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HH 2016 日內瓦國際高級鐘錶展 

OVERSEAS 系列，呈現全新世界觀 
 
 

 
標誌性傑作：重塑休閒優雅風範，致敬二十一世紀的旅行者 

  
日內瓦印記認證 

 
在象徵旅行的風向玫瑰羅盤圖案啟發下，江詩丹頓創作了這款將簡單與複雜功能相結合的全

新機芯 

 
專注顧客體驗，採用可替換錶鏈/錶帶確保腕錶佩戴舒適性。 

  

 
江詩丹頓重塑其標誌性經典系列——Overseas系列。此次，江詩丹頓秉承休閒優雅和堅固實用

的原則推出了五款全新腕錶（12個型號）。新款腕錶均搭載品牌自家生產機芯——其中包括三

款全新機芯——是新一代彰顯旅行精神的自動上錬時計。該系列所有腕錶，不論是採用不銹鋼

還是金質，從基本顯示到複雜功能，均鐫刻日內瓦印記認證並搭配可輕鬆替換的錶鏈/錶帶，

確保佩戴者不論身處何處都能享受舒適佩戴體驗。除了基本顯示功能（小時、分鐘、秒鐘、

包含或不配備日期顯示）外，新系列還推出了計時和超薄款式。  

 
 
背景簡介 

 
自十九世紀末以來，製錶業在防磁防水兩方面取得了許多重大突破，而這也正是江詩丹頓製作

運動腕錶的兩大出發點。1885 年，通過將鈀、金、銅等金屬零件結合，人們製造出世界首枚

防磁時計。1898 年，江詩丹頓推出了能夠耐受極端環境的防水懷錶，其極富特色的堅固錶殼

設計更成為了當代運動腕錶的先驅之作。1930 年代飾有旋入式錶圈和錶殼並採用藍寶石水晶

材質的不銹鋼腕錶閃亮登場。除了鮮明的技術特色和運動外觀，這些時計還為「基礎」錶殼搭

配了飾有十面圓角的立體裝飾設計。數十年後，江詩丹頓又在 1970 年代對這一設計進行了重

新詮釋，並推出了幾款經典作品，包括在 1977 年推出，紀念品牌成立 222 周年的著名「222

型號」腕錶。這款運動腕錶配有旋入式錶圈和錶底蓋，防水深度可達 120 米。專為嚮往積極

生活方式的人群設計，同時也是 1996 年第一枚 Overseas 系列腕錶的靈感來源。該系列以旅行

精神和放眼世界的態度為基礎，融合了多種精湛工藝，很快就成為了彰顯江詩丹頓技藝水準的

代表作。Overseas 系列擁有動感流線型外觀和標誌性的錶圈設計，其堅固的錶底蓋上更是刻有

著名航海家 Amerigo Vespucci 三桅帆船圖案，仿佛在邀請您一同去七大洋探險。多年來，江詩

丹頓一直不斷研發及完善 Overseas 系列，比如在 2004 年推出的飾有品牌徽標馬耳他十字圖案

的金屬錶鏈腕錶。2016 年，鐫刻日內瓦印記的 Overseas 全新作品更將成為在二十一世紀揚帆

啟程的品牌力作。 

 
 
 
 
 

http://www.vacheron-constantin.com/cnt/geneva-seal.html


 
 
 

