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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至28日，2019年摩纳哥游艇展 （Monaco 

Yacht Show）在海格力斯港（Port Hercule）如期举行。

本届摩纳哥游艇展的多艘超级游艇中，最引人注目的

莫过于 德国Lurssen 船厂的Tis 。长达111米的 Tis 超过

2017年参展的 Oceanco Jubilee（长110米），成为摩纳

哥游艇展有史以来最大的参展游艇。

Tis于2018年8月建成下水，原计划2019年初交付船

东。由于种种原因，原定船东未履行合同，目前Tis仍归

Lurssen 船厂所有，由著名的美国游艇经纪管理公司Moran 

Yacht and Ship负责Tis的销售和租赁业务。据报道，Tis的销

售价格为2.75亿欧元，每周租赁价格约为220万美元。

著名的超级游艇建造商 Lurssen 多年来是“全球100

大超级游艇”榜单中的常客，Tis建成后同样在这个榜单

中占有一席之地，目前在全球100艘最大的超级游艇中

排名第33位。

据传Tis为俄罗斯富豪阿列克谢•菲多里切夫所建。

菲多里切夫是Moran游艇经纪公司的长期客户，过去8年

里多次通过Moran公司租赁超级游艇。菲多里切夫拥有

一家乌克兰运输公司Tis，这艘新游艇应该是以这家物

流公司的名字命名。2018年8月Tis下水仪式期间，菲多

里切夫的私人飞机出现在不莱梅Lurssen 船厂附近。尽

管Tis最终未能按计划交付，但菲多里切夫的游艇租赁

体验、以家庭为主的生活方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Tis

的内外观设计。

进入游艇租赁市场的Tis相当受欢迎。2019年7月，

另一位俄罗斯亿万富豪瓦西里•阿尼西莫夫和他的妻子

Tatiana租下了这艘游艇。

Lurssen船厂建造的游艇总是让我们期待意外惊喜，Tis

也不例外。她外观庄重、充满力量感，破冰船级别的船体让

宾客安全感十足；内饰富丽堂皇，独具欧式古典风情。

欧洲皇宫

Tis按照PYC(Passenger Yacht Code)标准建造，外观

TIS成为摩纳哥游艇展有史以来最大的参展游艇 ©Klaus Jor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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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饰设计都由Winch Design设计工作室完成。舷弧线

