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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关于我们认识我们 认识我们

关于我们
一个多学科的技术和创意团队

我们是一个致力于开发游艺休闲项目的团队。我们当中年长的成员，用于丰富的经验，而我们当中的年轻成
员，则为团队贡献除了新鲜的创意。 

我们的身份是建筑师，工程师，插图画家和动画师。我们说多种语言，是众多行业的引领人。然而，将我们
联系在一起的，是我们热爱完成客户的梦想，把它变为现实的这一日常挑战。

从第一次沟通到开幕后的拜访，我们将陪伴您完成这个奇妙的旅程。我们帮助您定义并描述您的想法。 我们
计算并建造它。 我们将其记录在文档中以供获得您的许可，并且我们会帮助您组建管理团队。

我们是您实现理念的技术合作伙伴 

从
概念
到
实现

灵感
头脑风暴

图像
草图

工具
技术
内容
方式

目标
创新
概念
估算

方向
计算
材料
监督

沟通
客户
信息
分析

享受
现实
结果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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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自哪里 我们来自哪里 认识我们 认识我们

我们来自哪里
我们来自于一个拥有悠久旅行传统的国家 - 西班牙

建造了在中国，俄罗斯，中东，南美，美国或西
班牙等地的300多个项目 。

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LLC，在西班牙巴伦西亚的总部成立之后，拥有25年的经验，
是休闲设计和建筑领域无可争议的全球典范，因为它具备为其项目提供全面的开发的能力。此
外，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的咨询师会提供相关专业知识，优化休闲投资的盈利能力，并
培训未来的项目运营商。

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为休闲行业提供最广泛的专业服务和产品，如今被认为是该行业的
领先公司之一。

我们专注于各种休闲和旅游综合项目的设计，规划，开发和建设，包括在世界范围内的 “一站式” 
公式，拥有开发任何类型休闲项目的能力，无论其大小， 复杂性以及性质如何。

我们积极致力于开发休闲设施的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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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认识我们 认识我们

我们的世界改变的越来越快，休闲娱乐也随之而变化。
 
我们渴望开发出能够满足任何人基本生活需求和新技术提供的可能性概念。

我们希望为后代提供娱乐，为今天的孩子们创造回忆，总言之，成
为21世纪休闲行业的主角。

我们的目标
在21世纪的新休闲领域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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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位置 我们的位置认识我们 认识我们

我们的位置
位于美国，纽约

谷歌地图中提取位置。 如要在线查看我们办公室的位置, 请单击此处。

USA

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LLC.
80 Broad Street, 5th floor, 10004, New York (USA) 
info@amusementlogic.es / www.amusementlogic.com

https://goo.gl/maps/4QU4xt48rmPYMcf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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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服务

设计与规划

主题建筑

工程

园林景观以及主题化

我们提供的服务 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是一家专门为各种休闲和旅游项目提供综合设计、建筑和工程服务
的公司: 水上乐园、主题公园、动物乐园、主题游泳池、露营地、住宅区、酒店和度假村、极限和探
险公园、以及其他众多项目。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工作，我们的服务包括所有项目的开发阶段: 市场和经济可行性研究、概念设
计、建筑和工程项目，以及监督、启动和项目管理服务。

我们还生产、建造和供应广泛的娱乐休闲产品: 滑道、儿童游乐设施、游戏、互动游戏、金属结构和
滑道塔、主题、游泳池和技术场所、液压系统（水分运动、泵、过滤和化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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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规划 设计与规划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服务

仅仅充满美感和功能性的设计是不够的。创意评估并使计划可行意味着开启对其质量的控制，为功
能，美学，理性经济成本，社会反应和经济盈利之间的平衡提供答案。这些要点的加入直接影响着
初始设计的质量。 若反向而行，我们将会面临失败。
 

为了创建企业，一个娱乐的综合设计项目必须满足三重要求：客户的期望，功能操作的要求及规
划，设计团队的经验及创造技术的能力。

设计以及策划 设计任务
设计视角： 不局限在显而易见且已存在的事物，发现和融入新的想法，概念和解决方案。

想象力： 利用智慧，创造力和独创性来构思吸引参观者的环境。

独特的设计： 美化园林绿化，主题建筑和设计的方法，为参观者创造了一个可信的幻想空间 。

可行性： 为参观者创造舒适感和新的体验感，并为管理人员和业主提供高效运营。

经济观点： 设计增加参观率和盈利率，并让参观者能够重复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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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规划 设计与规划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服务

