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s Golf Course
Designer of the Year



A TRUE SOUTH AFRICAN ORIGINAL



厄尼·埃尔斯公司是一家全方位的高尔夫球场设计公司，由获得过四次大满贯冠军头衔、
入主世界高尔夫名人堂的厄尼·埃尔斯先生拥有，并出任其总裁。我们位于佛罗里达和吉
隆坡的两个办事处使用了最先进的技术，可24小时为客户提供服务。厄尼·埃尔斯设计公
司设计的球场中已有12家开始营业，3家正在建造当中，另外5家处于不同的设计阶段。



2000年在尼克劳斯设计公司的加盟下厄尼·埃尔斯设计公司成立。

2005年，厄尼全资收购了设计公司，成为其所有者。那时，资深设
计师格雷格·雷彻先生就将公司的发展远景定位于“打造世界顶级
项目”的精品公司。

2008年，作为厄尼·埃尔斯设计公司代表作品的迪拜埃尔斯俱乐部
开业，它是厄尼·埃尔斯设计公司设计的第八个球场。不久后，第
十个作品---位于阿尔巴尼巴哈马群岛的典型私人俱乐部也投入运
营。

厄尼·埃尔斯在赢得了他的第二个美国公开赛冠军后不久就开始了他的球场设计生涯。他
设计的第一个杰作是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Whiskey Creek高尔夫球场，并被《高尔夫大师》
评选为2001年度“最佳公共设施”。

厄尼·埃尔斯设计公司历程



埃尔斯是高尔夫历史上最成功的球员之一。自1989年转为职业球员
后，他在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超过70个冠军头衔，其中包括四场大
满贯赛（2002年和2012年的英国公开赛，以及1994年和1997年的美
国公开赛）；同时，埃尔斯还曾夺得过2次世界高尔夫锦标赛以及创
世界纪录的7次世界比洞锦标赛的胜利。

埃尔斯的冠军足迹遍布世界，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所有同行，是一
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球员。他对美巡赛、亚巡赛、欧巡赛、阳光
锦标赛的贡献以及在总统杯的赛场上扮演的极其重要的角色，都使
得埃尔斯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世界级球员之一。在2011年，埃尔斯
被授予了高尔夫运动中的最高荣誉，正式入驻高尔夫名人堂。

埃尔斯流畅而又充满力量的挥杆，被誉为教科书式的经典挥杆动作
得到全世界球员和球迷的追捧。他谦和的性格常常掩盖了激烈竞技
的内心动力，在球场上永远是和蔼可亲的模样，这些品质使他成为
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球员之一。

秉承过去20年在赛场上建立的优良声誉，厄尼·埃尔斯设计公司也
正尝试通过其受到众多奖项肯定的新颖的设计寻求跨越文化和国界
的设计机会。埃尔斯是高尔夫历史上最成功的球员之一，在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

超过70个冠军头衔。

作为球员的厄尼·埃尔斯



阿尔巴尼 巴哈马群岛

阿尔巴尼俱乐部是由Tavistock 集团开发，埃尔斯设计团队和泰格·
伍兹共同设计的顶尖高尔夫项目，位于巴哈马群岛新普罗维登斯的
西南端，坐拥580英亩海岸。

阿尔巴尼交通便利，7分钟即可抵达5英里外的纳索国际机场以及两
个私人机场，从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各大城市均有直达航班。阿
尔巴尼俱乐部为满足不同年龄人群对奢华体验的需求而设计。 

阿尔巴尼俱乐部内的豪华游艇码头、18洞厄尼·埃尔斯签名球场、
全方位服务的温泉疗养区、健身中心、餐厅、海滨酒吧、家庭嬉水
园、儿童会所、成人泳池和大堂等设施使各类家庭及其成员都能享
受其中。

阿尔巴尼的精品酒店由拥有3-5个卧房的精装木屋别墅组成，为来此
度假的游客提供岛上一流的住宿环境。阿尔巴尼俱乐部还将陆续推
出350处住宅，其中包括海滨别墅，海滨俱乐部，高尔夫球场定制别
墅，骑马场和豪华码头住宅等。

阿尔巴尼是一个具有活力的地方，它完善的配套设施和服务为各个年龄阶段的人群提供了
一种卓越的生活方式，更使得它成为世界上令人神往的休闲度假胜地之一。



迪拜埃尔斯俱乐部是埃尔斯俱乐部品牌中的旗舰级地产项目。这家
锦标赛级的“沙漠林克斯”球场是迪拜体育城的一部分，在2008年
开业后受到了广泛好评。一流的会所和先进的练习场设施更是让这
个梦幻球场如虎添翼。

