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摇摆滑道

摇摆滑道-我们的多人滑筏系列新产品。我们

将把您送到一个超大的花瓣里，体验高速，深

度跳跃和失重感，这种摇摆会让您同时享受

到身体内部的激荡。对坐在滑筏里的四个人

能够以最近的距离观察到同伴们的喜悦与激

动。得以于其巨大的体积，从滑道外面看，摇

摆滑道也是每一个水上乐园的视觉亮点。玻

璃钢水滑道部件和钢结构的完美集合，让这

条滑道展现出枝干与树叶花瓣的生动效果。我

们也可以增加滑行构件，这样游客们就可以

从一枚树叶滑行到另一枚树叶上。尽情享受

我们最新的摇摆滑道吧！

注意：所有数据皆为参考值，

在规划及 TÜV 检测中可能会出现偏差！

 
水上滑道 管状滑道900 管状滑道1200 管状滑道1400 自由落体 涡轮900  超级大水环 家庭龙卷风 人体碗 漂浮大碗 宽体滑道 发射炮 喇叭 大轮轴 大滑板

双人身体竞速
滑道

双人滑筏竞速
滑道

浮毯竞速滑道 
（埃尔丁/蒂蒂湖） 漂流河 懒人河 管状滑道2700 莲花 大喇叭 大喇叭火箭 U型槽滑道 滑橇滑道 跳跃滑道 三道竞速滑道 多道竞速滑道

玻璃钢

不锈钢

容量（理论上最大值）/小时 180/h 180/h 180/h 360/h 180/h 180/h 180/h 720/h 180/h 360/h 1000/h 120/h 240/h ≈ 480/h 360/h 360/h 720/h > 720/h > 1000/h > 1000/h 720/h 720/h 720/h 720/h 120/h 180/h 120/h 540/h > 720/h

水量 立方米 /小时 120 m³/h 90 m³/h 120 m³/h 240 m³/h 90 m³/h 90 m³/h 90m³/h 450m³/h 120 m³/h 500 m³/h 60 - 120 m³/h 120 m³/h 240 m³/h ≈ 350 m³/h 320 m³/h 240 m³/h 480 m³/h > 360 m³/h 1.200 - 2.800 600 m³/h 650 m³/h 600 m³/h 1100 m³/h 750 m³/h 240 m³/h 60 m³/h 60 m³/h 180 m³/h > 360 m³/h

难度 简单 简单/中等 简单/中等 简单/中等 较难 较难 较难 简单/中等 较难 中等 中等 较难 中等 较难 较难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较难 简单 简单/中等 中等/较难 中等/较难 中等/较难 中等/较难 中等/较难 较难 中等 简单/中等

身体滑道 浮毯

单人浮筏滑道 Bob

双人浮筏滑道

三人浮筏滑道

四人浮筏滑道

安全系统 / 时间 特殊调试

安全系统 / 感应器交通灯 可选 可选 可选 可选 可选 特殊调试 可选1号交通灯系统 可选1号交通灯系统 可选1号交通灯系统 可选

安全系统 / 十字形转门 可选 可选 监督员

上坡滑段
（每上坡滑段水量增加370-400立方米/小时）

亚克力部件 直&弯 直&弯 直&弯 直&弯 直 直&弯 直&弯&火箭出发台 直&弯 直&弯&大碗 直&弯&大碗 直&弯 直&弯 直&弯 直&弯 直&弯 直&弯 直 直 直 直 直&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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