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中滑轨
超凡的飞行体验



飞翔一直对人类有神奇的吸引力，
我们也受此所感，创造这款产品，
但我们追求更安全。所以，在2014
年空中滑轨诞生了。这么多年里，
我们一直精心打造不同体验的游
乐设施，这使得每个人都能在空中
滑轨的飞行中，发现并享受埋在内
心深处的自己。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为世界各地成
千上万的人带来了飞翔的感觉。

体验终极飞行

产品概念 你曾梦想过在空中飞翔吗？



骑乘类型

极限体验

观景环游体验

通行

为惊险时速而设计

为领略美景而设计

为通行便利而设计

最高时速50 km / h 3种骑行方式 全球45个游乐设施



不需要滑行车回收系统

极限电驱动滑行车

多种滑行车回收系统可达120人每小时 可达120人每小时可达50公里每小时 可达35公里每小时

急速重力滑行车

极限体验

极限重力滑轨是游乐设施领域最快的轨道过山车，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它的轨道可以是兜转回旋，
急速下降或措手不及的转弯。该设施可选择的有两种滑行车，分别有不同的最大速度，或配以几种控制
系统，如滑行车的回收系统或防撞系统，使运行效率最大化，提升客流量。

极限电驱动滑轨有两个关键功能：在爬坡段助力；手动控制模式时游客可以自行控制速度。电驱动骑乘
相较前一代的重力滑行，较少了滑行的一些限制，使速度仍可维持在35公里每小时以上。如配备双轨道
骑乘，是双人竞速玩法的理想之选。

•	 速度:	可达50公里每小时
•	 磁力或离心制动刹车模块
•	 适用于室内或户外
•	 适用于穿戴安全装备

•	 速度:	可达35公里每小时
•	 电机配有车载电池
•	 集成制动模块
•	 流畅平稳的骑行体验
•	 可选双人座椅

重力驱动 电驱动



全景电动滑行车观景环游式重力滑行车

观景环游式滑轨

观景环游式滑轨的是为了使游客充分领略室内外的美景，游客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探索他们周围的环
境。特别的滑行车设计，可以让多个乘客同时开始旅程，而不需要防撞系统。既可以让多组游客同时享
受空中美景，客流也达到了最大化。

全景电动滑轨是一个灵活的观景骑乘，非常适合室内和户外的观光体验。以这种新的方式，漫步于自然
奇景中时，不难发现这套设施在任何环境中都亲和亲近于自然。更重要的是，全景电动滑行车12	 km/h
的速度带来的是平稳的体验，游客可通过把手操控。

•	 速度达10km/h
•	 轻量滑行车：全部重量5kg
•	 离心制动或磁刹模块
•	 最大速度不受乘客体重影响

•	 速度：可达12	km/h
•	 滑行车电池驱动	
•	 每次充电可运行8小时
•	 游客可控制速度

重力驱动 电驱动

不需防撞系统 爬坡可达15%无需滑行车回收系统 不需要回收系统可达240人/小时 可达240人/小时



高适应性生态友好

通行用途滑轨

通行用途滑轨

通行用途滑轨是一种现代运输方式，所有标志性的体验都融为一身，除了从两点之间移动外，其也实现
了滑轨的其他功能。这款滑轨的设计完全使动物园和海湾等休闲场所，急切想要创新通行方式，得以如
愿以偿。

•	 电池驱动的滑行车，速度可达10km/h
•	 自带制动模块
•	 顺滑平稳的骑乘体验
•	 高性能钛酸锂电池
•	 6分钟可充电80%
•	 爬坡角度可达30%
•	 可选的双座位共享乘车

可达360人/小时

防撞系统示意图

•	 分段式轨道有安全门和应急制动模块分隔开。
•	 所有的滑行车在行走中会一直接受主控制系统的信号。
•	 主控制系统控制所有的安全门，如果应急制动模块启动，控制系统会立即给安全门发信号。
•	 当前一段轨道被控制系统占用，所有滑行车会停下来。

安全门 出发与到达平台

游客在滑行车上控制系统
持续管理和监控所有滑
行车

滑轨轨道



样例项目
一种速度达到50km/h的极限滑轨，可选最舒适的双人座椅。电动滑行车可通过轨道回到起始平台，并
不需要滑行车回收系统。

详情

组件
骑乘平台
滑轨轨道	
混合动力滑行车

防撞系统
电磁制动
双人座椅

结构 自站立式结构

员工数量 最少两人

安全区 从轨道至障碍关卡距离最少5m。
轨道两侧2m范围没有遮挡物

滑雪和山地度假区

将空中滑轨加入到您的山地度假村一系列产品中，为您的客户带来新奇冒险。预计将能在夏季运营的
第一年，带来运营收入的增长。该设备毋庸置疑在任何地方都带去多样化，并吸引更多的滑雪淡季期间
的客户。

夏季运营 广受欢迎 多样化的体验

空中滑轨绝对是山地度假区夏
季运营的明星项目。山地度假区
每年现金流出达30%的同时可
以增加营收12.5%

空中滑轨在所有人群中都是广
受欢迎。从喜爱寻找刺激的客户
到喜欢观景环游的大家庭。

空中滑轨提供的是娱乐体验。在
山地度假区，它提供给不愿意身
体力行远足的客户，以这种观景
游览的方式领略大自然。

开始 结尾

轨道长度

1800m 可达240人每小时 可达50km/h

容量 速度



样例项目
极限滑轨，由绳索网阵和攀岩墙组成。其速度快和轨道曲线设计令人兴奋，滑行车回收和较小的上下平
台，操作起来简单快捷。	

详情

组件
出发到达平台集成于绳索网阵中
滑轨轨道
极速滑行车

滑行车回收系统
磁力制动
安全束缚装置

结构 吊挂

员工数 最少2人

安全范围 轨道与下部任何障碍物需至少5m	
轨道两侧最少2m

游乐园

空中滑轨可以安装于游乐园的其他设施之间。为满足年轻或年龄更大的寻求刺激者，滑轨可达最大速
度50km/h，客流量可达240人每小时。其可以安装各种主题化元素，不仅有极限速度的体验还有卓越的
视觉体验。