迪拜埃尔斯俱乐部由世界顶级高尔夫管理品牌—特伦高尔夫负责运
营，与周围由950个别墅组成的“Victory Heights”社区交相辉映，
使得这里迅速成为了整个迪拜最让人向往的区域。

迪拜埃尔斯俱乐部是埃尔斯俱乐部品牌中的旗舰级地产项目



项目最贴心周到之处是四季酒店，在那里你可以欣赏到无边的海
景，并且能够俯视连绵起伏的球场景观。

安纳西塔四季度假村占地213公顷，风景秀丽，由一个18洞锦标赛级的埃尔斯签名球场环绕四周。这里
娱乐设施一应俱全：商场、小吃、咖啡厅、美食餐馆、酒吧、养生休闲&美容中心、游泳池、沙滩，健
身中心、网球场、高尔夫会所，专卖店以及儿童俱乐部，一派生机勃勃的热闹景象。 

安纳西塔将高贵典雅与休闲娱乐巧妙的融合在一起,无时无刻不散发着毛里求斯式的生活情调。

2007年，安纳西塔不仅荣获了美国CNBC电视台所赐的 “最佳高尔夫球场”称号，更成为多个职业高
尔夫锦标赛的东道主。安纳西塔的开发商是我们的客户毛里求斯夏尔集团公司旗下的子公司---夏尔地
产。



已开幕球场

南非Copperleaf埃尔斯俱乐部

南非乔治亚Oubaai at Herold’s Bay球场

阿联酋迪拜运动之城埃尔斯俱乐部

美国夏威夷Hoakalei乡村俱乐部

毛里求斯安娜西塔四季高尔夫度假村

巴哈马群岛新普罗维登斯阿尔巴尼球场

英格兰温特伍德西场（球场翻新）

南非德拉肯斯堡Nondela球场

美国马里兰州Whiskey Creek球场

中国深圳观澜湖高尔夫俱乐部

南非德尔斯特鲁姆Highland Gate球场

规划中／建造中球场

马来西亚达泰兰卡威埃尔斯俱乐部 
（2014年开幕）

马来西亚柔佛巴鲁Desaru Coast埃尔斯俱乐部（27洞） 
（2015年开幕）

马来西亚柔佛巴鲁北Desaru Coast维杰辛格球场 
（2016年开幕）

中国金阳庄园球场

印度尼西亚丽都湖球场

克罗地亚马蒂尔达木洛希尼（36洞）球场

越南城西球场

纳米比亚沙漠之星球场

其他著名球场*：

墨西哥Cabo del Sol球场；

美国佛罗里达州金熊俱乐部；

南非开普敦珍珠谷高尔夫俱乐部；

南非Hartbeespoortdam山核桃树高尔夫乡村俱乐部；

美国佛罗里达州丽兹-卡尔顿高尔夫俱乐部；

南非Simola高尔夫乡村地产项目；

南非圣弗朗西斯湾高尔夫俱乐部；

阿根廷圣马丁Chapelco高尔夫度假村；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Nordelta高尔夫俱乐部；

美国俄亥俄州缪菲尔德乡村球场；

南非豹溪球场；

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深红球场；

墨西哥Yucatan乡村俱乐部；

*由格雷格·雷彻设计

格雷格·雷彻  
资深球场设计师

格雷格·雷彻具有20年球场设计经验。于2005年12月成为厄尼·埃尔斯设计公司的高级设计师。与传
奇的球场设计师皮特-戴的合作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与埃尔斯合作之前，他曾是尼克劳斯的高级
球场设计师，合作长达15年。

他是美国高尔夫球场设计师协会以及高尔夫球场草坪总监协会的成员，多次为美国职业高尔夫协会举
办的课程担任讲师。

设计档案



设计理念

我们设计球场的方法和理念是，让客户的开发团队第一眼就爱上它，以此来确保高尔夫球
场的生态与商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带给客户满意而恒久的高尔夫体验。
除此之外，现代高尔夫运动的发展必须成功地将击球速度、日常球场维护、草坪状况、业主愿景，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以期获得项目的长
期发展。

环境与地势

从大不列颠高尔夫的诞生地到令人赞叹的澳大利亚砂带高尔夫球
场，再到位于埃尔斯的故乡---南非的球场。埃尔斯公司一直奉行着
这样一个理念：一些现有的顶级高尔夫球场都是巧借自然之地势，
选特定之草坪。利用现代设计技术演绎经典设计理念，尊重生物多
样性，保护自然环境一直是我们所认定的设计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部
分：

