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限享受
快速、轻松的航行。 风格时

尚，设计优雅。 以及专为船

东打造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船

头区域。 HANSE 418 树立了

新标准。 享受无限乐趣，将

船上的每一刻、每一次航程

都变成难忘的体验。



高速巡航
快速、轻松的航行。 风格时尚，

设计优雅。 以及专为船东打造的

令人印象深刻的船头区域。 

HANSE 418 树立了新标准。 享受

无限乐趣，将船上的每一刻、每

一次航程都变成难忘的体验。



14节真风，小前帆和不
对称三角帆最适合

使用速度预测程序 VPP 测量 HANSE 418 

的性能会产生惊人的数据。 这艘游艇以

最高效率将风能转化为航行速度，树立

了标杆。

VPP风帆性能

高速巡航



高桅杆是每艘汉斯的标志。 

judel/vrolijk & co 的游艇设计

师使用高度复杂的计算模型

完美地为每个HANSE制定了

航行计划。 这保证了您在所

有条件下都具有最佳的航行

特性，并确保您的 HANSE 是

同类中最快的帆船之一。

     索具和风帆优化

出色的性能来自笔直的船尾。 这种巧妙设计可在任何横倾角度提
供最佳的长水线 - 并为您在所有航程上提供卓越的速度。

长水线

高速巡航



     汉斯智能调整系统

我们调整风帆，因此您可以像专业人士一

样航行，并包括一个可以无缝调整的后支

索。 这使桅杆和帆的轮廓能够始终完美地

适应风。

高速巡航



汉斯轻松驾驶概念具有传奇色彩。 

我们发明了集成式前帆自动调整系

统，并将所绳索引导驾驶位置。这

意味着您可以独自航行您的船，或

者在与客人共度时光的同时无忧无

虑地航行。 可以在掌舵上轻松完成

收帆、升帆和起航。 甲板没有绳索

和配件，让您在海上或在海港放松

时，提供无与伦比的舒适和空间。

轻松驾驶



汉斯单绳收帆系统

您可以在舒适的驾驶舱中轻松决定帆面

积的大小。汉斯单绳收帆系统可确保您

快速轻松地进行处理。

整洁的甲板&驾驶舱

干净凉爽。 所有空间均采用极简设计，

结构纯净清晰。 我们甚至将升降索和

控帆绳优雅地隐藏在甲板下方。

前帆自动调整系统

前帆自动调整让您轻松快速
地操纵帆船。 前帆顺利滑
过甲板滑轨，自动滑到正确
的一侧。

轻松驾驶



汉斯平衡舵

在方向舵系统的设计方面，汉斯为您提供

高灵活性，同时不影响安全性。 为此，我

们开发了一种预平衡舵，其有效表面大于

平均水平。 它使在任何情况下驾驶帆船变

得轻而易举。

汉斯CROSSOVER帆

汉斯Crossover帆是超现代风帆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非常

适合您在迎风的航线上。 配备最好的组件和精湛的技术，这

种尖端的风帆在其作为大前帆的易用性和广泛的使用范围方

面都是独一无二的——从 65 度到 140 度的风向。

汉斯驾驶控制

轻触按钮即可航行？ 有了汉斯，您的梦想就变成

了现实！ 从驾驶舱控制整个系统。 所有的升降索

和控帆绳引向舵手位置。 这使您可以完全控制所

有航行动作。

轻松驾驶



创新设计

有了汉斯，您就拥有了一艘彰显

个性的先进帆船。 HANSE 418 的

技术创新和每一个细节的质量与

情感设计和舒适的幸福氛围一样

重要。 每个细节都是卓越设计

的微妙表达。

精心编排的先进技术及其集成是

汉斯帆船设计的最高艺术——也

是推动我们打造完美帆船的动力。



外观&内饰亮点

1 具有折叠功能的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舵手座椅 2 双舵轮 3 绳索

存储巧妙地集成到侧甲板中 4 驾驶舱桌，带有可折叠的桌面以

及由铬钢制成的扶手和脚凳 5 带有可打开舷窗的优雅玻璃天窗 

6 汉斯前帆自动调整系统 7 两个舱口和天窗，可在该级别的沙

龙中获得最多的阳光 8 八人客舱，光线充足和大衣柜 9 明亮宽

敞的浴室配有汉斯设计师水槽 10 灰色或鸽子灰的上层橱柜 11 

