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概念

为所有年龄段的“忍者”们
带来有趣的体能挑战

忍者挑战是很有意思的全身运动。
挑战体验者的耐力、敏捷和平衡
性，但是又足够安全。
每个忍者挑战场都是模块化拼装，
各模块及障碍物可依据场地，轻松
扩展、去除、重新排列或调整。



结构
模块化结构
Walltopia提供了两种类型的忍者挑战的结构，- 由铝桁架和钢
结构制成。两种都是模块化的，易于升级，可以向任何方向扩
展。经典款的忍者挑战有3条挑战道，每条挑战道有3类障碍关
卡，但是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关卡配置。

平台包覆缓冲垫
每组忍者挑战的平台都配备有缓冲垫，防止意外伤害或坠落
的风险。

安全网
安装于忍者挑战的外围或通道下部。增设安全网能防止坠落
或与其他“忍者”碰撞。

参数 3个平行通道，9款障碍

地面形式 20cm泡沫垫 + 3.5m缓冲垫

尺寸 7.9 x 20.9 m (25.8 x 68.4 ft)

占地面积 164  m2 (1765 ft2)

客容量 可达90人/小时

员工数 需要1位员工

地面障碍关卡
多种地面障碍关卡可供选择。他们需要很少或不设支撑结构，
因此大多数也可以重新布置。

悬吊障碍挑战
忍者挑战有多种多样的悬挂障碍关卡 - 超过40种可供选择。有
不同程度的难度。给所有竞技能力的人提供了挑战。障碍物可
以很容易地移动或替换，得到更新的体验，不断保持客户复游
率。

地板系统
忍者挑战提供多种地板系统选择。这个如图所示，最常见的解
决方案是缓冲垫+地毯和泡沫垫，充气气囊或海绵池。

以上型式的详情



型式
多层式
• 地面式挑战场位于第一

层 & 绳索网阵挑战场位于
第二层

• 挑战关卡或悬吊或布置
于地面。

• 模块化结构：钢材或铝材
• 单组模块的规格：  

13.75 m2 (148 ft2)
• 多种颜色可选

跑酷
• 可用于层高有限的空间
• 不需要任何支撑结构
• 多种颜色可选

儿童跑酷
• 适合于12岁以下挑战者
• 可用于层高有限的空间
• 不需要任何支撑或锚固

结构
• 多种颜色可选

地面式
• 悬吊和地面障碍关卡
• 模块化结构，钢结构或铝

结构
• 单模块尺寸：13.75m2 

(148 ft2)
• 多种颜色可选

针对儿童的地面式
• 调低的障碍，适合于儿

童。
• 吊挂与地面障碍关卡。
• 模块化结构：钢材或铝材
• 单组模块的尺寸：13.75

平米 (148 ft2)
• 多种颜色可选
• 多种预先设计好的主题

可选

高架式
• 架高离地2.1m，更具挑

战性。架高部分填充充气
气垫。

• 挑战关卡或悬吊或布置
于地面。

• 模块化结构：钢材或铝材
• 单组模块的规格：13.75 

m2 (148 ft2)
• 多种颜色可选



障碍关卡

猴子跳 (x3)

奶酪墙 (x3)

垂环 (x4)

拱形梁

翻转骰子 (x3)

爬袋 (x3)

斜步台阶

翘曲墙壁

产品系列
一展身手
• 自由闯荡的体验
• 无逗留平台，更高游客通

过率
• 适于蹦床公园
• 模块化结构：钢材或铝材
• 单组模块的规格： 

13.75 m2 (148 ft2)
• 多种颜色可选

直上直下
• 4条挑战道，4人同上，4项

挑战
• 可选挑战：向上的阶梯、

无形的阶梯、透明的墙板、
绳索攀爬

• 可选高度 6, 7 & 8m 
(19.6, 23 & 26.2 ft)

• 尺寸：92 m2 (990 ft2)

忍者水池* 
• 适用于室内或户外水池
• 多种防水式障碍关卡
• 超提神的体验
• 多种颜色可选

* 产品在不断升级，将适时改变



障碍关卡

丛林杆 (x5)挂球绳子(x4)

忍者墙圆环滑行

转动框 (x3)向上阶梯

滑杠挂球杆

丛林绳转动舵

转动轮 (x3)荡绳 (x9)

管网摇摇摆摆 (x9)

天梯弹簧杆 (x3)



比赛
• 将体验变为竞赛模式
• 计时，并按速度排列玩家

的名次
• 对公司、学校这类团队客

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提
升复游率

• 包括一个出发感应器、停
止按钮和一个显示排行榜
的电视屏幕

• 可选烟雾机以及声效系
统

游戏装置
• 通过互动平台与RFID手

环体验打卡挑战积分
• 游客可以比赛积分，获得

奖品
• 为运营人员收集运营数

据
• 系统可定制，适配于您的

设施

地板系统

海绵垫
• 适用于地面式挑战场
• 厚度：20cm (7.9 in) 
• 易于维护清理
• 多种颜色可选

海绵泡沫池

• 低初期投资
• 标志性特点
• 强品牌视觉

缓冲垫+地毯
• 适于地面式挑战场
• 高度：3.5m (1.35 in)
• 多种颜色可选

充气袋
• 可用于高架挑战场
• 高度1.2m to 1.5m  

(3.9 to 4.9 ft)
• 充气袋可打印高清图案

附加装置 & 定制化选项

Yellow GreenUltramarine BlueLight Grey

Zinc YellowBright Red  
OrangeTraffic Red

颜色
挑战场的障碍，柱子保护垫和
充气气垫的颜色可以在RAL
色号中选取，并可印制LOGO
或其他个性化信息



已完成的项目

PLAY: CBUS
美国俄亥俄州Columbus

设施类型 家庭娱乐中心
产品系列 地面式      直上直下式 

架高式
障碍数量 36
完成时间 2020
其他产品 绳索网阵

趣味攀岩墙
滑索
抱石墙
飞拉达

HOMETEAMNS
新加坡

设施类型 家庭娱乐中心
产品系列 地面式
障碍数量 9
完成时间 2020
其他产品 云网攀爬

探险小径
沃拓壁涯洞穴
空中滑轨
绳索网阵
趣味攀岩墙

POSITIVE JUMP & CHALLENGE
法国Pau

设施类型 蹦床公园
产品系列 地面式
障碍数量 18
完成时间 2020
其他产品 趣味攀岩墙

ADVENTURES ZONE
拉脱维亚Riga, Latvia

设施类型 家庭娱乐中心
产品系列 地面式
障碍数量 7
完成时间 2020
其他产品 趣味攀岩墙

SPORTS CLUB VALLENTUNA
瑞典Vallentuna

设施类型 运动中心
产品系列 地面式
障碍数量 74
完成时间 2020

布里斯托自由狗
英国Bristol

设施类型 蹦床公园
产品系列 架高式
障碍数量 10
完成时间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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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