基于休闲的商业酝酿阶段最重要的因素是战略规划。在此过程中，会建立企业的战略，甚至是企业
战术方向。战略规划是评估所要创建商业的性质的过程。它确定了长期目标并制定了实现这些目标
的战略方案。此外，资源的定位也是为了实现战略 。

 

实施，建筑材料，分配，流通，分区，设备，主动和被动安全，可操作性，舞台设计，景观美化都
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在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都会经过详细研究，无一例外的来确保最高
的盈利能力。

我们一直在寻求降低建造施工的成本，并且一旦启动和运行，尽可能的降低运营成本。在这里，我
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

我们的项目没有任何的隐藏成本。

我们只设计和建造我们坚信会成功的项目，并为我们的客户带来长期利润。因此，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的项目不是标准的项目，而是根据客户的需求，现有的以及未来的目标市场的需
求而进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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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规划 设计与规划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服务

建筑模型
 
建筑模型对公众带来的吸引力是他们在销售和公共关系中被有效使用的原因。在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中，我们致力于构建严谨且高质量的逼真模型，它作为一种基本的交流方式，被用于公
共展览和广告展示。

我们是建筑模型的专业团队，是建筑和工程设计的代表。

我们所获取的知识和经验使我们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面对任何工作，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材料，美观
和技术严谨性方面的所有保证。我们的技术能力能够保证基于精确度的工作，并且每个我们设计的
模型都可以被视为功能性的艺术品。

建筑模型的使用是非常广泛的，它能帮助我们：

项目的定义
这些模型在几个不同方面可以帮助到开发商，建筑师和工程师，是一个实用的信息工具，用于回应
并解决潜在的问题。

作为一个沟通工具
模型可以帮助人们快速，完整地理解复杂的项目。

作为项目可行性的测试
当模型代表一个具有技术严谨性和细节的项目时，可以在构造开始之前研究或修改任何元素。

增加可信度
公众习惯于在最重要的促销活动中看到模型。当开发人员没有要在大型项目中显示的模型，项目的
可信度可能会受到质疑。

作为预期销售的支持
当在销售项目时，购买人希望看到他投资款的去向，以及资金将如何被使用，而模型则可以显示并
说明一切细节。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4Njk3MTM5Ng==.html?spm=a2hzp.8253869.0.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4NzAyMjg1Mg==.html?spm=a2hzp.82447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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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规划 设计与规划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服务

策划过程
在 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我们也是您的顾问。我们的工作使我们设计的项目可以盈利。
因此，我们会研究每一个项目的竞争优势 ; 在多长时间内可以收回投资; 在哪些企业可能会有额外的
收入; 什么培训是企业运转所必需的......在分析了这些问题后，我们提供能最大限度降低风险的解决
方案。

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是营销和项目开发方面的专家，致力于根据已验证的方法来实现决
策的制定。 每个 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项目都基于市场研究，个性化概念设计以及详尽
的经济可行性分析。此外，我们还为开发的项目提供特定的管理培训，这有助于减少学习曲线，并
确保从管理公司的第一天开始，项目是以最佳的方式运营的。我们用 20 年的经验，为客户提供我
们的业务支持。

市场研究
市场研究应该是任何商业战略的支柱。通过谨慎的态度和创造性，市场调研成为一种照亮决策的工
具，以及一种能够提醒公司注意即将到来的威胁和机遇的预警。
 
在提出项目之前，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根据项目的特点，现有的竞争，潜在消费者的购
买力，该地区的旅游可能性以及其他因素，对商业的可行性进行广泛的研究。

概念设计
当客户验证我们的市场研究时，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开发了项目设计的原型。其中，我
们会分析建筑的材料，建造，待开发的不同区域，游客的流通和流动，必要的设备，安全（主动和
被动），场景，景观，美学和功能。进行整体计算，以确保项目的最大盈利能力。

可行性研究
我们根据您从特定市场研究中获得的数据以及为每个客户开发的概念设计来分析您项目的能力。根
据这些信息和本公司二十年的经验，我们将评估商业潜能，为公众确定最优价格，计算定义最大投
资的运营和开发费用，并确定商业计划。

