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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制作属于自己的墙面艺术该有多酷！这也许是一种令你痴迷的激情，也许是对一种与众不同的沉浸
式创意体验的承诺：一边聆听精选自漫威影业 (Marvel Studios)《钢铁侠》的原声音乐，一边从零开始拼搭一
件经典的艺术品。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边聆听边拼搭，品味其中的故事，休闲放松，重拾创意。创造你喜爱
的东西，为自己的生活空间带来一抹标志性色彩。



LEGO® Art 高级设计师 
Kitt Kossmann 和首席设
计师 Christopher Stamp 

的独到见解

欢迎体验 LEGO® ART！准备好沉浸其中了吗？



钢铁侠一开始是一个冒险。漫画创作者斯坦·李 
(Stan Lee) 想要塑造一个反叛逆角色——一个年
轻读者们一开始会鄙视，后来会爱上的角色。托
尼·史塔克 (Tony Stark) 就这样诞生了，处于 20 世
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青年反主流文化运动中

的一位亿万富豪、花花公子和军火贩子，拥有一套强大的机械
化装甲。但是，如果超级英雄因其战甲而知名，那么他们就会
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而斯坦·李给了钢铁侠一个最具人类特色
的缺陷——一颗破碎的心。斯坦·李的赌博得到了回报：钢铁侠
的战甲提醒人们那颗脆弱的心的力量，让世界对托尼·史塔克产
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身穿战甲
的人





钢铁侠的战甲

反浩克装甲 MARK I MARK LXXXV

MARK III

漫威影业《钢铁侠》

漫威影业《复仇者联盟：奥创纪元》 漫威影业《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



这个版本的战甲在第一部漫威影业《钢铁侠》电影 
(2008) 中占据了中心位置。Mark III 战甲由黄金和
钛合金制成，具有超高的强度、耐久性、飞行能力，
以及至关重要的抗寒冰能力。

战甲类型 
金钛合金

MARK III



由托尼·史塔克和布鲁斯·班纳 
(Bruce Banner) 开发的备用遏制计
划，以防备绿巨人出现无法控制的
狂暴状态，这款战甲出现在 2015 年
的漫威影业《复仇者联盟：奥创纪
元》中。 

战甲类型 
超重型模块化战甲

反浩克装甲 
MARK I



钢铁侠的第 85 代战甲，也是最先进和最后的
战甲。这款托尼·史塔克在与灭霸的终极之战
中所穿的战甲出现在 2019 年的漫威影业《复
仇者联盟：终局之战》中。

战甲类型 
尖端纳米技术装甲

MARK LXXXV



设计师按语
在开始拼搭实体模型之前，我们借助数字化方式反复设计了很多
轮，对每个小细节都稍作了改进。然后，通过在网格中对比不同
的迭代结果，我们开始从中挑选最佳效果，并将它们组合到理想
的最终设计中。

将一张真实的照片转化成乐高®积木颗粒是一项挑战——你希望
使线条简化和平滑，但随后会突然发现自己正在制作的是“漫画
版钢铁侠”，而不是希望的电影版。我们努力为金属盔甲捕捉理想
的采光和反射效果，直到敲定最终设计。

Kitt Kossmann Christopher Stamp



从正方形到圆形 

我们设计的第一幅《钢铁侠》图像是反浩克装甲，使用方
形光板来拼搭模型。方形积木颗粒使其看起来极具像素
化特点，所以我们转换成圆形积木颗粒，这对视觉效果和
客户体验产生了巨大而积极的影响，因为圆形积木颗粒
更容易拼放在画布上。





聆听
开始聆听美妙独特的原声音乐，
沉浸在漫威影业《钢铁侠》的世
界里。

拼搭
按照本手册中的简易说明拼搭属
于自己的标志性艺术作品。

放松
LEGO® Art 是与外界隔离、释压
和充电的理想方式。

原声音乐
仅提供英文版



LEGO.com/brickseparator



钢铁侠——终极模型

可将三款乐高®漫威影业钢铁侠套装组合成一件终极的钢铁侠模型。       

拼搭说明 
通过我们的网站或扫描二维码了解如何拼搭你的标志性艺术品。



LEGO.com/buildingi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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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BACK  
AND WIN

LEGO.com/productfeedback

FEEDBACK  
AND WIN

Your feedback will 
help shap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is 
product series.

Please visit: 

FEEDBACK  
UND GEWINNEN

Dein Feedback trägt 
zur Weiterentwicklung 
dieser Produktreihe bei. 

Geh auf: 

COMMENTEZ  
ET GAGNEZ

Vos commentaires nous 
aideront à concevoir les 
futurs produits de cette 
gamme.

Rendez-vous sur :

COMENTA  
Y GANA

Tu opinión nos ayudará 
a dar forma al desarrollo 
de esta serie de 
productos en el futuro.

Visita:

By completing, you  
will automatically  
enter a drawing to  
win a LEGO® set.

Terms & Conditions apply.  

Durch Ausfüllen nimmst 
du automatisch an der 
Verlosung eines LEGO® 
Preises teil.

Es gelten die 
Teilnahmebedingungen.  

En envoyant vos 
commentaires, vous 
serez automatiquement 
inscrit(e) à un tirage au 
sort qui vous permettra 
de remporter un prix 
LEGO®.

Offre soumise à conditions.    

Al contestar, participarás 
automáticamente en el 
sorteo y podrás ganar un 
set LEGO®.

Sujeto a Términos y 
Condiciones.      



LEGO and the LEGO logo are trademarks of the LEGO Group. ©2020 The LEGO Gro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