設計特色 

 
符合人體工學的流暢線條、微妙的光影效果和精緻的製作工藝，讓全新Overseas新款腕錶在現

代美學設計領域中獨領風騷。錶殼的曲線外觀確保了其與錶鏈或錶帶的無縫連接，工藝精度與

美學質感兼具。六面立體錶圈設計和帶有凹槽設計的柱狀錶冠也呼應著品牌的設計美學。圓弧

形的帶有拋光及緞面修飾錶圈及錶殼將人們的目光引向了精美的錶盤，藍寶石水晶蓋上下兩面

配備防眩目設計。錶盤根據不同型號系列腕錶共分為水晶藍、銀色調、玫瑰粉和灰光面四種色

調，更加彰顯了腕錶層次感，錶盤花紋也在旭日紋、蝸形紋和天鵝絨般光滑打磨交替變化。夜

光指針和小時指示與環繞錶圈內的金質邊框相得益彰，而阿拉伯數字指示則保證了最佳可讀性。

藍寶石水晶旋入式錶底蓋可清晰欣賞到腕錶內的22K金質擺砣，其上飾有為全球旅行者指明方

位基點的羅盤圖案，更經過了噴砂、拋光和紋理加工等多道工序的處理。 

 
佩戴舒適，方便實用：自動上錬機芯、搭配防水功能和可替換錶鏈/錶帶 

 
為恪守Overseas系列的旅行精神，此次推出的新品腕錶能達到佩戴舒適，方便實用，並充分滿

足各項需求。所有腕錶均配有自動上錬機械機芯。而軟鐵錶殼襯圈則可有效保護腕錶免受磁場

侵擾，確保了其精準度和耐用性。同時，透明旋入式錶底蓋還保證了超薄款和其他各款腕錶分

別具有50米和150米的防水深度。 

 
全新Overseas系列腕錶的另一大特色便是零部件模組化，此次江詩丹頓推出了三款替換便捷的

不銹鋼或貴金屬錶鏈——其所搭配的易拆卸替換裝置更是提升了腕錶的整體舒適性——真皮錶

帶及橡膠錶帶也同樣如此。錶鏈/錶帶和折疊式扣/針孔式錶扣上的原創替換裝置，能夠讓顧客

在不需使用任何工具的情況下進行安全拆裝替換，同時不影響錶鏈或錶帶的堅固耐用性。 

 
Overseas系列錶鏈/錶帶外觀精緻迷人：弧形金屬緞面拉絲錶鏈的拋光內角上刻有半馬耳他十

字裝飾；橡膠錶帶上也同樣飾有這一江詩丹頓品牌徽標；平頭短吻鱷魚皮錶帶則搭配了柔軟舒

適的牛皮襯裡和針孔式錶扣，將佩戴舒適度和運動美感完美結合。 

 
日內瓦印記，堅守 130 年的莊嚴承諾 

 
全新Overseas系列全部鐫刻日內瓦印記認證。作為至臻品質的最權威標識，日內瓦印記誕生於

1886年，由獨立中立的機構進行認證，它不僅是時計原產地的證明，更是其優越品質和卓越

性能的尊貴象徵。日內瓦印記只頒發給在日內瓦境內製作組裝的腕錶，同時腕錶的機芯構造和

性能還要符合一系列極為嚴格的規定標準。 

 
對消費者來講，日內瓦印記是對腕錶原產地、持久性、精準度和專業技術的四重保證，在超高

生產標準的監督下製作出最堅固耐用且最具美學質感的完美之作，同時尊重並傳承傳統手工製

錶工藝。自 1901 年以來，江詩丹頓一直是日內瓦印記最忠實的代言人。 

 
 
 
 
 
 
 
 



 
 
 