可下放的海图桌 12 可扩展的家庭沙龙休息室 13 带拉出式酒吧

隔层的沙龙桌 14 大船体窗户带来更多采光 15 32英寸平板电视 

16 明亮宽敞的船东舱，可选配专属的套房设计师浴室



HANSE 418 专注于提供开阔的视野和深远的视野： 1 舷

梯两侧的大型创新玻璃天窗将阳光直接引导至甲板下方，

在沙龙和船尾舱营造出美妙的阳光氛围。 2 沙龙享有美

丽的阳光和大海景色。 3 宽敞的驾驶舱和迷人的游泳平

台让您在纯净的阳光下陶醉和放松。

无限阳光&空间

创新设计



汉斯驾驶舱概念实现完全的行动自由： 1 双控制站配备运动型、

优雅的舵轮，采用 Y 型辐条设计。 2 由汉斯独家开发：易于使

用的沐浴平台，配有柚木和一体式沐浴梯。 3 巧妙地集成到侧

甲板：控制站的绳索存储。 4 可折叠的舵手座椅可让您自由使

用游泳平台。

创新设计



引人注目的时尚：现代、清晰的线条与优雅的圆角和边缘相结合。 一流的面料，精致的

色彩，对比鲜明的纺织品色调，以及精选的优质饰面。 宽敞的起居区设计有多种布局可

供选择，并通过照明引导完善，以在每个空间提供阳光和可调光灯的重点。 这是跨越 41 

英尺的幸福的缩影。

内饰  — 创新设计



舒适的主舱，设有专属的设计师浴室。 两扇大窗户和一个天窗使 HANSE 418 的船头成为同类产品中最轻的。 

晚上，您可以在优雅的岛床上直接眺望星空。 床顶的橱柜提供存储空间，并由于高品质的室内装潢用作床

头板。

船东舱

HANSE 418 让海上梦想成为现实： 1 帆船以其

非凡的宽敞感、独特的家具和细节、独特的阳

光照明理念和现场照明系统令船东和宾客着迷。 

2 精选的优质面料、对比鲜明的织物面板和彩

色饰面营造出独特的氛围。大窗户享有壮丽的

景色。 3 智能细节：可扩展的酒吧隔层。 休闲

沙发可根据需要变成家庭休息室。

船舱细节



精致的细节： 1 精致的天然石板与现代、简

洁时尚的配件提供设计师的格调。 2 明亮宽

敞的浴室配有迷人的汉斯设计师水槽，为个

人护理需求提供大量空间和舒适的卫生间空

间。

休闲空间： 1 与沙龙一样，船尾舱提供美丽

的水景。 可调光的灯光、超大的衣柜和大量

的活动自由度也为这里带来了轻松的幸福感。 

2 背板船尾舱配有和谐一体的橱柜，可提供更

多存储空间

船舱细节



精致的细节： 1 精致的天然石板与现

代、简洁时尚的配件提供设计师的格

调。 2 明亮宽敞的浴室配有迷人的汉

斯设计师水槽，为个人护理需求提供

大量空间和舒适的卫生间空间。

灵感空间

1 优雅的饰面与由优质材料制成的实用细节相得益彰。 2 和 3 您

可以自己设计时尚的储藏室。 配备黑色石英或贝壳白的台面。 

在短版或长版中。无论您选择哪种，汉斯开发的冰箱始终是一

体式的，可以从顶部或正面打开。4 和 5 选择您的布局，并从颜

色和材料的众多选项中获得灵感。 无论是现代的法国橡木，还

是优雅的加拿大栗木配鸽子灰橱柜，您的创造力无止境。



无论您在哪里航行——您的汉斯都是独

一无二的。 您可以选择船体的颜色以

及想要吸引眼球的内饰。 在甲板上，

您可以决定在您的汉斯帆船上安装哪

些技术设备。 内部还带有您的风格。

在现代阁楼氛围中享受海上中的自由，

或被海洋优雅所包围。 高品质的材料

和独家配件等待着您。

个性定制



您喜欢与亲人、家人还是与一

群朋友一起航行？ HANSE 418 

的甲板下布局可以根据您的个

人需求和愿望进行调整。 您可

以在经典布局和为船上的许多

或几位客人量身定制的客舱概

念之间进行选择。

船舱个性定制理念

标配 选配 选配 选配



柚木甲板

胶衣

柚木&复合柚木

选项：1 柚木 · 合成柚木  2 柚木黑 3 
柚木灰 4 柚木白 5 磨砂黑
6 磨砂灰 7 磨砂白 8 风化黑 9 风化白

胶衣船体和水线颜色。 

在汉斯，您可以为您的

新帆船选择个性化的颜

色。

颜色— 船体&水线

白色
RAL 9003

标配

灰色
RAL 7040

选配

深灰色
RAL 7043
标配

蓝色
RAL 5004
选配

白色
RAL 9003
选配

黑色
RAL 9011
选配

外观材料



风格— 打造自己的生活

您自己的船，彰显您独特的个性。 眼光独到的鉴赏

