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TS有限公司 & 尚思瑞有限公司
合资企业

尚思瑞和BTS轻轨携手合作，

给您提供富有前景的区位，

带来舒适与便捷，让您生活更愉快。

YOO是一个非凡的设计团队，由知名房产企业家约翰·希契考克斯（John Hitchcox）和世界有名的设计师

菲利普·斯塔克（Philipe Starck）强强合作，为国际上各个地标建筑提供精致高雅的时尚设计，刷新了

人们对住宅和酒店的认识，并在国际上拥有很高的声誉。在过去的二十年，YOO聚集了世界上

最具有创意的 人才，他们独到的远见和出色的艺术力重新定义了我们所 居住的空间，

创造出集奢华、优质和功能性为一体的居住环境。

从开始打造KHUN by YOO到室内设计和家具挑选的过程，YOO都全程参与，并且负责设计公寓的每一个
方面。

备注 : 菲利普·斯塔克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法国设计鬼才之一，从法国总统的私人住宅到纽约别致的旅馆，他的作品随处可见，
并且囊括众多国际性设计奖项。

创意总监菲利普·斯塔克和董事长约翰·希契考克斯

是谁？

插图设计: Jean Philippe Delhomme





这座新公寓为尚思瑞开发，坐落于通罗(Thong Lo)12巷，曼谷
中心最有名的社区。KHUN by YOO也是尚思瑞首次与国际设计
公司YOO合作的品牌公寓，为曼谷最受欢迎和最有活力的社区
带来奢华、便利和非凡的设计。KHUN公寓和YOO已经准备好
入驻通罗。

欢迎来到 KHUN BY Y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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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素坤逸55巷，通罗12巷

项目面积: 大约1莱(大约1,600平方米)

项目类型: 一座27层住宅楼

单位总数: 148个

户型                    面积（平方米）

一室一卫  41.50 - 53.50

二室二卫  82.00 – 97.75

三室二卫  139.25 – 149.75

顶层豪华公寓  294.00 – 302.75

公寓设施&服务

•  所有公共区域及住宅单位都由YOO团队设计，设计灵感来源于菲利普·斯塔克

•  加热光纤游泳池，还有按摩池和儿童戏水区，享受180度城市景观

•  蒸汽室（男/女）

•  占地约500平方米的顶楼花园

•  自动停车场 

•  泊车服务

•  配备世界级设备的健身房

•  休息室

•  配备Bang&Olufsen高级音箱的放映室 

•  游戏室

•  电动汽车充电桩

•  公共区域提供WIFI 

•  礼宾服务

•  24小时安保监控



公寓建筑和设计彰显独特个性。受工业风以及通罗区独特生活方式的启发，
KHUN by YOO将出色的创意和豪华的设施融合起来，为您呈献一个无可替代的家。
铜制建材点缀每一层住宅，原始混凝土的闪耀光泽搭配落地式隔热玻璃窗，
精致的设计使外观显得独特、优雅且豪华。

落客区

与众不同的KHUN



KHUN by YOO的大堂充满惊喜。大理石背景以及
精心挑选的家具和别出心裁设计的精致摆饰，为公寓的
内部设定了基调。

第一印象总是极为重要的。Barovier&Tosso吊灯
垂挂于天花板， KHUN的大堂设计优雅大气，
一定会让你眼前一亮。

大堂

华丽内饰 一眼难忘的大堂 

备注 : Barovier&Toso是来自意大利的高端手工制作灯饰品牌，该品牌历史悠久，深受全球精英人士喜爱，
在Louis Vuit to, Cartier等旗舰店内也能见到其翩翩风采。



KHUN by YOO的健身房不仅配备了先进的技术设备，还有城市自然
风景相伴，为您提供理想的健身场所。没有心情燃烧卡路里吗？
那就邀请朋友过来，去由菲利普·斯塔克灵感启发所设计的游戏室
打台球或者去配备有铂傲（Bang&Olufsen）高级音箱的私人影院
看电影，又或者去体验通罗区充满活力的夜生活。多姿多彩的生活
在KHUN by YOO都触手可及。

 顶楼，顶层豪华公寓和泳池所在楼层

于KHUN享受生活

备注 : Bang&Olufsen于丹麦成立，是世界顶级视听品牌，产品不仅颜值高而且科技感与
质感十足，多次获得国际大奖，备受赞誉。



位于24层的游泳池

受菲利普·斯塔克设计启发，YOO通过安装光纤灯，加上由设计鬼才
本人所设计的墙灯装饰，把30米长的无边泳池转变成一方夜空。
位于24层的游泳池和按摩池带给住户180度城市景观。