管理公司
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为管理公司的每个职位组织特定的培训课程，无论是主题公园，动
物园，赌场，极限公园还是综合酒店。通过与已建立的运营商的关系，可以在项目实施后支持项目
的运营。
 

我们的顾问致力于最大限度地降低创建和开发新休闲项目中可能涉及的风险。他们通过计算短期，
中期和长期收入和回报以及所积累的经验来进行决策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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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建筑 主题建筑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服务

主题建筑 我们的工作是创造幻想，为此，我们提供建筑，设计，技术服务以及一个涉及多学科领域，敢于创
新的人力团队，想象不存在的东西，解决每次不同的挑战; 永远保持独特。

在考虑空间的架构解决方案时，我们认为不能因为没有人尝试过，我们就不去尝试新的事物。     
由于这一决定， 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开拓并且建造了不存在的事物：世界上第一个人造
峡谷公园，  MultiAction 主题池, 在中东最大的主题公园中，人工山脉中的娱乐设施将近有500米
高...... 我们以将任何概念变为现实的前提实现创造。

我们的项目源于想象力和理性的结合, 为实现原创以及经济上可行的项目。为此，有必要为每个想法
赋予一个独有的特征，以区分并识别它。我们致力于创造具有社会影响力，超越国界的项目，并努
力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参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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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建筑 主题建筑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服务:

• 研究项目目标，要求和投资
• 基础项目
• 执行项目
• 为承建商准备文件
• 室内设计
• 选择家具和是饰面
• 品牌化
• 研究以及开发原型
• 施工管理

我们致力于超越客户的期望并满足他们的需求。

我们所展示的国际经验，我们的创新，独一无二以
及实际的设计让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奠定了一定的地
位基础。

我们的实际设计风格有助于我们接手的每个项目，
设计经验的积累，娱乐行业的知识和团队的远见技
能为我们承担的每个项目提供实用的解决方案。我
们了解休闲客户，我们知道如何设计环境以满足他
们的需求。

我们的项目是按照最严格的国际质量标准开发的。

我们为每个项目提供个性化和特定化的服务。对我
们来说，每个项目都是不同的，因此必须单独研
究。我们为任何想要区别于其他项目的客户提供一
些杰出点，个性化和独有性。根据本身特色和情况
进行设计，完全融入环境并符合客户的需求。

我们只设计和建造我们真正相信会成功的项目，并
为我们的客户带来长期的利润。在与您/您的团队
会面后，确定您的需求和项目的基本要求，我们会
准备一个总体规划和包含各种元素的初步设计。

我们确保安装的不同组件和可用区域的情况方面的
掌握是最佳的，因此，我们保证我们保证项目将从
技术和财务角度都能有利地执行。

我们可以为各类休闲和旅游设施的开发，建设以及
管理提供所有专业的产品和服务。有一个唯一的对
话者处理项目所有方面的事宜，这对于获得重要的
投资节省至关重要，并且也保证项目将在约定的时
间内以预算和所需要的质量交付。

我们不希望被视为一个简单的供应商，而是希望作
为客户团队的一部分, 参与其中以实现项目平衡和
盈利的目标。

是什么让我们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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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建筑 主题建筑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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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服务工程 工程

工程
休闲项目的工程学不是一门学科。它是通过协调非常多样化的工程任务长期学习的。我们的土木，
工业，设计和建筑工程专家团队提供的综合经验已经超过100年。

交通系统

过滤以及泵送

金属结构 水利工程

世界上第一个人工降溪公园

土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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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服务工程 工程

主题公园，酒店，购物中心，赌场，水上乐园，冒险娱乐中心或动物园…我们贡献解决工程各个方
面所需的经验以及必要的工具，无论它的复杂程度有多高。并以协调的方式将您项目的架构和建造
相融合。

在 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中，每个项目都以个性化的方式进行研究，并考虑到项目所在城
镇的现行法规, 以及对安全（主动和被动）的全面研究。

在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中，我们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工具，我们专注于制作设计，计划和
研究，例如：

• 结构计算
• 水上游戏规格
• 水利工程
• 机械设备工程
• 管道和卫生
• 电气，高，低压以及紧急安装
• 室内和室外照明
• 接地网络
• 监视系统
• 家庭自动化和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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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服务景观以及主题化 景观以及主题化

景观以及主题化
鉴于一支高资质的专业人力团队和建筑产品的广泛使用（传统的和最新一代）的结合，在Amuse-
ment  Logic Worldwide 主题化和景观的融合是没有界限的 。

