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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这个东西可以飞
“对一些人来说，丁·贾林 (Din Djarin) 的剃刀冠号 (Razor Crest) 
可能看起来更像是一艘用剩余零件拼凑起来的飞船，而不是军
用飞船。难道不正是这些特征使其拥有了纯正的《星球大战》
风格？在外围星系巡逻，运送赏金目标和各种可疑货物，与星
际飞船战斗，所有这些活动都会留下痕迹。我们最喜欢的星际
飞船总是看起来独具特色：笨重、坚固、伤痕累累，但却不顾艰
难险阻，毅然飞行。我们喜欢跟随破旧但值得信赖的飞船、飞行
员和乘客穿越银河系。像大多数其他星球大战 星际飞船一样，
这艘历尽风雨的剃刀冠号既是其所有者角色的延伸，也是《曼达
洛人》中的角色 。换句话说，它是乐高®星球大战豪华收藏系列
模型的理想候选者。这就是这款模型的精髓。”

Jens Kronvold Frederiksen 
乐高®星球大战™设计与创意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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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用飞船改造的赏金猎
人运输机
在帝国崛起之前，像剃刀冠号这样的 
ST-70 军用飞船通常用于当地巡逻。
然而，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这艘飞船
时，它充当了曼达洛人赏金猎人丁·
贾林 (Mando) 的家和交通工具。尽
管这艘飞船外形独特，但它的飞行速
度、机动性和丰富功能使其成为赏金
猎人和尤达宝宝的理想旅行方式，帮
助他们躲避帝国残余势力。

© & ™ Lucasfilm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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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所知，赏金狩猎是一项复杂的职业。在
清醒状态下运送通缉犯穿越银河系并不总是
可取的。剃刀冠号设有内置的碳冷冻室以及用
于此类目的的存储单元。生活区几乎为所有类
型的乘客/囚犯都配备了口粮和便利设施。自从
将尤达宝宝带上飞船后，曼达洛人无论走到哪
里都保持格外警惕。他在武器柜内装满了各种
爆能枪和热能榴弹，以应对任何战斗情况。

“别乱碰。” 
——曼达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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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花絮   
在图形处理之前，拍摄技巧和手工制作的微
缩模型被用于制作原创三部曲 (The Original 
Trilogy) 星际飞船场景。尽管拥有创新的图形
和视频技术，但《曼达洛人》幕后的制作团队
仍希望忠于这些经典《星球大战》交通工具因
其而闻名遐迩的独特手工设计和工艺。

制作团队将剃刀冠号真人大小的部件用于特
写场景，还为整个模型制作了精致复杂的微
型版本，以进行全景拍摄。他们采用 3D 打印
技术和模塑成型技术制作模型，并进行涂装，
以展现飞船历尽风雨的外观和经典的军用飞船
美学，这些工作已体现了其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后以不同的光线设置和角度拍摄模型，并对
拍摄内容进行扫描和数字渲染。

模拟和数字技术的结合为故事和视觉效果增
添了内涵，在真实有形的环境中完成了令人生
畏的交通工具的幻象。前期工作如此到位，以
至于当剃刀冠号被炸成碎片时，我们真实感受
到了曼达洛人的绝望！

© & ™ Lucasfilm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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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登上乐高®剃刀冠号
请熟悉以下乐高®剃刀冠号设施、安全信息和疏
散程序。如果你在拼搭时碰到紧急情况，需要帮
助，请咨询机组人员（或乐高客户服务）。

- 拆下发动机模块可以显露出内部

- 两侧的舱口可以打开，你可以在舱口处放置一
个小人仔

- 液压式后舱门可以打开，以便你存放布勒格或
其它贵重货物

- 逃生舱可容纳一个小人仔。舷窗允许乘客在
飞过浩瀚的银河系或进入行星轨道时欣赏美景

- 驾驶舱设有一道可以移动的门，可将整个部分
移除，查看睡眠区

- 可拆除式爆能枪柜、碳冷冻室和冷冻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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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设计师访谈录    
“当剃刀冠号首次出现在《曼达洛人》中时，
它看起来非常笨重了，似乎无法飞行！当然，
这只是我们对星球大战™星际飞船已有的了
解和热爱：惊人的速度、平滑流畅和精美的
外形。它变得如此受粉丝欢迎，我并不惊讶。
设计这款模型是一项有趣的挑战。我们希望
能够恰如其分地展现巨型的发动机，并包含
尽可能多的舱内细节。在此系列中，飞船都设
有睡眠区和浴室，而对于这款模型，我们优先
考虑睡眠区，以捕捉内部的氛围并专注于可玩
性。主要考虑到巨大的发动机和模型的整体重
量，我们采用乐高®机械组积木加固了下部底
座结构，以确保其牢固结实。我对结果非常满
意，并特别鼓励粉丝们去寻找标志性场景的参
照物！有些参照物无法从完成的模型上立即发
现，但我希望你能在拼搭过程中发现它们。”

César Carvalhosa Soares  
乐高®星球大战™设计师 

Jens Kronvold Frederiksen
乐高®星球大战™设计与创意总监

“此乃正道。”  
 —— 曼达洛人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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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逼真的星球大战™

外观    
“我喜欢设计乐高®星球大战™星际飞船及其
它交通工具的一方面原因是，它们拥有如此
多的故事和个性。这款豪华收藏系列模型的
庞大规模允许我们为小人仔角色及剃刀冠号
（内部和外部）引入许多复杂的细节。我们组
合使用装饰组件和贴纸，使这艘飞船拥有坚固
的外观，如标志性的带划痕橙色油漆条纹。能
够为乐高曼达洛人小人仔（曼达洛人首次亮相
时）设计更精致的版本，我感到非常激动——现
在的手臂印花和头盔设计看起来比之前的版
本更逼真。我们将引入两个深受粉丝喜爱的
新角色：拥有全新头部的乐高库伊尔小人仔
和乐高米思罗尔人小人仔。对于这款套装而
言，两者都是独一无二的。祝你拼搭愉快！”

Martin Fink  
乐高®星球大战™美术设计师

“我把你带回去即可，无论生死。”  
  
——曼达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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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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反馈将有助于我们在
今后改进本系列产品。

请访问：

完成我们的反馈调查，即可
自动进入抽奖环节，赢取乐
高®套装。
适用《条款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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