• 草坪线外的本土区域应与本地植被相连接，将球场被践踏的程
度降至最小；

• 贯穿球场的自然连接带；

• 利用移动土方及设计来掩盖球车道及其他人工构造痕迹；

• 球场应带有地域特点，令人愉悦的美感以及展示一种“归属
感”；

• 保护本土生态特征；

• 保护可能的自然动物栖息场所，并保留传统地标建筑和遗址；

• 宽敞大气的练习区域为球员复制了球场上击球的体验；切球
区、果岭、推杆练习区和沙坑。

策略

厄尼·埃尔斯辉煌的职业生涯是通过自身的实力在锦标赛中不断的
获取胜利达成的，尤其是他精准的推杆和完美的沙坑救球。他将自
己的经验实施到球场设计的战略特色中：

• 鼓励球员顺利开球，而非过分惩罚低水平球员的开球；

• 策略性地布置障碍区,如位于不同发球台将遭遇不同的沙坑障碍

 与水障碍;

• 合理布置沙坑，为每一洞的击球策略定立基调;

• 有机会尝试不同的攻果岭击球;

• 果岭区及周围的环境鼓励球员拓展球杆的挑选空间。厄尼

 希望看到球是如何在果岭上发挥作用的;

• 灵活地设置发球台及旗杆位置;

• 少量种植或不采用长草,鼓励“稳定并且快速”的球路，充分发
挥击球策略;

• 果岭与发球台间的紧密联系可鼓励球员快走慢打,保持良好节
奏。



服务范围

埃尔斯本人的参与

埃尔斯本人将会参与球场设计的整个过程，包括构思和确定球场最
终的球道走向和球场策略，在球场建造过程中进行现场踏勘，并亲
自出席球场开业仪式。

设计图纸

提供必要的阐明球场规划、设计特色、和建造方法的平面图、说明
书和图纸，以完成球场的设计建造过程。设计图纸包括球道走向平
面图、球场策略图、场地清理平面图（如需要）、等高线平面图、
土地挖填平面图、排水系统平面图以及沙坑研究平面图。

设计顾问

由资深高级设计师格雷格·雷彻先生提供设计顾问服务，他将主要
负责设计图纸的准备，并在施工的不同阶段进行场地访问并监督施
工情况。他还将为球场造型建立设计参数，并且监管球场的造型工
作。另外，格雷格·雷彻先生将与项目的其他成员，如项目工程师
和农学师等就项目设计进行沟通。

授权

经授权（非排他）后，开发商可将厄尼·埃尔斯设计公司的名称和
公司标识，以及厄尼·埃尔斯本人的名字等用于球场宣传推广。



埃尔斯俱乐部提高了业主的收益率，是高尔夫俱乐部的一个新兴品
牌。如此具有竞争力的优势品牌为埃尔斯签名球场开启了更多的潜
在机会。

埃尔斯俱乐部

球场经过大易哥厄尼·埃尔斯亲自试打筛选之后，只有极少数能够享有久负盛名的埃尔斯俱乐部称号，
正因如此，埃尔斯俱乐部这一品牌能够享受优越的地方保护。

每个埃尔斯俱乐部的设计都无一例外的体现着厄尼高尔夫名人堂的智慧，充盈着厄尼在他20余年的冠军
球员和体育传奇的生涯中游历世界名胜时所得到的灵感，因此，在任何一家埃尔斯俱乐部，你都可以享
受到顶级的高尔夫休闲体验。

为顺应高尔夫俱乐部产业的发展趋势,积累埃尔斯俱乐部在未来比赛中的球场经验,埃尔斯俱乐部设立了
一个适用于现有所有市场的新的评判卓越的基准。埃尔斯发展会员增加收入的关键在于让埃尔 斯俱乐部
成为为现代家庭或商业人士提供健康快乐的生活方式的主力。每个为会员和客人设置的新颖的休闲项目,
无论会所设施还是专卖店,无论餐厅还是其他休闲设施都因标准化的极佳客户服务而受到广泛赞誉。 

最后，还要重点说明的是，埃尔斯签名球场以其提供卓越的比赛场地而著称---埃尔斯俱乐部全年都能
始终将场地状况保持在锦标赛球场的级别，同时又非常注重对细节的处理，这使得埃尔斯俱乐部足以跻
身世界顶级俱乐部的行列。



厄尼·埃尔斯不仅通过他在高尔夫名人堂的地位促进了这项运动的
发展，而且通过对基层的动员，吸引了更多高尔夫的玩家。创建“
厄尼·埃尔斯南非高尔夫基金会”被大家视为厄尼最有历史意义的
重大贡献之一。 

自1999年该基金会成立以来,数以百计的学员直接或间接得以从中 受
益,这其中包括了3位高尔夫四大赛冠军和数不清的高尔夫巡 回赛冠
军。它的意义并不只在于比赛胜利的场数,更在于它使年轻人在了解
高尔夫本原的过程中不断走向成熟。  