漂浮于星星之中



 卧室

KHUN by YOO 的每个地方每个细节，都是为了您而设计。一切出色独特的设
计都是为了实现更优雅、智能和便捷的现代家居生活。客厅和阳台的设计
充分利用了空间，浴室铺上大理石，还配备有雅生（Axor）和
德立菲（Duravit）等高级卫浴品牌的一系列卫浴配件，
每间房间均配有浴缸和Hansgrohe花洒淋浴

如家般随心

备注 : 雅生（Axor）卫浴品牌，1993年于德国成立，二十多年来一直在业界保持一线品牌地位，多个系列产品因其独特的品味与设计大受欢迎。 
德立菲（Duravit）是来自德国历史悠久的卫浴品牌，该品牌保留大量的手工工艺，保证了产品的高质量与高标.。



游戏室 私人电影院



楼层平面图



总规划图

备注: 在本页及其他销售相关文件中标示的公共区域格局和尺寸，
可能会视情况而变动，但不会影响整体功能和使用。

楼层平面图



11-21层 

6-1层 

24层 

22-23层 

楼层平面图

备注: 在本页及其他销售相关文件中标示的公共区域格局和尺寸，
可能会视情况而变动，但不会影响整体功能和使用。



25层

26层

27层

备注: 在本页及其他销售相关文件中标示的公共区域格局和尺寸，
可能会视情况而变动，但不会影响整体功能和使用。

楼层平面图



房型



1A
41.50 平方米

1Am
41.50 平方米

1B
48.75 平方米

1Bm
48.75 平方米

备注: 在本页及其他销售相关文件中标示的公共区域格局和尺寸，
可能会视情况而变动，但不会影响整体功能和使用。

房型



1C
49.75 平方米

1Cm
49.75 平方米

1D
53.50 平方米

1Dm
53.50 平方米

备注: 在本页及其他销售相关文件中标示的公共区域格局和尺寸，
可能会视情况而变动，但不会影响整体功能和使用。

房型



2A
82.00 平方米

2Am
82.00 平方米

2B
97.75 平方米

2Bm
97.75 平方米

备注: 在本页及其他销售相关文件中标示的公共区域格局和尺寸，
可能会视情况而变动，但不会影响整体功能和使用。

房型



3A
139.25 平方米

3Am
139.25 平方米

3B
149.75 平方米

3Bm
149.75 平方米

备注: 在本页及其他销售相关文件中标示的公共区域格局和尺寸，
可能会视情况而变动，但不会影响整体功能和使用。

房型



PH1
294.00 平方米

PH2
302.75 平方米

备注: 在本页及其他销售相关文件中标示的公共区域格局和尺寸，
可能会视情况而变动，但不会影响整体功能和使用。

房型





+66 (0)2 201 3999
sansirithailand.cn

Project Owner :   BTS Sansiri Holding Sixteen Limited Company’s registered no. 0105559137188. Head office : 475, 8th floor Siripinyo Building, Sri Ayudthaya Road, Thanon Phayathai Sub-District, Rajthewi District, Bangkok, 10400. Registered 
capital(THB) : 100,000,000.00, Paid up capital(THB) : 100,000,000.00 (as of date 1 Sep 2016). The President : Mr.Uthai Uthaisangsuk. The Project :  KHUN by YOO , land title deed no. 122314-5, 166417-21, 226116, 229200, approximately area 1-1  
Rai, located at Klongton (No.11 Phra Khanong Nuea) Sub-district, Phra Khanong District, Bangkok, as a Condominium of 27 storey(ies), 1 building(s), total of 148 unit(s), (for residential: 148 units, and for commercial: - units). The land and building 
will be mortgaged and processed to submit the building permission. Construction will be started in 1 Jan 2017 and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in 31 May 2020 which will later be registered as the condominium. The unit owner shall pay sinking 
fund, common fee, tax and other fees as prescribed by the Project Owner or the Condominium Juristic Person subjected to the Condominium law.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 Featured images consist of photography on location, photography 
on location with simulated atmosphere and surroundings, and computer generated images. For any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images, please contact our customer service staff or visit the project site. Tel +66(0)2 201 3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