我们主要的专业是通过砂浆和添加剂的应用，人工制造岩石纹理和涂料。我们依赖于自己20年的经
验和最新技术的专业知识。

我们建立梦想，科幻，重现过去，我们创造未来，想象不可能的景观，打造这个星球上的任何地
方……我们没有对主题化以及景观融合的限制。

我们还有一个先进的3D建模系统，通过它我们可以创建各种图形形状。该技术允许以快速且经济的
方式生产绝对逼真的元素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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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服务景观以及主题化 景观以及主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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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专长 我们的专长

水上公园

冒险公园

动物公园

主题泳池

主题公园

家庭娱乐中心

度假村和酒店

儿童游戏区

我们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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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乐园 水上乐园我们的专长 我们的专长

水上乐园 
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是为水上乐园领域唯一 提供最广泛服务和产品的公司。

由于经手每个项目的完整过程，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成为投资者或推动者的最佳盟友。 
我们从最初的开发阶段到开始运营阶段贡献出我们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甚至帮助我们的客户创建和
组建管理公司。

户外，室内水上乐园（一年中每天都适合开放，无论天气或位置如何），有最新的游乐设施，主题
空间，为年轻人，成年人或整个家庭设计的区域。 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的服务 – 根据
客户需求 – 包括园区的概念设计，初始投资的估计，市场研究和经济可行性，建筑和工程类工作，
所有专业设备的供应以及施工管理。

我们的目标是： 始终追寻并获得惊人的成果 。为此，我们得到了公司团队的支持，他们共同拥有超
过100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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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乐园 水上乐园我们的专长 我们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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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乐园 水上乐园我们的专长 我们的专长

我们为客户提供以下服务和产品：
 
• 概念设计
• 估算初始投资
• 市场调研和可行性研究
• 建筑和工程
• 施工管理

建造，供应和安装：
 
• 水上设施和游戏
• 水运机械
• 滑道塔和金属结构
• 液压过滤和泵送设备
• 灌溉网络
• 废水处理设备
• 景观融合产品
• 游泳池和技术室
• 人造岩石
• 路面和主题元素

在 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中，每个休闲项目（酒店，购物中心，赌场，水上公园，水族
馆，探险中心……）都因其独创性，复杂性和影响力而成为建筑界挑战。

我们优化可用区域中不同组件的大小和位置，从而保证从而保证从技术和财务角度都能有利的执行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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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乐园 冒险乐园我们的专长 我们的专长

冒险乐园

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开发了 ExtremeParks®, 一个安全，受控且就近的环境，让爱好
者练习他们的技能，让初学者来测试他们的价值。

在我们渴望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创建了第一个峡谷漂流公园（峡谷公园）。 从此之后，我们一直在
致力于增加潜水，自行车道，滑冰道，攀爬区域，快速漂流区域和水上运动的空间……为了使体验
更加完整，它还辅以这些运动，接待和休闲区等的起始区域。

极限公园可以由不同的冒险环境组成，这使得这些项目可以根据某些目标客户群的喜好和偏好进行
调整, 从而确保公众的大量流入，并且获得高利润率和快速的投资回报。

作为另一个闪光点，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将这些空间 – 通过其主题化技术 – 转化为真实
的大自然：河流，峡谷，湖泊，山脉和瀑布在这里都将被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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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乐园 冒险乐园我们的专长 我们的专长

在此类项目中，我们为客户提供以下服务和产
品：

• 概念设计
• 估算初始投资
• 市场和可行性研究
• 建筑和工程
• 施工管理

建设，供应和安装：

• 人造岩石中的电路，
• 建造跳水池
• 建造技术设备间
• 过滤和泵送系统
• 金属结构和塔楼，
• 滑索
• 道具和其他装饰元素
• 网络，木桥和安全设备

考虑到年度运营, 极限和冒险公园比传统的水公园以及主题公园更为先进，如今已非常广泛，为了增
加纯粹的肾上腺素的放松和乐趣。 是完全安全的运动和练习。 由于环形路线的尺寸，难易程度和路
线持续时间都很灵活，因此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们……最重要的是，玩得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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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 动物园我们的专长 我们的专长

动物栖息地的建造和娱乐对 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来说没有任何秘密。
 
我们参与了重要动物园的建设，如欧洲最大的水族馆“Oceanográfico”，巴伦西亚的动物园“El Bioparc”
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迦和艾因这两个城市内的主要动物园。

