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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款全新腕表，每款仅限量发行10枚，分别致敬葡萄牙航海家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
（Bartolomeu Dias）、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和佩德罗·阿尔瓦雷斯·
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

• 大明火珐琅工艺表盘上，演绎精妙的微绘艺术杰作，主题灵感源于1519年绘制而成的《米勒
地图集》（Miller Atlas）中的地图之一，其复刻版现存于葡萄牙里斯本海事博物馆

• 搭载江诗丹顿自制1120 AT机芯，采用偏心式时间显示，为品牌的精湛艺术工艺留出充裕舞台

日内瓦，2021年4月7日—— 他们，唤醒了一个未知世界尚待探索的时代。他们，令人回溯15
世纪，伟大探险家们无畏跨越重洋、探索新地平线的史诗旅程。他们是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
（Bartolomeu Dias）、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和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
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为致敬他们的冒险精神，江诗丹顿限量推出三款全新Métiers 
d'Art艺术大师系列“探险家”（Tribute to great explorers）腕表，每款仅发行10枚，灵感皆源
自1519年绘制的《米勒地图集》（Miller Atlas）。三枚表款的表盘分别呈现了地图集内同一作品
的不同部分，以大明火（Grand Feu）珐琅工艺制作而成。融汇精美的微绘艺术与精深的高级制
表技艺，三款时计珍品均搭载江诗丹顿自制的1120 AT机芯。全新表款在2021 “钟表与奇迹”高
级钟表展上瞩目亮相，巧妙演绎了江诗丹顿今年的展览主题——经典，自有“旋”机，诠释出品
牌在尊重传统、亦勇于探索全新领域的个性追求中，释放的澎湃创意。

旅行探索的精神，及对文化与艺术的追求，在江诗丹顿的悠久历史中世代相传，自品牌创立之初
便已生根。彼时，创始人之一François Constantin先生从不迟疑地远游世界各地，致力开拓全新
市场，将品牌声名远播。这一敞开胸怀、拥抱世界的精神传承至今，依然贯穿于江诗丹顿的品牌
理念中。此次，江诗丹顿极具象征性地致敬探险家精神，开启一次跨越时空的全新旅程，纪念和
追溯15世纪葡萄牙的伟大探险家。

继2004年和2008年之后，这是江诗丹顿Métiers d'Art艺术大师系列“探险家”（Tribute to great 
explorers）腕表推出的第三套时计作品，旨在探索振奋人心的历史篇章。此前问世的四款“探
险家”主题系列腕表，分别以麦哲伦（Magellan）、郑和、克里斯托夫·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和马可·孛罗（Marco Polo）为主题，深受品位收藏家青睐。本次，江诗丹顿以
艺术大师精湛的微绘艺术杰作，向葡萄牙航海家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Bartolomeu Dias）
、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和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致敬。三款全新时计见证了珐琅工艺大师的华美技艺和精深创意，他们以高超的大明火
（Grand Feu）珐琅工艺，为Métiers d'Art艺术大师系列再添新作。这一如今极为罕见的技术造
诣，邀请人们放飞想象、共赴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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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火珐琅微绘工艺：耐心与匠心的精妙结合  
《米勒地图集》（Miller Atlas）于1519年绘制，其手绘复刻版现存于葡萄牙里斯本海事博物馆
中。以其中一幅地图为灵感，每一只新款腕表的表盘上分别呈现出世界地图的一部分，以及三位
伟大探险家当年的航海线路。为了重现地图上细腻微妙的色彩和精美的图案，江诗丹顿采用了极
为复杂的珐琅工艺。三枚表盘均以大明火珐琅打造，每一枚都是匠心、耐力与精准性的结晶，需
耗时整整一个月，在800到900摄氏度高温的窑中反复烧制，历经11次方可成形。整个过程中，对
火候的掌握极为关键，短短几秒的偏差，就可能令此前数周的心血付之一炬。

珐琅艺术作为一种罕见的技艺，每一步工艺步骤都需要仰赖珐琅大师的丰富经验与敏锐洞察力。
珐琅由晶体与金属氧化物构成，呈彩色颗粒状。珐琅大师首先将其研磨成精细的粉末，随后加工
成类似颜料的釉彩，依次着色，以细腻而微妙色调变幻，呈现出栩栩如生的图案。在为表盘覆上
背景釉彩后，珐琅大师开始悉心勾绘表盘上的图案，首先是大陆的轮廓，饰以金色珐琅粉末；
随后是雅致的装饰细节，包括船只、动植物和风向玫瑰罗盘图案等，同样采用极为细致的微绘技
艺，勾勒出丰富的细节和微妙的渐变色泽。这些细腻的色彩由珐琅大师反复调配而成，每上一次
色都需要再次烧制，因为珐琅中的矿物质在高温融化后，才能焕发出独特而富有层次感的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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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 AT机芯，卫星传动式小时显示  
为了给珐琅大师自由施展精湛技艺的舞台，三款Métiers d'Art艺术大师系列“探险家”腕表均搭
载具有偏心式时分显示的1120 AT机芯。此枚江诗丹顿自制机芯的最大特点在于其超薄设计，厚度
仅5.45毫米，令直径41毫米的整表厚度仅为11.68毫米，表壳以4N粉红金材质打造，成为腕间的
优雅点缀。