家驾驶汉斯，因为我们为您提供了个人表达您的风格

的机会。 您的创造力无限可能。 我们的专家很乐意

支持您选择完美的风格。

主帆包. 遮阳棚. 风挡. 罩子

驾驶舱坐垫. 日光浴垫. 舵手座椅坐垫

选配：1 浅灰色 2 深灰色 3 黑色 4 深蓝色 5 矿物 6 奶白色

选配：
1 深蓝色 2 红色 3 黑色 4 深灰色 5 矿物 6 奶白色

外观布料



地    板

家   具 橱   柜  

标配：1 合金欢   ·   选配： 2 胡桃木 3 经典条纹 4 浅色橡木 

标配：1 红木清漆   ·   选配： 2 加拿大栗木高光 3 法国橡木 选配：1 珍珠灰  2 海豚灰 

标配：1 石英黑   ·   选配： 2 贝壳白

厨房台面 

内饰材料



佛罗伦萨 

选配：1 克里夫赛德 2 冰川色 
3 牡蛎色 4 麝香葡萄色 5 石墨色

摩纳哥 

选配：1 杏仁色 2 青铜色 3 岩石色 4 黑松露
 5 哈士奇

内饰布料

索伦托 

波托菲诺皮革 选配：1 象牙色 2 石岩色 3 泥色 4 黏土色 5 巧克力色

选配：1 灰褐色 2 银色 3 石灰色 
4 碳灰色 5 丹宁色 

蒙地卡罗 

标配：1 奶白色 



汉斯CROSSOVER帆

– 5节风速的航行性能

– 帆面积 76.90 平方米（约 

828 平方英尺）

– 同类产品中最大的风角范围

– 发动机的绿色替代品

– 自动调整前帆的理想补充

– 额外的前支索

性能帆性能帆

1 海岸金 2 红色 3 深蓝色 4 海洋蓝 5 黑色 6 灰色 7 自然色
 

高效巡航帆

– Quantum帆 iQ TECHNOLOGY®

– 提高稳定性以实现高性能

- 高耐用性，适合雄心勃勃的巡航

– Quantum 为汉斯游艇独家设计

– 定制面板设计

球帆

Quantum前所未有的iQTechnology®和设计

流程得益于世界上最好的水手，造帆者和

设计师，以及他们从事的每个项目（从超

级游艇到小艇）的综合数据和见解。 结

果是定制帆经过精心设计，可实现完美的

形状，简单地说，通过控制和易于使用使

您充满信心，从而一次又一次地获得最佳

的海上体验。

主帆细节

      帆顶角贴         帆骨张紧系统 帆角贴 帆下角角贴

耐用、防紫外线的灰色塔夫绸

超轻薄膜

0°高强涤纶

60°高强涤纶

超轻薄膜

耐用、防紫外线的灰色塔夫绸



B&G导航包

沙龙电视包 沙龙和驾驶舱娱乐包

B&G Zeus³ 9寸海图仪
在驾驶舱桌上

B&G VHF V60
在海图桌上
带无线遥控手持听筒H60

B&G 自动驾驶
仪，带 Triton² 
控制单元和 
Precision 9 指
南针

2 个 B&G Triton² 多功能显
示器，在驾驶舱内，包括 
传感器（风/速度/深度/温
度）

VHF线路布置，天线和分路器

升级 - 12寸海图仪

升级 - 高级收音机

FUSION MS-RA70N 多媒体收音机
带蓝牙®，沙龙和驾驶舱
无线充电

| 沙龙的电视线路准备| 沙龙平板电视
| 电视用 DVB-T2 天线 FUSION MS-NRX 遥控器

- 驾驶舱内所有功能的防
水控制
- 控制 iPod/iPhone 音乐库
- 显示速度、深度、风和
GPS 通过 NMEA 2000 接口

沙龙中的 2 个高端 双声道
扬声器
驾驶舱内的 2 个高端 双声
道扬声器
- 抗震、防水

FUSION MS-AV755 多媒体收音机
带有蓝牙® 和 CD/DVD 播放器，
用于沙龙和驾驶舱| FUSION 无线连接
通过移动设备远程控制

导航 & 娱乐设备

B&G Zeus³ 12寸海图仪
在驾驶舱桌上



汉斯的各种个性化选择为您提
供更多的空间和艺术自由。

1 具有折叠功能的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舵手座椅 2 优雅的柚木或复合柚木，具有真正的表面纹理，在侧甲板和舱顶上有各种颜色 
3 碳纤维舵轮，黑色或白色 4 大型游泳平台，带有不锈钢制成的固定式集成游泳梯 5 Lewmar电动绞盘 6 大型可升降海图桌
7 不锈钢驾驶舱桌，带可折叠柚木桌面，可选配储物空间和冰箱 8 主帆包，配有各种颜色

