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URER RIDES GmbH
Frankfurter Ring 193
80807 Munich
PO Box 440145
80750 Munich
Phone +49.89.215 4030 0
Fax  +49.89.215 4030 99
info@maurer-rides.de 
www.maurer-rides.de
www.spike.de

SPIKE® 竞速无视传统过山车依赖重力的物理

限制。之前强加在势能和动能之间的复杂相互

作用的限制，在SPIKE®驱动力的作用下完全释

放。在轨道全程可以实现超过1g的驱动力，即

使垂直向上的轨道上也可以加速。

这是设计师和乐园规划者的梦想成真：轨迹布

局及乘骑元素完全自由设计。势能储存、制动

装置及提升段所需的直线段在轨迹设计中已变

得无关紧要。

由于其具有无限的能量储存，使得即使平坦的

轨迹也变得扣人心弦。特别是贴近地面或者在

紧凑的房屋之间蜿蜒穿梭变得可能，高低变换

的过山车轨迹变得不那么重要

使用SPIKE®强大动力，即使在陡峭的曲线弯道

上也可对车辆进行加速，给人以前所未有惊奇

体验。在整个轨迹上可以通过五官感受到强劲

的动力，其强度和魅力仅在乘骑后感受。

最紧凑的轨迹半径，横向3米，竖向5米，可以

布置在任何轨迹点。滑行中车辆的速度由系统

控制，以确保横向及竖向力不超标。

 特点

设计无极限

不寻常并且独特的赛道形状确保每一个SPIKE®过山车的独特性，
并为过山车的构造打开了一个全球的可能性。 

设计师可以在设计新颖创新的赛道形状时真正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定制您的轨迹-

不受物理及技术的限制

宇宙是有限的

心形：
在形态中心由于很小的转弯半径减
速，仅在跨越紧缩的弯道之后全力
加速。

椒盐脆饼型：
密切交织轨道交织在一起，此乘骑
轨迹提供了一个在及其狭小空间内
惊人的系列弯道

漏斗型：
在加宽的螺旋瓶口，乘客将速度提
高到惊人的高度，然后沿着宽阔的
曲线加速下行。

SPIKE® 是轨道传送的里程碑。一个独特的

专利齿系统使电机传动力转化为轨道自由滑

行，并达到100%的全程驱动，即使在高速的情

况下，也能确保一个绝对静音和平稳的乘骑体

验。

连接在轨道上的齿条能很好地吻合任何弯曲半

径和扭曲的轨道，是为高速传动特定研发的动

力轨道，这就给我们设计轨迹提供了难得的自

由度，因此，这就可以在狭小的弯道，甚至在

垂直向上的轨迹中也可提供持续的动力。

SPIKE®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广泛运输模式，且是

之前不可实现的，以一种非常经济的方式。

SPIKE® 技术涵盖了大
量可能的应用范围，
并在产品组中提供赛
车、运输和货运，其
中使用了各种车辆及
轨道类型。

为了继续研发SPIKE®系统，自2014在斯图加特

大学安装了一台50米轨道长度的设备，从那以

后此设备一直在运行。为了进一步的材料及功

能测试，在此设备上持续扩展新的安装，作为

样机并研发新部件。

第一台SPIKE®竞速过山车于2016年夏季建成：

位于德国Bad Wörishofen的Allgäu Skyline公园，由

南德TUV验收对外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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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点