我们建造和重现动物栖息地的前提是为了游客可以“穿越”这些地方，漫步的同时并探索发现它们。

想象力促使我们设计出一个巨大的鲨鱼水族馆，在动物园入口处是可以看到的。 进入园内后，游客可以穿越
五大洲，探索栖息在其中的动物和植物，这与原始的栖息地非常相似; 没有笼子，没有栅栏，也没有视觉障
碍。

动物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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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 动物园我们的专长 我们的专长

在此类项目中，我们为客户提供以下服务和产品：
 
• 概念设计
• 估算初始投资
• 市场和可行性研究
• 建筑和工程
• 施工管理

建设，供应和安装：

• 使用人造岩石等建设自然环境
• 道具和其他装饰以及主题元素的制造，供应和安装
• 标牌

在自然环境中，在我们的动物园中，不同的物种在同一环境中共同居住，但无论对动物或者是参观
者来说，都没有任何风险。通过设计植被（真实的或模拟的）; 不均匀的地形和建筑障碍，可以实现
安全保障。
 
为了给动物们创造现实且与其匹配的空间，生物学家，建筑师，主题化专家（他们将重现梦想中的
许多景观），设计师，工程师，安全和环境专家等都会参与其中建造动物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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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 动物园我们的专长 我们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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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池 主题池我们的专长 我们的专长

主题泳池

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告别了大众的游泳池概念，我们将其变成活动空间和水上放松空间
供全家使用，其中水只是自然环境中的一个娱乐元素。
 
我们将水与乐趣，景观建筑，游戏和幻想结合在一起。 这不仅仅只是游泳池！ 

人工划分的水域具有独特的主题化和融合设施元素，构成了非常不同的娱乐区域：游泳区/滑梯和游
戏区/儿童区/运动区/海滨疗养区/休闲区。

在此类项目中，我们为客户提供以下服务和产
品：
• 概念设计
• 估算初始投资
• 市场和可行性研究
• 建筑和工程
• 施工管理

建设，供应和安装：
• 建造喷射混泥土游泳池
• 建造技术设备间
• 供应和安装过滤和泵送系统以及水疗配件
• 修建人行道
• 水上游戏和景点的制造，运输和安装
• 人造岩石建筑
• 道具和其他装饰元素的制造，供应和安装
• 一站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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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池 主题池我们的专长 我们的专长

在任何有水的项目中，充足的水处理都是必不可少的。对 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而言，理
想的过滤和净化处理是势在必行的。因此，除了按着最严格的法规制定的液压工程外，我们还提供
和安装具有国际领先品质的液压设备和配件。
 
公共泳池的过滤和净化，水滑梯泵，水和瀑布的移动，废水处理设备，灌溉系统等。我们为所有休
闲项目提供全系列的水产品，并配有最好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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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池 主题池我们的专长 我们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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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池 主题池我们的专长 我们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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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公园 主题公园我们的专长 我们的专长

在 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我们是设计和重建任何时代以及建筑风格的专家。我们参与了
西班牙主要的主题公园建设，包括贝尼多姆的 TerraMítica（神话之地），萨洛的 Port Aventura（
冒险港口），马德里的 Warner Bros. Park（华纳兄弟公园）以及位于马德里的 Parque de la Natu-
raleza（自然公园）。
 
如今的趋势是用其他时代的建筑风格来“装扮”自然公园。

主题公园

我们与全球游乐园的主要游乐设施制造商合作。

在此类项目中，我们为客户提供以下服务和产
品：
 
• 概念设计
• 估算初始投资
• 市场和可行性研究
• 建筑和工程
• 施工管理

建设，供应和安装：
 
• 道具
• 装饰元素
• 主题

创造力，设计和原创性以及我们的经验是将任何梦想变成世界上游乐设施的基础：月亮，沙漠，海
洋，火星，潜水艇，冰雪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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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公园 主题公园我们的专长 我们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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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公园 主题公园我们的专长 我们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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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公园 主题公园我们的专长 我们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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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村和酒店 度假村和酒店我们的专长 我们的专长