Overseas 系列款式 
 
Overseas 計時——5200 機芯 
 
鐫刻有日內瓦印記的Overseas計時搭載了江詩丹頓5200機芯，這款全新自動上錬機芯由江詩丹

頓自行研發並製作。經過五年的研發，這款機芯包含了263件零件，這些零件在導柱輪的協調

下實現了計時開始、停止和重置等功能，同時縱向連軸離合裝置還能有效減緩手部震動對計時

開始時所造成的影響。江詩丹頓新款計時腕錶中的標誌性特色，導柱輪上的螺釘採用了品牌經

典的馬耳他十字圖案。5200機芯配置的雙發條盒可增強扭矩和腕錶可靠性，並保證超過50小

時的動力儲存。腕錶內置的軟鐵襯圈可保護腕錶免受磁場干擾，精準顯示小時、分鐘、秒鐘、

計時和日期顯示。所有功能均顯示於銀色調或藍色面盤，面盤上飾有旭日紋、蝸形紋及天鵝絨

般光滑打磨潤飾。另外，金色指針和小時指示還增添了夜光塗層，以確保最佳可讀性。 

 
Overseas計時腕錶分為不銹鋼和18K粉紅金直徑42.5毫米錶殼兩款。旋入式按把、錶冠和錶底蓋

保證了腕錶150米的防水深度，透過透明底蓋更可一窺飾有風向玫瑰羅盤圖案的22K金質擺砣

的風采。每枚全新不銹鋼計時腕錶均配有三款可替換錶鏈/錶帶：帶有易拆卸替換裝置的不銹

鋼錶鏈、橡膠錶帶和真皮錶帶。後兩款配有同款可替換不銹鋼折疊錶扣。粉紅金款則搭配有真

皮和橡膠兩款錶帶，兩款均配有同款可替換粉紅金折疊錶扣。 

 

Overseas——5100 機芯 
 
小時、分鐘、秒鐘、日期：Overseas通過獨具自然氣息設計呈現出基本功能。腕錶搭配41毫米

不銹鋼或18K粉紅金錶殼，搭載由江詩丹頓自行研發並製作的全新5100機芯。機芯共有172個

零件，震動頻率每小時28,800次，雙發條盒（保證調速機構接收到穩定的動力輸出）可確保超

過60小時的動力儲存。透過透明旋入式錶底蓋還可一窺飾有風向玫瑰羅盤圖案的22K金質擺砣

的風采。這款鐫刻日內瓦印記認證的時計配有藍色或銀色調錶盤及金色夜光塗層指針和小時指

示，防水深度150米，機芯外的軟鐵襯圈還具有防磁功效。腕錶配有三款可替換錶鏈/錶帶：帶

有易拆卸替換裝置的不銹鋼錶鏈及橡膠和真皮錶帶各一條。後兩款配有同款可替換不銹鋼折疊

式錶扣。粉紅金款則配有真皮錶帶和一條配有可替換粉紅金折疊錶扣的橡膠錶帶。 

 
Overseas 小型號——5300 機芯 
 
Overseas小型號的六面立體錶圈上優雅裝飾著總重超過1克拉的84顆圓形切割鑽石。不銹鋼或

18K粉紅金的37毫米錶殼中央搭載了由江詩丹頓自行研發並製作的5300機芯。這款擁有128個

零件的自動上錬機械機芯除小時和分鐘顯示功能外，還在9點鐘位置設有小秒針，並擁有近兩

天的動力儲存。Overseas小型號擁有玫瑰粉和藍色兩款錶盤。金色夜光塗層指針和小時指示不

僅清晰顯示，更在錶盤的襯托下相映生輝。腕錶底蓋設計也毫不遜色，透過它可一窺飾有風向

玫瑰羅盤圖案的22K金質擺砣的風采。鐫刻有日內瓦印記認證的Overseas小型號配有可替換錶

鏈/錶帶。其中不銹鋼款搭配三款可替換錶鏈/錶帶和可替換折疊式錶扣，而粉紅金款則搭配有

兩款或三款錶鏈/錶帶和可替換折疊搭扣或針扣式錶扣。 

 
Overseas 超薄萬年曆——1120 QP 機芯 
 
Overseas超薄萬年曆將複雜工藝和系列低調內斂的風格完美結合。這款鐫刻有日內瓦印記的時

計僅在江詩丹頓專賣店發售，腕錶搭載了江詩丹頓1120 QP機芯，這款超薄自動上錬機械機芯

配有萬年曆和月相功能。機芯共包含276個零件，而厚度僅有4.05毫米，要在如此環境之下實



 
 
 