控制无极限

每台 SPIKE® 车辆都配备了自己的非中央

安全控制系统，通过它与中央控制系统不断交

换各车辆间所有相关数据，这样可以将车辆的

位置定位到厘米，速度加速度可以精确地调节

到每个齿位。

形状锁定且因此不受气候影响的安全制动系

统，集成到车辆中，可以缩短车辆循环时间，

并且每次发车时间间隔少于5秒。 在这个过程

中，集成的动态刹车控制系统不断监控所需的

的安全距离。

因此，即使在使用单车双座车辆的情况下，小

时客流也可达到1000人次。

一个有吸引力的附带效果是迄今为止无与伦比

的车辆数量，它们同时滑行并使乘骑出现激动

人心、充满了来自外部的新冒险。

由于车辆可以自由控制，因此可以进行不寻常

的驾驶体验诸如前进和后退，短暂令人兴奋停

止和多媒体的轻松整合。

即使使用单车
两座的车体，

小时客流也可达到
1000人次

 亮点

乘骑 无极限

力量. 动力. 速度.
摩托运动的魅力首先在于迷恋豪放的机械动

力，在驾驶者的独特技能驯服下转化成急速飞

驰。 SPIKE®将这种体验带入轨道，使可能的速

控互动乘骑乐趣成为现实，以此推动游乐设备

技术更新。

SPIKE® 将过山车变成赛车，将电脑游戏现实体

验。与其他车手竞赛，以激励车手更好的驾驭

设备，使驾驶速度更快，限制竞争者粉丝的火

种。 无论是单轨驾驶还是双轨竞速驾驶，主动

驾驶是必要的，并把此次乘骑变成一次难忘的

经历。

对于特定的轨道布局，乘骑者能够驾驶车辆的

速度范围已经编程在系统之中。设定的最小乘

骑速度以保证一个稳定的客流量，即使当初学

者以谨慎的驾驶风格驾驶，也保证其有合适的

乐趣体验。简单的始终以全动力驾驶，在进入

弯道前正确的时间点不减速的话，将会损失时

间。因此训练、直觉和勇气将会决定谁最先到

达终点。 其它游戏元素如参与者熟悉的视频游

戏，如加速器、坦克大战、甚至攻击其他参与

者，也可以作为选项功能进行整合，进一步增

强体验。

集成的完全成熟的安全控制系统可简单整合成操

作元素，如油门、制动和点加速按钮，以及液晶

显示屏显示速度、加速度、虚拟油箱液位等

车辆自动电子生成事先选择好的与速度成正相

关大型摩托车发动机咆哮声，未来可以生成飞

船的声音，也可作为车载摄像装置对游客自动

摄像。

摩托竞速 设计创造真实性。在车体设计

过程中曾聚焦于复制一个现实中摩托车，直到

最后的细节，甚至采用原始组件。

腰带安全装置可以让骑手如同驾驶摩托车的体

验，但这是一个带有强大动力乘骑设备，并且

滑行在一个没做妥协的过山车轨道上，因此给

乘骑者一个从前从未有过的体验。该四座摩托

塞车为一设计模型，因此它可以将车包装成另

一种车型。此外在设计制造商的特殊专用摩托

变体时，可以将真实的主题和幻想设计变为现

实。

动力赛车的驾驶是完全可编程的，如果需要的

话，可以整合其它额外元素。另外，速控互动

不仅用于两人座车型，在四人座车型滑行过程

中，速控可以在游客之间转换。

 车辆

摩托 
+车 
竞速

赛车 作为带动力的SPIKE®系统，竞速赛车

基于其短时的弹射时间，可以获得最高的客

流量。在车站乘客上下车时，车辆持续缓慢移

动，由此可以缩短车站的长度。精确控制的车

辆取代所有车站装置、额外的传感器及其它安

装在轨道上的结构。

整个系统保持简单，突然的速度变化可以在骑

行期间的任何位置通过编程实现，不需额外的

特殊技术，可以让任何故事变成一个令人惊叹

的冒险体验。

将任何故事变成一
个令人窒息的冒险

 车体

SPIKE® 
竞速

SPIKE® 竞速 过山车给每位游客提供了

一个参与没有任何风险的竞技体育比赛的互动

式乘骑体验，感受超过1000Nm的强劲扭矩，但

转动手柄油门主动加速超过1G的加速度，仿佛

参与F1方程竞赛，则是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感

受。

此外，座椅的位置也是现行过山车中最低的，

轨道夹于双腿之间，类似于完全自由驾驶摩托

的感觉，仅受限于腰带，你不可能再有如此专

注体验速度的刺激。

以最大倾斜角度在弯道上加速，加上一些独特

的轨迹，以获得从未有过的乘骑体验。

额外手柄转动油门和点压按钮、车尾刹车灯

光、与速度正相关的自动排气噪音、车载视频

和触摸屏显示器 - 你几乎不能再添加更多的配

置-使Spike竞速车成为独有的高科技车。

你不可能再如
此专注体验
速度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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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F1方程竞赛，则是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感

