和编织人造草坪两种。

相比于天然草坪，人造草坪不会受到天气湿度、地区海拔等环境因素的营销，还能减轻草坪
定期维护的工作量；另外保养更方便简单，且寿命长（一般的人造草坪可以连续使用10年作
用，维护保养得好的话15年也不在话下，使用时间比天然草坪要高出40%以上）、成本低。

人造草坪与天然草坪性能比较 性能 人造草坪 天然草坪 耐候性 不受天气和季节影响
特定季节或不利天气无法存活 日常维护 操作简单、费用较低
日常灌溉、养护、修剪、费用较高 耐磨性 合成树脂材料构成，良好的耐磨性
容易因压力和摩擦造成折断或致死 运动体验 滑动性可控，脚底摩擦降到最小
摩擦系数和滑动性不可控 弹性回力性
配合人造草坪系统的弹性垫，可提供优异的弹性和回力性
弹性和回力性随着使用时间而减弱 景观效果 通过助剂配方，能够长期保持色泽
维持色泽能力有限，易受外部影响 灵活性 根据场地用途随时改变相应的草型
无灵活性和反复使用性 使用寿命 8-15年 2-3年，维护力度大可延至5-6年 使用寿命
一般1个本月即可投入使用 需要养护3-4个月方可投入使用
资料来源：共创草坪招股说，观研天下整理

我国人造草坪发展于上世纪90年代，但由于受制于国内经济发展，行业发展缓慢，直到200
0年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造草坪应用需求攀升，行业来到快速发展时期。同时受全球
人造草坪产业逐渐向我国转移影响，以共创草坪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快速崛起，国内人造草坪
产量持续攀升。数据显示，近5年我国人造草坪行业的复合增长率为15%左右。在2020年我
国人造草坪销量约为7640万平方米，占据全球的25%左右。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未来我国人造草坪市场需求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一是户外用品市场规模快速增长带动市场
增长。据了解，户外运动用品市场的规模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人口规模、户外运动的普
及程度等因素紧密相关。预计随着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人们对于生活品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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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进一步提高、户外运动氛围和生活习惯进一步养成等因素影响，国内户外用品市场发展前
景巨大，从而也将带动人造草坪的发展。

人造草坪属于户外运动用品。近年来我国户外用品市场规模快速增长，市场规模已超286亿
。数据显示，2021年户外用品市场规模286.6亿元，预计2022年市场规模将达到324.5亿元
。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目前中国人均户外用品消费金额与欧美市场相比，中国户外用品市场刚刚走过导入期，远未
达到成熟期，市场潜力巨大。据中国户外联盟统计截止至2019年，我国每年有1.3亿人参与
徒步旅行、休闲户外等运动，占总人口的9.5%，有6000万人参与登山、攀岩、徒步等运动
，占总人口的4.38%，但与美国50%的户外运动参与率差距较大。另外从人均消费看，我国
户外活动年度人均消费额不足20元，而欧美和亚洲发达国家的人均消费额均在300-800元之
间。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二是全民健身计划落地带来市场空间。近年来，中国健身行业市场规模一直保持增长趋势，
2020年中国健身行业市场规模达3362亿元，同比增长8.03%，预计2022年市场规模将进一
步增长至3890亿元。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而人造草坪主要应用到足球场。根据《"十四五"全民健身计划》，十四五时期，我国新建或
改扩建2000个以上体育公园、全民健身中心、公共体育场馆等健身场地设施，补齐5000个
以上乡镇（街道）全民健身场地器材，配建一批群众滑冰场，数字化升级改造1000个以上
公共体育场馆。

《“十四五”时期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实施方案》显示，到2025年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达到2.6平方米以上，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数量达到0.9块，全国社会足球场地设施建设专项
行动重点推进城市等有条件的地区每万人达到1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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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住建部、体育总局发布全面推进城市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的意见提出，2025年地级
及以上城市实现新建居住社区内至少配建一片非标准足球场地设施。2035年地级及以上城
市社区实现足球场地设施全覆盖，具备条件的城市街道、街区内配建一片标准足球场地设施
。

由此可见，政策部门要求加快推进城市社区足球场，将有效带动草坪需求，叠加随着社区足
球场需求普及，也将进而间接带动市场增长。对此预计我国铺装人造草坪比例将逐步提升，
此领域市场增量空间巨大。

三是城市化和城市绿化水平的提高给人造草坪业带来无限商机。近年来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高度重视城市园林绿化工作，通过园林城市建设，引导各地不断拓展城市绿地规模，提高
园林绿化水平。因此园林行业也被公认为“朝阳产业”，而这也为人造草坪带来了广阔的市场
需求。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园林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性支持。如住建部发布的《城市
绿化规划建设指标的规定》，明确要求新建居住区绿地占居住区总用地比率不低于30%;国
家发改委将城镇园林绿化及生态小区建设列为鼓励发展的产业。《关于促进城市园林绿化事
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加快创建园林城市。以上政策层面的推进
，尤其是城镇化为园林行业的高速成长提供了庞大的市场容量。