崭新的体验 惊险骑乘 可做主题包装

滑轨是全新的吸粉利器，专为那
些寻求新鲜刺激和称心体验的
人而问世。

滑轨是一种特殊的轨道滑行车，
速度可达50km/h，可以有很多
回旋或转弯，完美的惊险骑乘。

从树木，海浪，藤本植物，甚至是
些非常生气的——鸟。这些我们
都已经做过了。并且已经准备
好了迎接新的令人兴奋的设计
挑战。

轨道长度

220m 可达120人每小时 可达35km/h

容量 速度



样例项目
观景环游式电动滑轨可集成于绳索网阵和趣味攀岩墙。建筑的中间夹层可以被利用做运营平台，其余
支撑结构可以吊挂于屋面结构。

详情

组件
开始和出发平台处于同一位置，
更少的建设量
滑轨轨道	

电动滑行车
安全束缚装置
防撞系统

结构 吊挂于天花板

运营人员 最少1人

安全范围 轨道与下部任何障碍物需至少5m	
轨道两侧最少2m

体验项目，如空中滑轨，正是可以让整个家庭共享欢乐时光，促进重游率，提高接待能力。灵活的安装位
置，可以适合几乎所有可用的空间，甚至包括未被利用到的天花板！这使得你无需考虑取舍其他设施，
而将滑轨轻松加入到你的场地当中。

空间效率 附加收费项 员工数的优势

空中滑轨可以从天花板上悬挂
下来，这意味着不需要笨重或复
杂的结构

滑轨这种吸引眼球的设施，可以
带给普通的家庭娱乐中心更多
竞争优势，使其脱颖而出于其他
竞争对手。

滑轨达到60人每小时的接待能
力，只需要一个运营人员。

家庭娱乐中心

轨道长度

120m 可达60人每小时 可达12km/h

容量 速度



样例项目
有竞赛元素的双线电动滑轨，可以配备一位操作员。骑乘设施可以完全悬挂在其他设施上方的天花板
上。

详情

购物中心

购物中心的游客总是青睐耳目一新的体验。滑轨能带给您的商场价值得到增益。带来客流的同时，滑轨
可以接待达120人每小时的客流，这套设备绝对可以带给商场空间生机勃勃的景象。特别是滑轨可以安
装于未被利用的空间，比如天花板，由此您甚至不需要牺牲任何商业空间。

明星设置 空间利用 更多的体验

空中滑轨是所有年龄层的最爱，
品牌旗舰商场的不二之选。

空中滑轨可将未被利用的天花
板空间变为有效营业面积。

空中滑轨其独一无二的体验，可
以成为购物中心的致胜法宝，带
来源源客流。

组件
出发与到达在同一平台
空中滑轨轨道	
电驱动滑轨

安全束缚装置
防撞系统

结构 吊挂于天花板

运营人员 最少1人

安全范围 轨道与下部任何障碍物需至少5m	
轨道两侧最少2m

轨道长度

双线每条250m 每条线可以接待120人每
小时 可达35km/h

容量 速度



样例项目
在某避暑度假区的一套极限重力滑轨，有急速下降和兜转回旋，兴奋的体验令人难忘。这套设施使该度
假区除了滑道和泳池之外，有了更多可玩性。

详情

组件
上下站平台
滑轨轨道
标准的重力滑行车

滑行车回收系统	
安全束缚装置
防撞系统

结构 自站立式结构

运营人员 最少2人

安全范围 轨道与下部任何障碍物需至少5m	
轨道两侧最少2m

避暑胜地

为客户在炎热而躁动的季节，提供全新的冒险体验，那么为您的度假胜地增添空中滑轨吧。多种空中滑
轨设施体验都很适合于避暑胜地，从迸发肾上腺素的极限款，或观景环游款，亦或是交通通行款，您的
度假区会总是缺一套。

定制化体验 独一无二的体验 主题化装饰

空中滑轨可以为您的景区的特
定人群和喜好，完全定制化

空中滑轨将是您的度假区的新
热点，寻求惊险刺激的游客无疑
将接踵而至。

滑轨可以通过无数中设计手段，
实现该设施与整体乐园的主题
呼应。

轨道长度

250m 可达120人每小时 可达35km/h

容量 速度



已完成的项目

AREA 15
Las Vegas, USA, 2020 设施类型:	沉浸式游乐场

产品系列:	观景环游式滑轨FUJI SUBARU LAND
Yamanashi, Japan, 2015 设施类型:	休闲区

产品系列:	观景环游式滑轨

ADVENTURE HQ DREAMS NATURA
Singapore, 2020 Cancun, Mexico, 2020设施类型:	家庭娱乐中心 设施类型:	渡假村及水疗中心

产品系列:	极限体验 产品系列:	极限体验



关于我们
在安全工程公司，我们的使命是让人们安全无虞地享受令人兴奋的游玩挑战。空中滑轨部门雇用超过
15名专业工程师和建筑师组成的团队，致力于提供即使面对最不寻常的情况，也能提供高质量的产品。
目前已经完成的40多个各种各样的空中滑轨，使我们有信心应对每一个挑战。

和我们谈谈您的项目吧！

联络我们  
sales@rollglid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