現諸多功能對品牌微型化工藝是一大考驗，特別是此款機芯還配置了萬年曆功能，而江詩丹頓

的精湛工藝成功地確保腕錶在2100年之前均不需要進行任何調試。1120 QP機芯震動頻率為每

小時19,800次，動力儲存約為40小時，具備小時、分鐘、萬年曆、星期、日期、月份、48個月

閏年和月相顯示功能。18K白金41.5毫米錶殼內搭配了帶有藍色裝飾點綴的灰色錶盤，而透過

藍寶石水晶錶底蓋更可一窺飾有風向玫瑰羅盤圖案和精緻紋理的22K金質擺砣的風采。這款完

美適配任意場合的全新腕錶配有可替換白金錶鏈和易拆卸替換裝置，並配有同款白金針孔式
錶扣的真皮和橡膠錶帶各一條。 

 

Overseas 超薄——1120 機芯 
 
Overseas超薄腕錶氣質清雅。這款鐫刻有日內瓦印記的腕錶僅在江詩丹頓專賣店發售。18K白

金40毫米超薄錶殼內搭載有1120機芯，這款由江詩丹頓自行研發並製作的超薄自動上錬機械

機芯共有144個零件，但厚度卻僅有2.45毫米。Overseas超薄的動力儲存約為40小時，金色夜光

塗層指針和小時指示緩緩滑過優雅的灰色錶盤。錶底蓋採用了藍寶石水晶材質，內置有22K金

質擺砣，擺砣上不僅飾有風向玫瑰羅盤圖案，更採用了拋光、噴砂和紋理加工工藝。腕錶搭配

有白金錶鏈和易拆替換裝置，及配有白金針孔式錶扣的真皮和橡膠錶帶各一條。 

 
 

如需更多資訊: 

overseas.vacheron-constantin.com 
#VCoverseas 
#SIHH2016 
#VCoverseastour 
 

  



 
 
 

技術規格 

  Overseas計時 

 
型號  5500V/110A-B075–銀色調錶盤 

 5500V/110A-B148–藍色錶盤 

 經日內瓦印記認證 

 
機芯 5200 

由江詩丹頓自行研發並製造 

自動上錬機械機芯 

22K金質Overseas擺砣 

直徑30.6毫米（13¼法分） 

厚度6.6毫米 

動力儲存約52小時 

震動頻率為4赫茲 （每小時 28,800 次） 

263個零件 

54顆寶石 

  
顯示功能 小時、分鐘 

小秒針位於9點鐘位置 

日期 

導柱輪計時功能（30分鐘和12小時計時器） 

   
錶殼 不銹鋼 

直徑42.5毫米，厚度13.7毫米 

配有防磁軟鐵裝置 

旋入式錶冠和90度扭鎖按把 

透明藍寶石水晶錶底蓋 

防水經過15個巴大氣壓測試（約150米） 

 
錶盤 銀色調/藍色光面、旭日紋緞面拉絲錶盤， 

帶有天鵝絨般光滑邊緣及蝸型紋計時 

18K 金時標，時針、分針均帶有白色夜光塗層 

 

錶鏈/錶帶 不銹鋼，拋光緞面拉絲半馬耳他十字錶鏈 

配有可替換黑色/藍色大方格手工縫製 

黑色牛皮襯裡密西西比短吻鱷魚皮錶帶 

配有可替換黑色/藍色橡膠錶帶 

 
錶扣 不銹鋼三片折疊式錶扣，配有按鈕，可供調節舒適度 

配有不銹鋼三片折疊式錶扣，配有按鈕及 

可與兩種替換錶帶完美匹配的替換裝置（專利申請中）  



 
 
 