受。

此外，座椅的位置也是现行过山车中最低的，

轨道夹于双腿之间，类似于完全自由驾驶摩托

的感觉，仅受限于腰带，你不可能再有如此专

注体验速度的刺激。

以最大倾斜角度在弯道上加速，加上一些独特

的轨迹，以获得从未有过的乘骑体验。

额外手柄转动油门和点压按钮、车尾刹车灯

光、与速度正相关的自动排气噪音、车载视频

和触摸屏显示器 - 你几乎不能再添加更多的配

置-使Spike竞速车成为独有的高科技车。

你不可能再如
此专注体验
速度的刺激



 亮点

控制无极限

每台 SPIKE® 车辆都配备了自己的非中央

安全控制系统，通过它与中央控制系统不断交

换各车辆间所有相关数据，这样可以将车辆的

位置定位到厘米，速度加速度可以精确地调节

到每个齿位。

形状锁定且因此不受气候影响的安全制动系

统，集成到车辆中，可以缩短车辆循环时间，

并且每次发车时间间隔少于5秒。 在这个过程

中，集成的动态刹车控制系统不断监控所需的

的安全距离。

因此，即使在使用单车双座车辆的情况下，小

时客流也可达到1000人次。

一个有吸引力的附带效果是迄今为止无与伦比

的车辆数量，它们同时滑行并使乘骑出现激动

人心、充满了来自外部的新冒险。

由于车辆可以自由控制，因此可以进行不寻常

的驾驶体验诸如前进和后退，短暂令人兴奋停

止和多媒体的轻松整合。

即使使用单车
两座的车体，

小时客流也可达到
1000人次

 亮点

乘骑 无极限

力量. 动力. 速度.
摩托运动的魅力首先在于迷恋豪放的机械动

力，在驾驶者的独特技能驯服下转化成急速飞

驰。 SPIKE®将这种体验带入轨道，使可能的速

控互动乘骑乐趣成为现实，以此推动游乐设备

技术更新。

SPIKE® 将过山车变成赛车，将电脑游戏现实体

验。与其他车手竞赛，以激励车手更好的驾驭

设备，使驾驶速度更快，限制竞争者粉丝的火

种。 无论是单轨驾驶还是双轨竞速驾驶，主动

驾驶是必要的，并把此次乘骑变成一次难忘的

经历。

对于特定的轨道布局，乘骑者能够驾驶车辆的

速度范围已经编程在系统之中。设定的最小乘

骑速度以保证一个稳定的客流量，即使当初学

者以谨慎的驾驶风格驾驶，也保证其有合适的

乐趣体验。简单的始终以全动力驾驶，在进入

弯道前正确的时间点不减速的话，将会损失时

间。因此训练、直觉和勇气将会决定谁最先到

达终点。 其它游戏元素如参与者熟悉的视频游

戏，如加速器、坦克大战、甚至攻击其他参与

者，也可以作为选项功能进行整合，进一步增

强体验。

集成的完全成熟的安全控制系统可简单整合成操

作元素，如油门、制动和点加速按钮，以及液晶

显示屏显示速度、加速度、虚拟油箱液位等

车辆自动电子生成事先选择好的与速度成正相

关大型摩托车发动机咆哮声，未来可以生成飞

船的声音，也可作为车载摄像装置对游客自动

摄像。

摩托竞速 设计创造真实性。在车体设计

过程中曾聚焦于复制一个现实中摩托车，直到

最后的细节，甚至采用原始组件。

腰带安全装置可以让骑手如同驾驶摩托车的体

验，但这是一个带有强大动力乘骑设备，并且

滑行在一个没做妥协的过山车轨道上，因此给

乘骑者一个从前从未有过的体验。该四座摩托

塞车为一设计模型，因此它可以将车包装成另

一种车型。此外在设计制造商的特殊专用摩托

变体时，可以将真实的主题和幻想设计变为现

实。

动力赛车的驾驶是完全可编程的，如果需要的

话，可以整合其它额外元素。另外，速控互动

不仅用于两人座车型，在四人座车型滑行过程

中，速控可以在游客之间转换。

 车辆

摩托 
+车 
竞速

赛车 作为带动力的SPIKE®系统，竞速赛车

基于其短时的弹射时间，可以获得最高的客

流量。在车站乘客上下车时，车辆持续缓慢移

动，由此可以缩短车站的长度。精确控制的车

辆取代所有车站装置、额外的传感器及其它安

装在轨道上的结构。

整个系统保持简单，突然的速度变化可以在骑

行期间的任何位置通过编程实现，不需额外的

特殊技术，可以让任何故事变成一个令人惊叹

的冒险体验。

将任何故事变成一
个令人窒息的冒险

 车体

SPIKE® 
竞速

SPIKE® 竞速 过山车给每位游客提供了

一个参与没有任何风险的竞技体育比赛的互动

式乘骑体验，感受超过1000Nm的强劲扭矩，但

转动手柄油门主动加速超过1G的加速度，仿佛

参与F1方程竞赛，则是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感

受。

此外，座椅的位置也是现行过山车中最低的，

轨道夹于双腿之间，类似于完全自由驾驶摩托

的感觉，仅受限于腰带，你不可能再有如此专

注体验速度的刺激。

以最大倾斜角度在弯道上加速，加上一些独特

的轨迹，以获得从未有过的乘骑体验。

额外手柄转动油门和点压按钮、车尾刹车灯

光、与速度正相关的自动排气噪音、车载视频

和触摸屏显示器 - 你几乎不能再添加更多的配

置-使Spike竞速车成为独有的高科技车。

你不可能再如
此专注体验
速度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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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台 SPIKE® 车辆都配备了自己的非中央