创立埃尔斯高尔夫学院是埃尔斯近期为在全球范围内分享成功经验
所做的努力,利用最先进的技术、诊断方法及教学策略，个性化的方
式，为青少年及成年球员提供一个学习真正球技的机会。 

埃尔斯高尔夫学院



来自南非西好望角的大易哥酒吧&烧烤,朴素而典雅,它的设计灵感源 
自厄尼·埃尔斯的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大易哥酒吧&烧烤,那就是南非语“Gesellig”--- 
社交,亲切,和气,友好,欢宴,热诚,快乐,放松。 大易哥酒吧& 烧烤也是
一个约会的好去处,带着心爱的人,随便在哪天,去喝一 杯,一起用餐。

大易哥品牌的创立是基于厄尼数十年周游世界的经历积累。作为世
界高尔夫 名人堂的超级明星,厄尼的爱好并不止于高尔夫,在过去的九
年 里,他组建了最好的商业团队,在他斯泰伦博斯的农场酿出了南非 
最好的红酒。他的农场被誉为非洲的“纳帕谷”,成了红酒之乡, 远近
的美食美酒爱好者慕名而来,在厄尼的葡萄园成立之后,2008 年,第一
家大易哥餐厅投入运营,这是坐落在酒乡的中心对酒乡的完 美演绎。

大易哥酒吧&烧烤

好友欢聚的地方…



埃尔斯众多住宅品牌，比如，别墅系列和签名定制系列是与我们的
合作伙伴共同开发的，以使业主可以感受到埃尔斯品牌更多的附加
值。这些房地产一般都位于房产开发区的突出位置并且为实际用户
与投资商提供个性化设计。

房地产的设计理念与高尔夫球场的设计理念是相似的：采用与埃尔
斯品牌的内在精神相吻合的，高品质，以反映活泼与温馨的家庭生

活为导向的建筑装修与生活设施，提倡使用环保与生态敏感的建筑
材料, 采用LEED所认证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方法。另外我们会与开发
商商议设计一个内容恰当的总体规划，采用原有的、维护成本较低
的景观以使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相互融合，相得益彰。

房地产

埃尔斯集团为现有项目和将要启动的项目进行了构思巧妙，赏心悦目的
室内设计。



WINES & GOLF
SAFARIS

厄尼·埃尔斯在非洲的经历将会给慧眼独具的旅行者们一个机会，
去发现与探索威严的非洲大陆，感受非洲大陆要献给你们的东西。
在非洲，我们可以带给你无与伦比的高尔夫，红酒与非洲游相结合
的美好体验。

葡萄酒&高尔夫&非洲游

自成立以来,厄尼·埃尔斯葡萄酒已建立起一个系列的优质南非红
酒。在过去的十年里,厄尼·埃尔斯酒业已经成长为一家成功的,获得
多个奖项,有着强大投资团的葡萄酒企业。厄尼对他的葡萄酒厂抱有
极大的热情并且创立了追求卓越享誉国内外的厄尼·埃尔斯葡萄酒
业。

酿酒师路易斯·斯特莱登与厄尼并肩同行共同努力,将自己的天赋发
挥到极致,尤其是开创性品牌Ernie Els和Proprietors Blends。他的领导
能力在任职海角酿酒师协会会长之后得到了葡萄酒业界的肯定。

目前获奖阵容包括了6款驰名红葡萄酒及2款新型白葡萄酒——领先
榜首的都是极受欢迎的大易哥红白葡萄酒品种。

自它成立以来，厄尼·埃尔斯葡萄酒业就组建了南非强大的葡萄
酒业投资团

厄尼·埃尔斯葡萄酒



当厄尼和他的妻子莉泽尔发现他们的儿子患有严重自闭症的时候，
在2009年他们创立了厄尼情系自闭症患者基金会，旨在为建立卓越
自闭症中心提供资金。 

2011年,埃尔斯情系自闭症患者高尔夫挑战赛创始并成为了历史上 最
大的为国际慈善事业而开展的高尔夫系列赛事。今年是第二届,高尔
夫挑战赛继续为厄尼卓越自闭症中心筹集三千万美元的目标添砖加
瓦,这项首创的工程将为自闭症患儿提供教研设施并为全世 界自闭症
患儿家庭提供全球数码学习平台。

厄尼·埃尔斯基金会于1999年成立于南非的圣乔治州，它的目的在
于挑选和帮助那些家庭并不宽裕，但有潜质的年轻高尔夫球员。让
他们获得更好的教育和更多的比赛机会，提升基本技能及领导才
华，从而挖掘更多的潜力。

得益于基金会的南非高尔夫球员有最近公开赛的冠军得主Louis 
Oosthuizen和名人赛冠军Charl Schwartzel。埃尔斯为自闭症患者做出的贡献

厄尼·埃尔斯与范考特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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