绵长均衡，曲线流畅犀利，整体比例得当，使这艘长111

米的大尺寸游艇外观既宏伟气派又漂亮优雅。16.85米

船宽让她拥有充足的内部空间，呈现既宽敞又温馨的多

个起居空间。

内饰设计的主要诉求是呈现轻盈、清新、开放的

古典风格。地板使用古堡灰Calacatta Vogli大理石，

墙面和天花板呈现奶白色手绘效果，点缀以金色镶边

装饰。

主甲板中部是一间富丽堂皇的接待休息厅，一架金

碧辉煌的向上步梯非常显眼，楼梯上装饰着金色纹样，

两边是金色扶手，让进来的宾客一眼感受到这艘游艇宫

殿般的华丽感，也给整艘游艇的内饰设计定下基调。休

息厅旁边的电梯间里有一座华丽装饰风格的沙发，这个

电梯间灵感来自巴黎勒布里斯托酒店(Le Bristol Paris，

以超凡奢华装饰风格著称) ，欧式古典风格与休息厅相

得益彰。休息厅后方是书房和餐厅，紧挨着一间镜面装

饰的酒类储藏间。左舷方向的一张定制餐桌能容纳16人

就餐。餐厅在不用餐时可以转换成一间会议室。打开餐

桌四周精致的雕饰饰面，就能看到会议中可能需要用

到的电源插座和卡槽，一副油画后面藏着一面液晶显示

屏，有需要时可以移开油画使用。右舷方向是一间书房

和一间相连的休息厅，两间房间可以打开形成一个大会

议室，关上中间相连的门之后，又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房

间，私密性非常好。

主甲板客厅更是集中呈现了欧式古典风格的华丽

典雅。两座装饰楼梯从楼上蜿蜒而下，气场十足。温暖

的奶油色室内色调，凡尔赛宫风格的深棕色拼花地板，

以及家具中的高饱和度蓝色，给客厅以法国王宫般的隆

重感和古典气息。家具都是法王路易十四（1638年9月5

日-1715年9月1日，在任期间法国成为当时的欧洲最强的

国家）、路易十八风格，桃花心木的桌几以水果、花枝

图案镶嵌，并以镀金装饰，非常考究。柔软的奶油色地

毯以“法国蓝”点缀，地毯图案或与楼梯上的花枝图案

TIS外观线条充满力量感 ©Klaus Jordan



鉴艇 YACHT

鉴
艇YA

C
H
T

86 CHINA YACHTING SEP.-OCT.201986

楼梯 ©Winch Media

主甲板餐厅 ©Winch Media

主甲板客厅 ©Winch Media

船东甲板上的露天餐厅 ©Winch Media 主人卧房 ©Winch Media

主人套房浴室 ©Winch Media 主人套房桑拿室 ©Winch Media



87CHINA YACHTING SEP.-OCT.2019

相呼应，或取材于经典巴黎画作，华美地毯让客厅内的

各种元素在风格和色调上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和谐融合

的整体空间。

 从主甲板客厅的扶手楼梯走上去，是主人会客

厅。和主客厅一样的奶油色主色调，辅以米白、柠檬

绿，华丽而温馨。这个空间里到处都是漂亮的古董家

具，丝质壁纸来自世界顶级手绘壁纸品牌帝家丽（de 

Gournay），绘制的是多处巴黎古迹。饰有皮质浮雕图案

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美丽的人工吹制、层叠叶片形

状的琉璃吊灯。

一道滑动玻璃门让主人会客厅和后甲板上的露天餐

厅分隔开来。露天餐厅中有一张大大的桃心木餐桌，旁

边的吧台搭配有定制吧椅。艇艉方向有大片休闲放松空

间，一张大大的躺椅，一个椭圆形沙发，以及多个扶手

椅，可供船东及其家人在艇艉沐浴阳光，放松闲聊。

主人套房位于船东甲板的艇艏，这里仿若一处遗世

独立的宁静港湾。私人美容沙龙、按摩房等放松空间一

应俱全。男、女主人都有独立的卫生间、更衣室以及私

人露台。

主人卧房与船体同宽，抬头向前方船艏方向即可欣

赏180度无障碍海景。主色调仍然是奶白色，点缀以鼠

尾草绿、粉红色、金色。一座沙发和一个箱式坐凳的加

入，让套房倍显慵懒，富有生活气息。白色床品以及散

落各处的绿色、粉色靠垫让整个空间更加温馨宜人，吸

引你只想在温柔乡里沉溺，不去管外面的喧嚣世界。卧

床天花板上的大面积天窗在夜里可以投进大面积星光，

日间则撒入充足自然光线，在一天的不同时刻为室内变

幻出不同时空。主人套房前方，是一个私人室外凉台，

两个休息区都有桌几和软垫沙发。

Tis上一共有8个客房，每一间客房都以一个特别的

城市或国家为主题，既有各自独特的地域主题特色，8

个房间又通过细节联系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普罗旺斯

（Provence）”客房和“中国海（China Seas）”客房可

安置双人床或两张单人床，其他6间客房都是双人床。

船东甲板艇艉休息区 ©Klaus Jor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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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甲板上，“普罗旺斯”客房清新俏皮，淡黄色丝质

壁纸上绘制着“蜜蜂”主题；“中国海”客房以薄荷绿

色为主色调，墙上的油画布风格的壁纸，以及竹制边

桌、窗帘上的竹子绣花图案，都强调了东方主题；“俄

罗斯乡间别墅（Russian Dacha）”客房和“托斯卡纳

（Tuscany，意大利一个大区，首府为佛罗伦萨。美丽的

风景和丰富的艺术遗产而著称）”客房里手工雕刻的床

头板、定制窗帘系带和灯罩，茶几和浴室里呼应主题的

大理石等等细节，让宾客仿佛置身俄罗斯乡间和意大利

托斯卡纳……

主甲板上的4间客房分别是“伦敦”、“巴黎”、

“纽约”和“马拉喀什（Marrakech，摩洛哥西南部历史

古城）”。“伦敦”客房的设计灵感来自伦敦著名的五

星级豪华酒店“克拉里奇（Claridges）”，大量使用了桃

花心木和雕饰艺术等典型的英式装饰元素，以纯白+深

蓝为主色调，蓝色大理石浴室令人印象深刻。“巴黎”

客房则是对古典法国的一次致敬，壁纸、家具图案上大

量使用了鸢尾花图案（Fleur-de-Lis）和茹伊印花（Toile 

de Jouy，著名的法国印花工艺）。“纽约”客房把“装

饰派艺术（Art Deco，流行于20世纪20至30年代，多用

几何图形，线条清晰，色彩鲜明）”发挥到极致，呈现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华丽优雅的细节，米色石材搭配亮

面蔷薇木令人想起纽约著名的克莱斯勒大厦（Chrysler 

Tower）。“马拉喀什”客房以深粉色为主色调，令人想

主人套房独立露台 ©Winch Media

私人凉台上有两处安静的休息区 ©Klaus Jor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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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马拉喀什的褚红色城墙。手工雕饰的茶几、珍珠镶嵌

