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概念

发现趣味攀岩墙的丰富多
样

趣味攀岩墙通过互动挑战，增强儿
童的社交、认知和身体技能。

有不同的主题，大小和有70多种型
号，适用于室内和室外，这些产品
适合各种各样的场地。趣味攀岩墙
是最理想的增加重游率的产品，富
于多样化的攀岩体验，丰富的刷卡
积分功能和较低的运营人员配置
需求。



章鱼脚

我们的3D立体攀爬墙将攀爬体验带到另一个
高度。带有LED灯、可移动岩点、计时器、旋钮
等的互动装置，使得这种豪华版攀岩墙能够
提供更多惊喜。

*以上互动攀岩墙仅是众多同系列产品中的一部分  
如需要完整产品列表，请联络我们的销售部门或登录adventure.walltopia.com/products/fun-walls

*以上3D立体攀爬墙仅是众多同系列产品中的一部分。  
如需要完整产品列表，请联络我们的销售部门或登录adventure.walltopia.com/products/fun-walls

高度 6/7/8 m (19.9/23/26.2 ft)
宽度 2.2 m (7.2 ft)
适用于 室内与户外
难度 3/5
互动装置 可选的
刷卡积分功能 是的

高度 6/7/8 m (19.9/23/26.2 ft)
宽度 1.5 m (4.9 ft)
适用于 室内
难度 4/5
互动装置 内置
刷卡积分功能 是的

上上上点亮前程救火奇兵小岛寻宝

熔岩喷发

单面石灰岩双面花岗岩双面石灰岩无二三角

立体火山豌豆藤

每一个互动趣味攀岩墙带去丰富多样的游乐
方式，更具可玩性。也是吸引客流的明星设施。
其提供挑战的多样性使互动攀岩墙，最适合
团队游客或团建活动。

互动攀岩墙立体攀爬墙



*以上攀爬墙变变变系列仅是众多同系列产品中的一部分  
如需要完整产品列表，请联络我们的销售部门或登录adventure.walltopia.com/products/fun-walls

*以上非比寻常系列仅是众多同系列产品中的一部分  
如需要完整产品列表，请联络我们的销售部门或登录adventure.walltopia.com/products/fun-walls

分子探究当个司机法力泡泡搞怪齿轮

迷宫出路

高度 6/7/8 m (19.9/23/26.2 ft)
宽度 2.2 m (7.2 ft)
适用于 室内或户外
难度 1/2
互动装置 可选项
刷卡积分功能 是的

高度 6/7/8 m (19.9/23/26.2 ft)
宽度 2.2 m (7.2 ft)
适用于 室内
难度 4/5
互动装置 x
刷卡积分功能 是的

抛物滑梯

登上摩天楼 跳在空中 叠方块挑战

我们的各种趣味攀爬墙，个个颜值无敌，独具
一格。攀爬者可以爬上一个迷宫，或一个峡谷
亦或是长颈鹿！

这个系列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完
全不同于我们的其他产品。非比寻常系列，让
荷尔蒙飙升，是最勇敢者的菜。他们带来的自
由下落体验，让人欲罢不能。

攀爬墙变变变系列非比寻常系列



*以上你摇我摆系列仅是众多同系列产品中的一部分 
如需要完整产品列表，请联络我们的销售部门或登录adventure.walltopia.com/products/fun-walls

双重麻烦蜘蛛有网悬梯突击打败轮胎

立体几何成双

你摇我摆趣味墙，挑战大不同。这些趣味攀爬
从天花板连接到地板。体验者爬上去后，由于
是软连接，游客会轻微摆动，玩出紧张感。这
类设施可以最大化地利用空间，并且安装于
既有的其他设施之间，也是绰绰有余。

你摇我摆趣味墙

高度 6/7/8 m (19.9/23/26.2 ft)
宽度 3.7 m (12.1 ft)
适用于 室内
难度 5/5
互动装置 可选项
刷卡积分功能 是的

*以上卡通趣味墙系列仅是众多同系列产品中的一部分  
如需要完整产品列表，请联络我们的销售部门或登录adventure.walltopia.com/products/fun-walls

长颈鹿好长恐龙寻骨花园城堡趣味字母

有蝠之城西部峡谷俄罗斯方块

高度 6/7/8 m (19.9/23/26.2 ft)
宽度 1.5 m (4.9 ft)
适用于 室内和户外
难度 2/5
互动装置 可选项
刷卡积分功能 是的

动漫趣味墙，面板上印制了各种游戏、动漫图
案，肯定是年轻动漫爱好者的最爱。特别的是
岩点，也都是根据游戏、动漫情节特别设置，
形成情结的互动。

卡通趣味墙



*以上涂鸦趣味墙系列仅是众多同系列产品中的一部分 
如需要完整产品列表，请联络我们的销售部门或登录adventure.walltopia.com/products/fun-walls

振臂高呼高飞趣味字母涂鸦版分子探究涂鸦版

石山上升皇冠在飞搞怪齿轮

由知名当地涂鸦艺术家绘制的涂鸦趣味墙产
品，主要吸引的是青少年和年轻人，并能很好
地融合于当代城市建筑中。每个视觉图案都
可以印制在基础款趣味攀岩墙上。

涂鸦趣味墙

高度 6/7/8 m (19.9/23/26.2 ft)
宽度 1.5 m (4.9 ft)
适用于 Indoor
难度 3/5
互动装置 可选项
刷卡积分功能 是的