技術規格 

 
  Overseas計時 

 
型號 5500V/000R-B074 

 經日內瓦印記認證 

 
機芯 5200 

由江詩丹頓自行研發並製造 

自動上錬機械機芯 

22K金質 Overseas擺砣 

直徑30.6毫米（13¼法分），厚度6.6毫米 

動力儲存約52小時 

震動頻率為4赫茲 （每小時 28,800 次） 

263個零件 

54顆寶石 

  
顯示功能 小時、分鐘 

小秒針位於9點鐘位置 

日期 

導柱輪計時功能（30分鐘和12小時計時器） 

   
錶殼 18K 5N 粉紅金 

直徑42.5毫米，厚度13.7毫米 

配有防磁軟鐵裝置 

旋入式錶冠和90度扭鎖按把 

透明藍寶石水晶錶底蓋 

防水經過15個巴大氣壓測試（約150米） 

 
錶盤 銀色調光面、旭日紋緞面拉絲錶盤， 

帶有天鵝絨般光滑邊緣及蝸型紋計時器 

18K 金時標，時針、分針均帶有白色夜光塗層 

 
錶帶 棕色大方格紋手工縫製黑色牛皮襯裡 

密西西比短吻鱷魚皮錶帶 

配有可替換棕色橡膠錶帶 

 
錶扣 18K 5N 粉紅金三片折疊式錶扣，配有按鈕及 

可與替換錶帶完美匹配的替換裝置（專利申請中） 

  



 
 
 

技術規格 

 
  Overseas 
 
型號 4500V/110A-B126–銀色調錶盤 

 4500V/110A-B128–藍色錶盤 

 經日內瓦印記認證 

 
機芯 5100 

 由江詩丹頓自行研發並製造 

 自動上錬機械機芯 

 22K 金質 Overseas擺砣 

 直徑30.6毫米（13¼法分），厚度4.7毫米 

 動力儲存約60小時 

 震動頻率為4赫茲 （每小時 28,800 次） 

 172個零件 

 37顆寶石 

  
顯示功能 小時、分鐘 

 中央秒針 

日期  

 
錶殼 不銹鋼 

直徑41毫米，厚度11毫米 

配有防磁軟鐵裝置 

旋入式錶冠 

透明藍寶石水晶錶底蓋 

防水經過15個巴大氣壓測試（約150米） 

 
錶盤 銀色調/藍色光面、旭日紋緞面拉絲錶盤， 

帶有天鵝絨般光滑邊緣 

18K金時標，時針、分針均帶有白色夜光塗層 

 
錶鏈/錶帶 不銹鋼，拋光緞面拉絲半馬耳他十字錶鏈 

 配有可替換黑色/藍色大方格紋手工縫製 

黑色牛皮襯裡密西西比短吻鱷魚皮錶帶 

配有可替換黑色/藍色橡膠錶帶 

 
錶扣 不銹鋼錶鏈配有不銹鋼三片折疊式錶扣和按鈕， 

可供調節舒適度 

配有三片折疊式錶扣，配有按鈕及 

可與替換錶帶完美匹配的替換裝置（專利申請中） 

  



 
 
 

技術規格 

 
  Overseas 
 
型號  4500V/000R-B127 

  經日內瓦印記認證 

 
機芯 5100 

 由江詩丹頓自行研發並製造 

自動上錬機械機芯 

 22K 金質Overseas擺砣 

 直徑30.6毫米（13¼法分），厚度4.7毫米 

 動力儲存約60小時 

 震動頻率為4赫茲 （每小時 28,800 次） 

 172個零件 

 37顆寶石  

 
顯示功能 小時、分鐘 

 中央秒針 

日期  

  
錶殼 18K 5N 粉紅金 

直徑41毫米，厚度11毫米 

配有防磁軟鐵裝置 

旋入式錶冠 

透明藍寶石水晶錶底蓋 

防水經過15個巴大氣壓測試（約150米） 

 
錶盤 銀色調光面、旭日紋緞面拉絲錶盤， 

帶有天鵝絨般光滑邊緣 

18K 金時標，時針、分針均帶有白色夜光塗層 

 
錶帶 棕色大方格紋手工縫製黑色牛皮襯裡 

密西西比短吻鱷魚皮錶帶 

配有可替換棕色橡膠錶帶 

 
錶扣 真皮錶帶配有18K 5N粉紅金三片折疊式錶扣， 

配有按鈕及可與替換錶帶完美匹配的替換裝置 

（專利申請中） 

 
  



 
 
 