度假村以及酒店
综合度假酒店或度假村已成为休闲和/或娱乐的场所。这些综合的，大规模场所，是在同一空间汇
集舒适和服务基础设施的重要的环境：酒店，休闲和娱乐公园，购物区，体育场馆，电影院，餐馆
等，其中的一些甚至可以比拟迷你城市的规模，游客可以随意使用各种产品和服务。

为了应对这一新趋势，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设计并推广了能够和谐地融合所有这些方面
的综合建筑。我们在各种休闲和运动场馆的设计和建造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使我们能
够在战略和功能上融入运动，休闲，探险和放松这些不同的元素在同一个综合的空间。



72 73

度假村和酒店 度假村和酒店我们的专长 我们的专长

这些是综合类型的项目，需要对休闲部门进行严格的研究和广泛的了解。只有像我们这样的公司，
所有类型的休闲和娱乐项目的专家，能够为这种综合型项目，提供全球性并且卓有成效的解决方
案。

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在五大洲设计并建造了这些空间，满足各种需求，在策略和功能上
将运动，休闲（商店，赌场，餐厅），住宅，冒险和放松等元素统一融合。

在此类项目中，我们为客户提供以下服务和产
品：
• 概念设计
• 估算初始投资
• 市场和可行性研究
• 建筑和工程
• 景观设计
• 施工管理

建设，供应和安装 
• 整体建造游泳池和相关设备
• 建造水疗中心
• 建设儿童娱乐中心
• 建造景观
• 主题和装饰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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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村和酒店 度假村和酒店我们的专长 我们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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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娱乐中心 家庭娱乐中心我们的专长 我们的专长

娱乐中心
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开发独特的家庭娱乐休闲中心，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公众，配备最现
代化的娱乐设施，将所有内容呈现在一个突出的主题环境中。

由于采用了最先进的主题化和室内设计技术，我们能够创造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外观的空间，让
参观者在重复参观时感受到一个全新的环境。

我们在休闲娱乐世界领域的长期经验使我们能够开发出这种多功能性的综合中心，每个家庭成员都
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兴趣和心态不同而找到适合自己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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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娱乐中心 家庭娱乐中心我们的专长 我们的专长

电子游戏，团队游戏，冒险乐园和极限运动的区域……我们的休闲中心提供无限的配置可能性，无
论要求多么苛刻，都可轻松适应任何市场环境。

在此类项目中，我们为客户提供了以下服务和产
品：
 
• 概念设计
• 估算初始投资
• 市场和可行性研究
• 建筑和工程
• 施工管理

建设，供应和安装：
 
• 主题外墙的制造，供应和安装
• 制造和供应定制游戏
• 主题以及装饰
• 品牌化
• 标牌

如果休闲中心是购物中心的一部分，父母可以把孩子留在幼儿看护室，让合格的监护人员来照看他
们，同时他们还可以进行购物或者其他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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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娱乐中心 家庭娱乐中心我们的专长 我们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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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游乐区 儿童游乐区我们的专长 我们的专长

儿童游戏区
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开发综合儿童游乐区，保证儿童的安全，符合欧洲标准UNE-EN 
1776的所有要求。为此，我们有自己的产品目录，您可以找到带水或无水环境的产品。如果您需要
有关这些产品的具体信息，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从最传统到最现代的方式，我们创造空间，鼓励自由和富有想象力的游戏，通过产品让我们创造故
事，并且以安全但令人兴奋的方式发明新类型的游戏。

建造，供应以及安装：
 
• 游戏设施元素
• 主题和装饰
• 地板
• 标牌

Hexland

TwirlandCloudland

Funny Path

Grassden

Rain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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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游乐区 儿童游乐区我们的专长 我们的专长

AquaFarm

AquaSea

Spray Blocks

Happy Fr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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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游乐区我们的专长

本目录简要介绍了我们是谁以及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工作。
 
然而，这并没有停住我们前进的脚步，我们仍在每天不断的创新。
 
要及时了解我们的最新消息，您可以访问我们的社交网络，例如：

如果您想拥有可以帮助您实现项目的专家，请直接与我们联系：

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LLC.
80 Broad Street, 5th floor, 10004, New York (USA) 
info@amusementlogic.es / www.amusementlogic.com 
info@amusementlogic.es  www.amusementlogic.es

Spray Toys

Spray Toys

http://www.amusementlogic.cn/


Amusement Logic Worldwide LLC.
80 Broad Street, 5th floor, 10004, New York (USA) 
info@amusementlogic.es / www.amusementlogi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