原装配件



打破常规  引领潮流

打破规则，引领潮流。 对

我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

个标语。 这是我们对每艘

成品游艇的承诺。 您可以

感受、体验和享受海里海

里的承诺。 在以下页面上

了解有关此内容的更多信

息。



“引人注目的设计、创新功能和非常敏锐的定价相结
合，使这个工厂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功故事。”
—— Sail Today Magazine

迄今为止，汉斯制造的游艇已获得超过 62 个国际
奖项。

汉斯与世界知名的游艇设计师 
judel/vrolijk & co 合作打造他
们的游艇。
我们的第一个联合开发立即成
为经典：HANSE 371。

“汉斯对新想法有着孜孜不
倦的热情。 很高兴与他们合
作。 也是一个挑战。”
Rolf Vrojlik

全世界的航海爱好者都青睐
汉斯帆船。 世界第二大帆
船制造商的国际经销商网络
向70个国家提供服务。

“在世界的尽头，汉斯游艇与德国一
样令人垂涎。 ”
Anthony Bishop | 澳大利亚经销商

每艘制造的汉斯游艇都在技术创新、易于操作和极端个性方面树立了新的标杆。这也适用于 60 英尺以上的最大帆船建造级别。

“HANSE 675是一艘梦想之船。 扬起风帆成为一种快乐的体验：您可以轻松地抓住风，适应风的强度。 系泊和锚定也是一键式操控。”  Philippe Fornier | HANSE 675船东 



汉斯最出名的发明是令人惊
讶且不可或缺的发明。最新
的例子是HANSE 315的 E-
MOTION RUDDER DRIVE。

“汉斯的游艇是真正的 21 世纪船只。 
他们塑造现在并展示通往未来的道路。”
Raoul Bajorat | 汉斯开发主管

“您不会找到比 HANSE 更可定制
的生产型游艇。”
Maxim Neumann | 汉斯销售主管

得益于种类繁多的室内装潢、
家具木材和地毯，我们提供
了数以千计的个性化家具布
置。 像这样的广泛选择在市
场上是独一无二的。

在汉斯，890 名专业的帆船爱好者
携手并进。 由尖端的生产工艺提供
支持。 完全致力于他们的职业。

“我们和我们的客户是志同道合的
灵魂：没有什么比设计完美的帆船
更让我们享受的了。”
Pascal Kuhn | 汉斯产品营销

1990 年代初，第一艘汉斯开始了造船业的革命。 它采用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批量生产的集成
自前帆自动调整系统。



汉斯游艇的每一个细节都令人印象深
刻，是让您叹为观止的杰作。 它们不
仅仅是一个完美协调的设计和最现代
技术的集合。 它们反映了汉斯工程师
的经验和专业知识。 他们对游艇的热
情可以从每艘汉斯的无可挑剔的精确
度和一丝不苟的细节中体现出来。

汉斯工艺



龙骨船体连接

汉斯工艺

舷 墙

为了您在海上的美好感觉：汉斯的超高舷
墙。 它优雅地结合了动态船体线条和高
相关性，从而确保了最大的安全性。

三明治结构
安全第一。 龙骨板牢固地放
置在由环氧树脂制成的超强基
床中。 这意味着龙骨直接锚
定在强大的地板结构中。 龙
骨螺栓，包括圆盘和螺母，均
由不锈钢制成。

HANSE 418 采用优质三明治夹
层工艺制造。 船体采用多层精
选材料，每个细节都经过精确
计算。 它特别轻巧，并且由于
外部乙烯基酯层，完全耐渗透。

船体甲板连接

汉斯与judel/vroljik & co 合作开发了一
种特殊的船体甲板连接，该连接远远超出
了所有标准要求。除了使用高度坚固的聚
酯粘合树脂外，甲板和船体还使用防滑钉
中的高强度螺栓进行锚固。这造就了一艘
具有运动特性的稳定、无扭转的帆船。

不锈钢螺栓

甲板
最佳配方性能胶
船体
螺纹铝板

GRP层压板

轻木芯

GRP层压板

乙烯基酯树脂

胶衣



船宽：4.17m|13’8”

总长：12.40m|40’8”

所有测量值/数字均为近似值。 错误和遗漏除外。 规格和材料如有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