*以上精简款趣味墙仅是众多同系列产品中的一部分  
如需要完整产品列表，请联络我们的销售部门或登录adventure.walltopia.com/products/fun-walls

高度 6/7/8 m (19.9/23/26.2 ft)
宽度 1.2 m (3.9 ft)
适用于 室内
难度 2/6
互动装置 x
刷卡积分功能 是的

蛇行星辰平衡器放飞风筝

疯狂字母泡泡仙人掌

精简款趣味墙旨在节省空间。以更少的投资最
大化空间内的接待能力，但是又有挑战的乐
趣。适合于空间受限和预算有限的客户。

精简款趣味墙



*以上横版趣味墙仅是众多同系列产品中的一部分  
如需要完整产品列表，请联络我们的销售部门或登录adventure.walltopia.com/products/fun-walls

横版趣味墙是标准尺寸基础上的矮宽版本。
优点是不需要安全装备，适合于天花板低矮
的空间。

横版趣味墙

搞怪齿轮横版

俄罗斯方块横版

玩·笑横版

游走电路横版

迷宫出路横版

高度 2.5 m (8.2 ft)
宽度 6, 7.5, 9 m (19.7, 23, 29.5 ft)
适用于 室内和户外
难度 3/5
互动装置 可选项
刷卡积分功能 是的

项目示例

小型项目
占地面积 攀爬线路 员工和保护绳数量 每小时客流量 应用规范
92 m2 12 3 (2位需要保护绳) 36 人/小时 EN 12572 / EN 1991



示例项目

大型项目中型项目
占地面积 攀爬线路 员工和保护绳数量 每小时客流量 应用规范
199 m2 21 4 (3位需要保护绳) 48 人/小时 EN 12572 / EN 1991

占地面积 攀爬线路 员工和保护绳数量 每小时客流量 应用规范
340 m2 45 7 (5位需要保护绳) 68 人/小时 EN 12572 / EN 1991



已完成的项目

克利夫兰HIGH POINT
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

设施类型 运动中心
完成时间 2019
Addi-
tional  
Products

抱石墙
攀岩墙

HIGH POINT HUNTSVILLE
美国阿拉巴马州Huntsville

设施类型 运动中心
完成时间 2018

CLIMB SO ILL AT THE STEEL 
SHOP
美国密苏里州St. Charles

设施类型 运动中心
完成时间 2020

正向跳跃和蹦床挑战公园
法国Pau

设施类型 运动中心，  
蹦床公园

完成时间 2020
其他产品 忍者挑战

北京运动萌兽
中国北京

设施类型 运动中心
完成时间 2019

FUNTOPIA CARRUM DOWNS
澳大利亚Carrum Downs

设施类型 家庭娱乐中心
完成时间 2019



已完成项目

PLAYTOPIA QUERETARO
墨西哥Queretaro

设施类型 家庭娱乐中心
完成时间 2019
其他产品 探险小径  

忍者挑战  
绳索网阵
沃拓壁涯洞穴
攀岩墙
抱石墙
儿童网阵抱石与探险
小径

昆明七彩云南古滇王国欢乐世界
中国昆明

设施类型 家庭娱乐中心
完成时间 2020

杉点运动中心
美国俄亥俄州Sandusky

设施类型 运动中心
完成时间 2020
其他产品 云网攀爬  

忍者挑战

FUNTOPIA NAPERVILLE
美国伊利诺伊州Naperville

设施类型 家庭娱乐中心
完成时间 2018
其他产品 忍者挑战  

绳索网阵
攀岩墙

FUNTOPIA KFAR SABA
以色列Kfar Saba

设施类型 家庭娱乐中心
完成时间 2015

PLAYTOPIA PUEBLA
墨西哥Puebla

设施类型 家庭娱乐中心
完成时间 2018
其他产品 沃拓壁涯洞穴  

绳索网阵
空中滑轨
忍者挑战
儿童抱石 
探险小径 
高攀岩墙



和我们谈谈您的项目吧
通过电邮联络 adventure@walltopia.com
或登录 www.adventure.walltopia.com

今天，我们所完成的项目已经遍布世界各
地，无论经典的或最新的景点设施都集合了
趣味性和娱乐性，同时给各个年龄层，都带
去恰到好处的紧张刺激。到目前，除了在保
加利亚索菲亚总部，我们在美国、加拿大、中
国、阿联酋、亚太地区都设立了销售办公室。
结合四处生产工厂，雇员达600余人。完成项
目达1800多个，遍布6大洲78个国家。

我们的项目所涉及的客户遍布多个领域，包
括探险公园、主题公园、商场、运动中心、休
闲娱乐区、滑雪场、学校及大学、酒店等等。

沃拓壁涯创立于1998年，是世界攀岩、探险
与休闲设施领域的领导者。公司最先专注于
设计和制造，世界上最先进的攀岩设施。

我们在科学、技术方面执著于卓越和安全
性，这成就了我们在攀岩领域和活跃娱乐领
域的领导地位。

我们很高兴我们的各种复杂的项目，从设
计、安装，到最终完成设施认证，都为客户交
付了满意的答卷

完成项目逾1800多个
遍布6大洲78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