这枚机芯的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别致的构造，以及新颖原创的时间显示方式。追随着小时数字
显示的移动，佩戴者的视线也随之在表盘上游弋。隐藏于上层表盘下方的小时冠轮拖曳着三个臂
轮，每个臂轮带动一个分别标注有4个小时数字刻度的转盘，由江诗丹顿标志性马耳他十字造型的
凸轮驱动，依次转动。这一精巧的卫星传动式轮系设计，令小时转盘于表盘自上而下移动，划过
右侧固定的120°扇形分钟刻度区域。这样一来，穿梭于表盘的小时数字时标同时巧妙地指示分
钟，取代了传统的指针指示方式。

透过透明表底盖，可以欣赏到机芯的丰富装饰，尤其是饰有风向玫瑰罗盘图案的22K粉红金摆陀。
精致的装饰细节，更突显出机芯的精湛技术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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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étiers d'Art艺术大师系列“探险家”腕表—
—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  
如果在抵达非洲最南端之后，手下的船员没有让他放弃继续航行，也许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
（Bartolomeu Dias，1450 – 1500年）会是第一个到达印度的人。这位伟大的葡萄牙探险家改
变了历史的轨迹，他于1488年发现了好望角，并为在他之后的航海探险活动开辟了新航路。迪亚
士也是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于1497年至1498年远航印度群岛的探险队成员
之一。

大明火珐琅表盘上以红色线条细致地勾勒出迪亚士船队1488年的航行路线，并点缀丰富精致的细
节。借助放大镜，可以清晰地窥见驶向非洲西部海岸的两艘航船上的船员剪影。表盘上由珐琅大
师精心呈现丰富而微妙的色泽变化，细致入微地再现了《米勒地图集》（Miller Atlas）上描绘的
绮丽景致与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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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étiers d'Art艺术大师系列“探险家”腕表—
—瓦斯科·达·伽马  
从葡萄牙到印度海岸，他的漫长航程是15世纪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葡萄牙探险家瓦斯科·达·伽
马（Vasco da Gama，1469–1524年）于1497年从他的祖国启航，经历了一次史诗级惊险刺激
的航程，穿越大西洋和印度洋，成为第一个通过远洋航行贯穿欧洲和亚洲的人。在绕过非洲最南
端之后，他率领由四艘船组成的船队，沿着海岸抵达肯尼亚，随后再次启程，并于1498年到达印
度群岛。

表盘上以红色珐琅细腻地勾绘出达·伽马的航海行程，巨细无遗地重现了《米勒地图集》（Miller 
Atlas）中该处地图的每一细节。表盘中央，达·伽马船队中的一艘船正行驶在波涛翻滚的海上。
同样瞩目的细节还有精美的风向玫瑰罗盘图案，以及缀有金色珐琅粉末的陆地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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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étiers d'Art艺术大师系列“探险家”腕表—
—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  
幸而有葡萄牙贵族探险家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1467-1520
年）的无畏冒险，人们才得以在公元1500年发现巴西。当时，他受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
（Manuel I of Portugal）委托，启航驶往印度，延续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
探险事业。但他选择了与同时代航海家截然不同的路线，并没有沿着非洲海岸航行至非洲南端，
而是率领船队向西航行，直到发现新大陆，即如今的巴西。