安全控制系统，通过它与中央控制系统不断交

换各车辆间所有相关数据，这样可以将车辆的

位置定位到厘米，速度加速度可以精确地调节

到每个齿位。

形状锁定且因此不受气候影响的安全制动系

统，集成到车辆中，可以缩短车辆循环时间，

并且每次发车时间间隔少于5秒。 在这个过程

中，集成的动态刹车控制系统不断监控所需的

的安全距离。

因此，即使在使用单车双座车辆的情况下，小

时客流也可达到1000人次。

一个有吸引力的附带效果是迄今为止无与伦比

的车辆数量，它们同时滑行并使乘骑出现激动

人心、充满了来自外部的新冒险。

由于车辆可以自由控制，因此可以进行不寻常

的驾驶体验诸如前进和后退，短暂令人兴奋停

止和多媒体的轻松整合。

即使使用单车
两座的车体，

小时客流也可达到
1000人次

 亮点

乘骑 无极限

力量. 动力. 速度.
摩托运动的魅力首先在于迷恋豪放的机械动

力，在驾驶者的独特技能驯服下转化成急速飞

驰。 SPIKE®将这种体验带入轨道，使可能的速

控互动乘骑乐趣成为现实，以此推动游乐设备

技术更新。

SPIKE® 将过山车变成赛车，将电脑游戏现实体

验。与其他车手竞赛，以激励车手更好的驾驭

设备，使驾驶速度更快，限制竞争者粉丝的火

种。 无论是单轨驾驶还是双轨竞速驾驶，主动

驾驶是必要的，并把此次乘骑变成一次难忘的

经历。

对于特定的轨道布局，乘骑者能够驾驶车辆的

速度范围已经编程在系统之中。设定的最小乘

骑速度以保证一个稳定的客流量，即使当初学

者以谨慎的驾驶风格驾驶，也保证其有合适的

乐趣体验。简单的始终以全动力驾驶，在进入

弯道前正确的时间点不减速的话，将会损失时

间。因此训练、直觉和勇气将会决定谁最先到

达终点。 其它游戏元素如参与者熟悉的视频游

戏，如加速器、坦克大战、甚至攻击其他参与

者，也可以作为选项功能进行整合，进一步增

强体验。

集成的完全成熟的安全控制系统可简单整合成操

作元素，如油门、制动和点加速按钮，以及液晶

显示屏显示速度、加速度、虚拟油箱液位等

车辆自动电子生成事先选择好的与速度成正相

关大型摩托车发动机咆哮声，未来可以生成飞

船的声音，也可作为车载摄像装置对游客自动

摄像。

摩托竞速 设计创造真实性。在车体设计

过程中曾聚焦于复制一个现实中摩托车，直到

最后的细节，甚至采用原始组件。

腰带安全装置可以让骑手如同驾驶摩托车的体

验，但这是一个带有强大动力乘骑设备，并且

滑行在一个没做妥协的过山车轨道上，因此给

乘骑者一个从前从未有过的体验。该四座摩托

塞车为一设计模型，因此它可以将车包装成另

一种车型。此外在设计制造商的特殊专用摩托

变体时，可以将真实的主题和幻想设计变为现

实。

动力赛车的驾驶是完全可编程的，如果需要的

话，可以整合其它额外元素。另外，速控互动

不仅用于两人座车型，在四人座车型滑行过程

中，速控可以在游客之间转换。

 车辆

摩托 
+车 
竞速

赛车 作为带动力的SPIKE®系统，竞速赛车

基于其短时的弹射时间，可以获得最高的客

流量。在车站乘客上下车时，车辆持续缓慢移

动，由此可以缩短车站的长度。精确控制的车

辆取代所有车站装置、额外的传感器及其它安

装在轨道上的结构。

整个系统保持简单，突然的速度变化可以在骑

行期间的任何位置通过编程实现，不需额外的

特殊技术，可以让任何故事变成一个令人惊叹

的冒险体验。

将任何故事变成一
个令人窒息的冒险

 车体

SPIKE® 
竞速

SPIKE® 竞速 过山车给每位游客提供了

一个参与没有任何风险的竞技体育比赛的互动

式乘骑体验，感受超过1000Nm的强劲扭矩，但

转动手柄油门主动加速超过1G的加速度，仿佛

参与F1方程竞赛，则是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感

受。

此外，座椅的位置也是现行过山车中最低的，

轨道夹于双腿之间，类似于完全自由驾驶摩托

的感觉，仅受限于腰带，你不可能再有如此专

注体验速度的刺激。

以最大倾斜角度在弯道上加速，加上一些独特

的轨迹，以获得从未有过的乘骑体验。

额外手柄转动油门和点压按钮、车尾刹车灯

光、与速度正相关的自动排气噪音、车载视频

和触摸屏显示器 - 你几乎不能再添加更多的配

置-使Spike竞速车成为独有的高科技车。

你不可能再如
此专注体验
速度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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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KE® 竞速无视传统过山车依赖重力的物理