近年来部分有关城市绿化规划政策 相关部门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住建部、原环保部 《住房
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全国城市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15-2020年）的通知》规
划目标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城市园林绿化固定资产投资占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固定投
资比例不低于12%，环境保护投资占GDP比例不低于3.5%，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普及率
达到80%。 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优化城市绿地布
局，构建绿道系统，实现城市内外绿地连接贯通，将生态要素引入市区。建设森林城市。推
行生态绿化方式，保护古树名木资源，广植当地树种，减少人工干预。鼓励发展屋顶绿化、
立体绿化。进一步提高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城市建成区绿地率，改变城市建设中过分追
求高强度开发、高密度建设、大面积硬化的状况，让城市更自然、更生态、更有特色。
国务院 《关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知》 该通知对今后一段时期的城市绿化指标提出量化
要求，使得各级政府对城市绿化工作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 住建部
《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的规定》 对各类绿地的建设提出了明确的指标，其中明确要求新
建居住区绿地占居住区总用地比率不低于30%;国家发改委将城镇园林绿化及生态小区建设
列为鼓励发展的产业。 住建部 《关于促进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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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加快创建园林城市。 国务院 《城市绿化条例》 要求严肃查处非法侵
占公园绿地，非法移伐树木等违法行为。坚持城市古树名木挂牌保护，对长势弱的及时复壮
。加强对重大绿化项目设计、施工管理，科学论证和实施，保障项目质量，努力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宜居环境。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 明确了科学绿化的工
作原则，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与自然恢复相结合，遵循生态系统内在规
律开展林草植被建设，着力提高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和稳定性。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 明确
指出加强县域历史文化和生态保护，完善生态绿地系统，加强湿地生态和水环境修复，对河
湖岸线进行生态化改造，提升县城人居环境质量。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在国家层面的推动下，各地城市也在加紧创建“园林城市”、“生态城市”、“山水城市”、“森林
城市”、“宜居城市”，并以此作为城市发展目标之一，为园林行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
遇。目前全国城市建成区绿地面积达到230余万公顷，较2012年前增加近50%，切实改善了
城市生态环境，提升了城市宜居品质。

部分地区有关绿化规划政策 地区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北京市海淀区
《北京市海淀区园林绿化专项规划（2020年-2035年）》 到2035年全面实现“森林里的中关
村，公园里的科学城”的总体目标，形成“山水连城，翠海芳淀”的总体景观风貌。全区森林覆
盖率达到37%，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20平方米，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6%
，绿道长度达到410公里。 北京市东城区 《“十四五”时期东城区园林绿化事业发展规划》
规划到2025年，实现城市绿地面积1110.18公顷，城市绿化覆盖率35.48%，公园绿地面积6
41.29公顷，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4.2%。新增屋顶绿化2公顷，创建4个首都
绿化美化花园式单位、5个花园式社区。 苏州市
《苏州市园林绿化和林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强化城市公园绿化管理，积极提升城市绿地空
间品质，提升城市公园综合服务水平，打造街心公园、口袋公园，使绿化更加符合城市山水
风貌和气质神韵。 济南市 《济南市“十四五”园林和林业绿化发展规划》 到2025年底，全市
园林和林业绿化各项指标在保持基本稳定的基础上稳步增长，森林覆盖率达到26.1%，城市
建成区绿地率达到37%，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3.5平方米。 白银市
《白银市“十四五”国土绿化总体规划》道路绿色廊道建设工程，包括铁路、高速公路、国省
干线公路、县乡道路沿线绿化。规划道路绿色廊道绿化14.9万亩，其中：铁路（中兰客专）
绿化2.7万亩，高速公路（京藏高速）绿化4.9万亩，国道绿化1.5万亩，省道绿化4.5万亩，
县乡道绿化1.3万亩。城市绿地系统建设工程，包括中心城区绿化美化工程和县区城区绿化
美化工程。规划绿化面积1.3万亩。 合肥市 《推进城市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
十四五”期间，全面巩固提升国家园林城市成果，各项指标力争达到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全面争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面促进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 重庆市
《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2021年修订版） 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当开展并组织、
指导城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每年制定计划增加优质植物品种，推广先进技术和
材料，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高城市园林绿化水平。 东莞市
《东莞市城市绿地系统专项规划（2016-2035）》明确了规划范围为松山湖园区和莞城、东
城、南城、万江四个街道，规划对象包括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用于绿化的土地，以及城市建
设用地以外，对城市生态、景观和居民休闲生活具有积极作用、绿化环境较好的区域。
郑州市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郑州市园林绿化规划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 到2025年，建成
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分别达到38.5%、43.5%、13.5平方米，城市公
园绿地分布进一步均衡，郊野（森林、生态保遗）公园—综合公园—社区公园—微公园（小
游园）的公园体系基本构建，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3%以上，公园城市建设初见成
效，基本形成山水融合、森林环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体系。 梅河口市
《梅河口市第三个“十年绿化美化吉林大地规划（2021—2030年）”》 实施“城乡绿化美化工
程”，新增城市绿地面积1.14万亩，改善提升绿地面积0.47万亩，新增绿化村屯118个、面积
1687亩，改善提升绿化村屯212个、面积3024亩。力争到2030年，在全市建成布局均衡、
屏障有力、网络完备、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稳定高效、环境优美的国土绿化生态体系。
兰州市 《兰州市“十四五”林业草原和城市园林绿化发展规划》 提出到2025年建成区绿地率
不低于40%，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不低于41%，建成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低于12平方米。初
步构建“一轴两区三屏四脉六廊多点”的生态建设布局。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WW）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人造草坪行业现状深度分析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2022-2029年）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
威数据，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
析。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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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
、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分析师
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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