表盘上，这条航线以红色珐琅线条勾勒，在米色珐琅背景下更显醒目，周边饰以精致细节，精妙
传神地呈现出《米勒地图集》（Miller Atlas）里地图中的丰富内容。表盘中央，卡布拉尔麾下船
队中的一艘船劈风斩浪而来，锐不可挡，惟妙惟肖。无论是海鸟闪闪发光的羽毛，还是南美大陆
上栩栩如生的人群，都尽显精湛工艺的细致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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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自有“旋”机  
江诗丹顿一直保持着与时俱进的非凡创造力，同时亦不断唤醒时代记忆，在开拓与追溯中演绎优
雅内涵。多年来，每一位品牌制表大师、艺术大师和设计师们都秉承这一精神，既尊重传统，亦
勇于探索全新领域。江诗丹顿时计作品兼具精湛技艺和风格美学，任时光流转，魅力不曾褪色。
隽永风格不仅在于遵循传统制表工艺，更体现在每款作品的细节中流露出的大胆创新精神。特殊
显示、偏心指示，每一零件的倒角处理，手工装饰打磨和复杂机械结构，尽展杰出技艺。工艺和
风格交相融汇，在传统和创新之间达致微妙平衡，展现充满个性的独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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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江诗丹顿全新推出三款Métiers d'Art艺术大师系列“探险家”（Tribute to great explorers）腕
表，每款限量发行10枚，旨在探索振奋人心的历史篇章。此前，江诗丹顿于2004年和2008年先
后推出四款“探险家”主题系列腕表，分别以麦哲伦（Magellan）、郑和、克里斯托夫·哥伦
布（Christopher Columbus）和马可·孛罗（Marco Polo）为主题，此次则以方寸之间的精湛
微绘艺术杰作，向葡萄牙航海家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Bartolomeu Dias）、瓦斯科·达·伽
马（Vasco da Gama）和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致敬。为
了惟妙惟肖地呈现出这三位葡萄牙航海家在15世纪的伟大探索与发现，江诗丹顿采用了高超精妙
的大明火珐琅工艺与微绘技艺。每一款表盘都是耐心与匠心的结晶，以1519年绘制、复刻版本现
存于葡萄牙里斯本海事博物馆的《米勒地图集》（Miller Atlas）中的一幅地图为灵感，分别生动
呈现出部分世界地图。这三款精巧的腕表均采用直径41毫米的纤薄表壳，以18K 4N粉红金材质打
造。为了给珐琅大师留出充分施展精湛技艺的舞台，三款腕表均搭载1120 AT自动上链机芯，采用
偏心式时间显示布局，通过卫星传动式小时显示机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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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étiers d'Art艺术大师系列
向伟大探险家致敬
以大师级艺术工艺，追溯历史、放眼世界

技术规格 
Métiers d'Art艺术大师系列“探险家”腕表

型号  7500U/000R-B687（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
7500U/000R-B688 （瓦斯科·达·伽马）
7500U/000R-B689 （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

机芯  1120 AT
 江诗丹顿自行研发并制造
 自动上链机械机芯
  22K金质摆陀，饰有Tapisserie格纹图案
  直径32.8毫米（12 ½法分），厚度5.45毫米 
  动力储存约40小时
  振动频率2.75赫兹（每小时19,800次）
  205个零件
   36颗宝石
 经日内瓦印记认证的时计
 
显示功能  拖曳式小时、分钟显示 

表壳   18K 4N粉红金 
 直径41毫米，厚度11.68毫米
 透明蓝宝石水晶表底盖 
 防水经过3个巴大气压测试（约30米）

表盘   18K金，上下两层结构，“大明火”珐琅表盘
 珐琅时标
     
表带  有鳄鱼皮内衬的蓝色密西西比 鳄鱼皮表带，手工缝制，
 骑缝工艺，大方格纹

表扣  18K 4N粉红金折叠式表扣
 经抛光处理的半马耳他十字造型 

每款限量发行10枚
仅在江诗丹顿专卖店有售

http://www.vacheron-constantin.com/en/home.html


江诗丹顿创立于1755年，拥有超过265年从未间断过的悠久历史。品牌始终恪守着引以为傲的高级制表传统，
传承精湛制表技艺，弘扬历代工艺大师们倾力打造的精致美学风范。

作为低调优雅的高级钟表杰出代表，江诗丹顿用别具一格的制表技术与美学设计，以及高超的艺术工艺和装
饰技法，不断创制卓尔不凡的钟表作品。

江诗丹顿为制表传统和创新精神赋予无限活力，并将其注入产品系列：Patrimony传承系列、Traditionnelle
传袭系列、Métiers d’Art艺术大师系列、Overseas纵横四海系列、Fiftysix®伍陆之型系列、Historiques历史
名作系列和Égérie伊灵女神系列等，此外，还提供“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定制服务为钟表鉴赏家们创
制独一无二的时计杰作。

#VacheronConstantin
#OneOfNotMany
#WatchesandWonders2021

http://www.vacheron-constantin.com/en/home.html
https://twitter.com/Vacheron1755
https://www.facebook.com/vacheronconstantin/
https://www.youtube.com/user/vacheronconstantin
https://www.instagram.com/vacheronconstant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