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绳索网阵



产品概念

感受高处带来的刺激

沃拓壁涯的绳索网阵，在依据行业
标准确保最大安全性的同时，以惊
险刺激的方式挑战柔韧性、平衡性
和力量。我们所有的绳索网阵提供
各种各样的难度等级，无论孩子或
大人皆可上手。这个品牌的设施适
合于至少五岁的小玩童。



矩形式
•	 模块化设计，可向横向、
纵向扩展设施规模

•	 单层或多层
•	 每层高度：	3,65	m	/	12	ft
•	 最优的流线布局
•	 设施自身造型即是景点
•	 游玩高通过率
•	 多种标准颜色组合
•	 可用户定制主题图案或
颜色

•	 可加设观景台，增加接待
量

•	 可加设适合儿童体形的
另外一层	

泰山网阵
•	 来自未来的设计，绝世之
作！

•	 单层或多层的布局，达到
高通过率

•	 可定制与场地主题元素
呼应的主题包装

•	 可增设滑轨或速降
•	 有提高游客量的观景台
•	 可选电梯，方便不方便的
人士

悬吊式 
(矩形吊顶式)

•	 结构下部空间可用作他
用

•	 模块化设计	——	易于后
期扩建

•	 最优直线布局
•	 高通过量
•	 多种标准颜色组合
•	 可用户定制主题图案或
颜色

六边形式
•	 模块化设计，可向横向、
纵向扩展设施规模

•	 单层或多层
•	 每层高度：	3,65	m	/	12	ft
•	 多向的游玩通道，最优的
布局

•	 设施自身造型即是景点
•	 优异的游客量与占地面
积比例

•	 多种标准颜色，或客户定
制主题图案、颜色

•	 可加设观景台，增加接待
量

•	 可加设适合儿童体形的
另外一层	

产品系列



四大类超过100种的障碍关卡

非常规类
与这类名称一样，这类障碍类型都非常特殊而且无法归类，这些障碍提供了非常不同的体验。

穿越类
穿越类是垂直并列的组件，着力点很小甚至没有，需要游客侧身移动完成。与平台类类似的是，
穿越类也需要手与脚的平衡协调。

平台类
平台类是相对独立的构件。挑战者必须踏在这些平台上完成挑战。平台尺寸和配置的距离决定
了难易程度。通常需要在手脚平衡间完成。

桥类
桥类主要是平行连接的构件。游客可以踩踏在绳索连接的构件上。有一定宽度，通过较容易。



主题包装
比色彩组合更进一步，我们的主题包装带给游客更沉浸的体验，更具故事性。如果您有创意，我
们就能实现！

颜色组合
沃拓壁涯绳索网阵有7种标准颜色组合，包括绳索，障碍关卡，横梁，柱子，分流槽，平台以及其
他结构构件。但是客户可以提出定制化颜色需求。

附加配置

观景望远镜
登至高处后环顾四周美景，是
人的心之所向。此刻的望远镜
就是懂你的心。

滑索
滑索作为附加配置可以作为
另一种结束游玩的“出口”。
游玩由此结束，但将刺激的体
验带向顶点。完美大结局的同
时，留给游客的是难以忘记的
美好记忆。可在门票基础上额
外收取费用。

空中滑轨
空中滑轨是空中的轨道过山
车或轨道滑索。在保障安全的
同时，游客体验自由飞行。不
仅吸粉惊险刺激爱好者，而且
也是新奇事物爱好者的药！

速降装置
在轻柔地落地前，带给游客的
是吓尿般地自由下落。这可以
作为结束游玩的一个“出口”
。可在门票基础上额外收取
费用。

森林主题 工业主题

森林主题色 春天主题色 工业主题色 糖果主题色

海洋主题色 夏天主题色 日落主题色

定制化



安全保护系统
安全绳
沃拓壁涯的安全绳系统，主要
包括两部分：导绳槽和安全
绳装置。导绳槽焊接于主体结
构。这套安全绳系统的安全绳
一直嵌入导槽内，进入后不会
脱落。这使得运营极其方便，
更最大地确保安全。

单向安全绳
这套安全绳让移动不受阻碍。

优点 

•	 游客可以更快速地通过
障碍关卡，而不需调整方
向。

•	 更大的通过效率，可以服
务更多客户，更高营收

•	 游客可以在柱子处切换
位置

多向安全绳 
这套安全绳系统，在柱子处有
多向的分线槽。可以提供多达
6条线路，体验更多的线路。

优点

•	 更久的体验	–	游客可以
自行选择路线，或重游路
线。

•	 救援便捷–	运营人员可以
很快到达游客的位置。

安全螺栓
作为主要构件的M14的加强
螺栓，非一体铸造的可调的螺
杆。这一构件可达三倍强度。

附加M6螺栓，安装于主芯内，
使游客安全更加保障。这一构
件可承受700公斤重量。

*多向安全绳系统不向美国市场提供。

M6螺栓

M14安全螺栓



已完成的项目

GREAT WOLF LODGE ILLINOIS
美国芝加哥Gurnee

设施类型 室内水乐园
产品系列 六边形款
规模 13个障碍关卡
完成时间 2018
其他产品 趣味攀岩墙

HOMETEAMNS
新加坡

设施类型 家庭娱乐中心
产品系列 矩形款
规模 16个障碍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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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者挑战
趣味攀岩墙

成都金泉运动中心
中国成都

设施类型 游乐园
产品系列 六边形款
规模 24个障碍关卡
完成时间 2020
其他产品 沃拓壁涯洞穴

忍者挑战
趣味攀岩墙

深圳欢乐谷
中国深圳

设施类型 水乐园
产品系列 六边形款
规模 46个障碍关卡
完成时间 2019
其他产品 空中滑轨

KIDZANIA
美国德州Frisco

设施类型 游乐园
产品系列 矩形款
规模 24个障碍关卡
完成时间 2019

GREAT WOLF LODGE ATLANTA
美国亚特兰大

设施类型 室内水公园
产品系列 六边形款
规模 28个障碍关卡
完成时间 2018
其他产品 空中滑轨



已完成的项目

JUNGLE ADVENTURE PLAY
澳大利亚布里斯本

设施类型 家庭娱乐中心
产品系列 六边形款
规模 20个障碍关卡
完成时间 2020
其他产品 云网攀爬

忍者挑战
趣味攀岩墙

PLAY: CBUS
美国俄亥俄州Columbus

设施类型 家庭娱乐中心
产品系列 六边形款
规模 129个障碍关卡
完成时间 2020
其他产品 忍者挑战

趣味攀岩墙
滑索
抱石墙
飞拉达

PLAYTOPIA PACHUCA
墨西哥Pachuca

设施类型 游乐园
产品系列 六边形款
规模 32个障碍关卡
完成时间 2019
其他产品 云网攀爬

空中滑轨
探险小径
趣味攀岩墙

GALAXY PARK
乌克兰基辅

设施类型 游乐园
产品系列 六边形款
规模 23个障碍关卡
完成时间 2017
其他产品 探险小径

探险中心站
空中滑轨
趣味攀岩墙

FAUNIA
西班牙马德里

设施类型 动物园
产品系列 六边形款
规模 24个障碍关卡
完成时间 2020
其他产品 空中滑轨

趣味攀岩墙

KOEZIO BRUSSELS
布鲁塞尔，比利时

设施类型 游乐园
产品系列 矩形款
规模 32个障碍关卡
完成时间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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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