限制。之前强加在势能和动能之间的复杂相互

作用的限制，在SPIKE®驱动力的作用下完全释

放。在轨道全程可以实现超过1g的驱动力，即

使垂直向上的轨道上也可以加速。

这是设计师和乐园规划者的梦想成真：轨迹布

局及乘骑元素完全自由设计。势能储存、制动

装置及提升段所需的直线段在轨迹设计中已变

得无关紧要。

由于其具有无限的能量储存，使得即使平坦的

轨迹也变得扣人心弦。特别是贴近地面或者在

紧凑的房屋之间蜿蜒穿梭变得可能，高低变换

的过山车轨迹变得不那么重要

使用SPIKE®强大动力，即使在陡峭的曲线弯道

上也可对车辆进行加速，给人以前所未有惊奇

体验。在整个轨迹上可以通过五官感受到强劲

的动力，其强度和魅力仅在乘骑后感受。

最紧凑的轨迹半径，横向3米，竖向5米，可以

布置在任何轨迹点。滑行中车辆的速度由系统

控制，以确保横向及竖向力不超标。

 特点

设计无极限

不寻常并且独特的赛道形状确保每一个SPIKE®过山车的独特性，
并为过山车的构造打开了一个全球的可能性。 

设计师可以在设计新颖创新的赛道形状时真正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定制您的轨迹-

不受物理及技术的限制

宇宙是有限的

心形：
在形态中心由于很小的转弯半径减
速，仅在跨越紧缩的弯道之后全力
加速。

椒盐脆饼型：
密切交织轨道交织在一起，此乘骑
轨迹提供了一个在及其狭小空间内
惊人的系列弯道

漏斗型：
在加宽的螺旋瓶口，乘客将速度提
高到惊人的高度，然后沿着宽阔的
曲线加速下行。

SPIKE® 是轨道传送的里程碑。一个独特的

专利齿系统使电机传动力转化为轨道自由滑

行，并达到100%的全程驱动，即使在高速的情

况下，也能确保一个绝对静音和平稳的乘骑体

验。

连接在轨道上的齿条能很好地吻合任何弯曲半

径和扭曲的轨道，是为高速传动特定研发的动

力轨道，这就给我们设计轨迹提供了难得的自

由度，因此，这就可以在狭小的弯道，甚至在

垂直向上的轨迹中也可提供持续的动力。

SPIKE®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广泛运输模式，且是

之前不可实现的，以一种非常经济的方式。

SPIKE® 技术涵盖了大
量可能的应用范围，
并在产品组中提供赛
车、运输和货运，其
中使用了各种车辆及
轨道类型。

为了继续研发SPIKE®系统，自2014在斯图加特

大学安装了一台50米轨道长度的设备，从那以

后此设备一直在运行。为了进一步的材料及功

能测试，在此设备上持续扩展新的安装，作为

样机并研发新部件。

第一台SPIKE®竞速过山车于2016年夏季建成：

位于德国Bad Wörishofen的Allgäu Skyline公园，由

南德TUV验收对外营业。

SPIKE® 全程 
驱动 
传送

轨道
占地少
制约少
经济

动力单元
快
力量
能量再生

控制
模块化
精确
安全

地面附着
静
低磨损
耐候

控制

动力单元

地面附着

轨道 SPIKE® 竞速
 世界上首款速控竞速过山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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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KE® 竞速无视传统过山车依赖重力的物理