的家具、窗边的摩洛哥风格卧榻，都是为这个阿拉伯风

情空间量身定制。

惬意放松

下层甲板上的海滩俱乐部和驾驶甲板上SPA区域的

设计，也共享了同一个地理灵感——意大利的卡普里

（Capri，意大利海岛，位于那不勒斯湾南部）。下层甲

板艇艉的海滩俱乐部是一个衔接室内室外的转换空间，

一个既奢华又舒适的中途驿站。橙红色亮面橡木家具给

人明亮愉悦的感觉，这里有餐桌、舒适的软垫沙发，一

座大大的吧台周围围绕着一圈定制吧椅。柚木地板将室

内室外空间连接成一个整体，地板上的定制纹路让你一

定不会把它错认成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普通地板。

右舷一道侧门通往一间桑拿室/淋浴房，后方是一个可

收叠游泳平台。

驾驶甲板上，SPA区域的柑橘主题设计令人耳目一

新。“柠檬屋（Lemon Grove）”里石刻柠檬树爬满墙

面，是一间只要进去就会感到放松下来的休息室。除

“柠檬屋”之外，还有一间土耳其浴室、一间美发沙龙、

一间按摩室，房间的墙面上都是精心绘制的意大利卡

普里海岛美景、花枝，连靠垫上都是与之呼应的柑橘图

案。SPA区域的卫生间里一架蜂蜜色玛瑙盥洗台设计十

分大胆，地面是马赛克石材。不仅仅卫生间的地板石材

经过特殊工艺处理，整个SPA区域的地板都经过手工打

磨，呈现出柔润的年代感。

SPA区后方是设备齐全的健身房，4株鲜活翠绿的柠

檬树错落其中。健身房出去就是12米长无边泳池和按摩

浴缸，旁边有大片相连的日光浴床，吧台周围也有大量

吧椅，是一个非常惬意的放松空间。

顶层甲板上有一间房间是你绝对意想不到的“惊

喜”——以巴黎著名甜品店Ladurée为设计灵感的茶室！

这里是对古典欧洲女性柔美生活的完美再现，室内主色

海滩俱乐部  ©Winch Media

“巴黎”客房使用大量茹伊印花图案  ©Winch Media

SPA区域的“柠檬屋”  ©Winch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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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是充满古典气息的草绿、粉色和紫色。从路易十六风

格的沙发和扶手椅，到窗帘上精致的饰边，以及散置各

处的抱枕、靠垫，都是温柔浪漫的马卡龙色，令人时刻

想起那道著名的巴黎甜点——马卡龙。

如果说上层甲板茶室是明亮温暖的乌托邦，位于

下层甲板中部的电影院则是适合避世的世外桃源。与

茶室温馨甜腻风格大大不同，这间“装饰派艺术（Art 

Deco）”风格的电影院华丽、幽深，让你只想忘掉全世

界，深陷在蓬松卧榻、抱枕和晦暗不明的光影世界中。

艇上之人可以通过各层步梯去往电影院，而住在下层

甲板客房的宾客，可以选择另一种更加戏剧化的抵达

方式。客房外面有一条玻璃通道，将两层楼高的机房一

分为二，这个通道两面都是玻璃，经过隔音处理，宾客

经过时听不到任何机房噪音，但能透过玻璃观赏“游艇

心脏”如何运作。这样的宾客体验在其他游艇上很难看

到，对于大多数宾客来说也十分新奇。

快乐巡航

TIS搭载两台3200千万发动机，最高速度18节，以12

节速度巡航时续航里程可达7000海里。三台发电机单独

放置在定制机箱中，隔音效果非常好。先进的减摇鳍装

置让TIS无论是在系泊状态还是在航行中都非常平稳。

TIS严格按照Tier III标准建造，废弃物处理系统装载了

HUG颗粒过滤装置和油烟燃烧器，做到燃油效率高、

排污量低。一套热量回收系统可以收集发电机产生的废

热，用来加热泳池中的水，非常地环保。

驾驶甲板上的驾驶室是简约现代风格，水洗效果的

橡木和海军蓝是主要设计元素。驾驶设备都是最先进

的，最时兴的各种软件一应俱全。驾驶室下方就是宽敞

的船员区域，配备有电视间、船员健身房以及配备了许

多现代医疗设备的医务室。

TIS上有两个场所可供升降直升机：前甲板的直升

机坪，以及顶层甲板的艇艉。不被直升机使用时，顶层

海滩俱乐部  ©Winch Media

SPA区域按摩室 ©Winch Media  SPA区域 ©Winch Media

健身房 ©Winch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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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板艇艉也可变身成舞池或露天电影院，这里的家具

都是可随意移动和搭配的。附属艇包括2艘38呎定制

Wajer 接应艇、2艘救生艇、2台水上的摩托艇，另外还

有各种水上玩具。

前甲板直升机坪 ©Klaus Jordan

驾驶甲板上的泳池和吧台 ©Winch Media SPA区域 ©Winch Media 上层甲板茶室 ©Winch Media

健身房 ©Winch Media 顶层甲板艇艉家具移开后也可升降直升机©Klaus Jordan 

建造商/年份：乐顺/2019

外观/内饰设计：Winch Design

总长：111米

水线长：96.2米

总船宽：18.4米

吃水：4.2米

建造材料：钢/铝

总重：4699吨

最高速度：18节

续航里程@12节：7000海里

引擎：2 x MTU 20V 4000 M73 3200 千瓦@1970 转/分钟

发电机：3 x MTU 676 kVA / 540千瓦

油烟过滤设备：3 x HUG for Auxiliary Gensets

应急发电机：1 x MTU 312 kVA / 250 千瓦

油箱（约数）：300 吨

水箱：50.9吨

主+宾人数：2（主人套房）+16（8客房）

船员人数：38（20船员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