限制。之前强加在势能和动能之间的复杂相互

作用的限制，在SPIKE®驱动力的作用下完全释

放。在轨道全程可以实现超过1g的驱动力，即

使垂直向上的轨道上也可以加速。

这是设计师和乐园规划者的梦想成真：轨迹布

局及乘骑元素完全自由设计。势能储存、制动

装置及提升段所需的直线段在轨迹设计中已变

得无关紧要。

由于其具有无限的能量储存，使得即使平坦的

轨迹也变得扣人心弦。特别是贴近地面或者在

紧凑的房屋之间蜿蜒穿梭变得可能，高低变换

的过山车轨迹变得不那么重要

使用SPIKE®强大动力，即使在陡峭的曲线弯道

上也可对车辆进行加速，给人以前所未有惊奇

体验。在整个轨迹上可以通过五官感受到强劲

的动力，其强度和魅力仅在乘骑后感受。

最紧凑的轨迹半径，横向3米，竖向5米，可以

布置在任何轨迹点。滑行中车辆的速度由系统

控制，以确保横向及竖向力不超标。

 特点

设计无极限

不寻常并且独特的赛道形状确保每一个SPIKE®过山车的独特性，
并为过山车的构造打开了一个全球的可能性。 

设计师可以在设计新颖创新的赛道形状时真正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定制您的轨迹-

不受物理及技术的限制

宇宙是有限的

心形：
在形态中心由于很小的转弯半径减
速，仅在跨越紧缩的弯道之后全力
加速。

椒盐脆饼型：
密切交织轨道交织在一起，此乘骑
轨迹提供了一个在及其狭小空间内
惊人的系列弯道

漏斗型：
在加宽的螺旋瓶口，乘客将速度提
高到惊人的高度，然后沿着宽阔的
曲线加速下行。

SPIKE® 是轨道传送的里程碑。一个独特的

专利齿系统使电机传动力转化为轨道自由滑

行，并达到100%的全程驱动，即使在高速的情

况下，也能确保一个绝对静音和平稳的乘骑体

验。

连接在轨道上的齿条能很好地吻合任何弯曲半

径和扭曲的轨道，是为高速传动特定研发的动

力轨道，这就给我们设计轨迹提供了难得的自

由度，因此，这就可以在狭小的弯道，甚至在

垂直向上的轨迹中也可提供持续的动力。

SPIKE®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广泛运输模式，且是

之前不可实现的，以一种非常经济的方式。

SPIKE® 技术涵盖了大
量可能的应用范围，
并在产品组中提供赛
车、运输和货运，其
中使用了各种车辆及
轨道类型。

为了继续研发SPIKE®系统，自2014在斯图加特

大学安装了一台50米轨道长度的设备，从那以

后此设备一直在运行。为了进一步的材料及功

能测试，在此设备上持续扩展新的安装，作为

样机并研发新部件。

第一台SPIKE®竞速过山车于2016年夏季建成：

位于德国Bad Wörishofen的Allgäu Skyline公园，由

南德TUV验收对外营业。

SPIKE® 全程 
驱动 
传送

轨道

占地少

制约少

经济

动力单元
快
力量
能量再生

控制

模块化

精确

安全

地面附着

静

低磨损

耐候

控制

动力单元

地面附着

轨道 SPIKE® 竞速
 世界上首款速控竞速过山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