技術規格 

  Overseas小型號 

 
型號  2305V/100A-B078 – 玫瑰粉錶盤 

  2305V/100A-B170 – 藍色錶盤 

 經日內瓦印記認證 

 
機芯 5300  

 由江詩丹頓自行研發並製造 

自動上錬機械機芯 

22K 金質 Overseas擺砣 

直徑22.6毫米（9¾法分），厚度4毫米 

動力儲存約44小時 

震動頻率為4赫茲 （每小時 28,800 次） 

128個零件 

31顆寶石 

  
顯示功能  小時、分鐘 

小秒針位於9點鐘位置  

  
錶殼 不銹鋼 

鑲鑽錶圈（84顆圓形切割鑽石） 

直徑37毫米，厚度10.8毫米 

配有防磁軟鐵裝置 

旋入式錶冠 

透明藍寶石水晶錶底蓋 

防水經過15個巴大氣壓測試（約150米） 

 
錶盤 玫瑰粉色光面、旭日紋緞面拉絲錶盤， 

帶有天鵝絨般光滑分鐘刻度圈 

18K 金時標，時針、分針均帶有白色夜光塗層 

 
錶鏈/錶帶  不銹鋼，拋光緞面拉絲半馬耳他十字錶鏈 

配有可替換玫瑰粉/藍色大方格紋手工縫製 

黑色牛皮襯裡密西西比短吻鱷魚皮錶帶 

配有可替換玫瑰粉/藍色橡膠錶帶 

 
錶扣 不銹鋼錶鏈配有不銹鋼三片折疊式錶扣和按鈕， 

可供調節舒適度 

配有三片折疊式錶扣，配有按鈕及 

可與替換錶帶完美匹配的替換裝置（專利申請中） 

  
鑲鑽總數 84顆圓形切割鑽石，重約1克拉  



 
 
 

技術規格 

  
 Overseas小型號 

 
型號  2305V/100R-B077 

  2305V/000R-B077 
 經日內瓦印記認證 

 
機芯 5300 

 由江詩丹頓自行研發並製造 

 自動上錬機械機芯 

22K 金質Overseas擺砣 

直徑22.6毫米（9¾法分），厚度4毫米 

動力儲存約44小時 

震動頻率為4赫茲 （每小時 28,800 次） 

128個零件 

31顆寶石 

  
顯示功能 小時、分鐘 

小秒針位於9點鐘位置  

  
錶殼 18K 5N 粉紅金 

鑲鑽錶圈（84顆圓形切割鑽石） 

直徑37毫米，厚度10.8毫米 

配有防磁軟鐵裝置 

旋入式錶冠 

透明藍寶石水晶錶底蓋 

防水經過15個巴大氣壓測試（約150米） 

 
錶盤 玫瑰粉色光面、旭日紋緞面拉絲錶盤， 

帶有天鵝絨般光滑分鐘刻度圈 

18K 金時標，時針、分針均帶有白色夜光塗層 

 
錶鏈/錶帶 2305V/100R-B077: 18K 5N 粉紅金， 

拋光緞面拉絲半馬耳他十字錶鏈 

18K 5N 粉紅金三片折疊式錶扣和按鈕， 

可供調節舒適度 

配有可替換玫瑰粉大方格紋手工縫製 

黑色牛皮襯裡密西西比短吻鱷魚皮錶帶 

配有可替換玫瑰粉橡膠錶帶 

可替換錶帶均配有18K 5N粉紅金針孔式錶扣 

 



 
 
 

2305V/000R-B077: 玫瑰粉大方格紋手工縫製 

黑色牛皮襯裡密西西比短吻鱷魚皮錶帶 

配有可替換玫瑰粉橡膠錶帶 

配有18K 5N 粉紅金三片折疊式錶扣，配有按鈕及 

可與替換錶帶完美匹配的替換裝置（專利申請中） 

  
鑲鑽總數 84顆圓形切割鑽石，重約1克拉 

  



 
 
 

技術規格 

 
 Overseas超薄萬年曆 

 
型號  4300V/120G-B102 

  經日內瓦印記認證 

 
機芯 1120 QP 

 由江詩丹頓自行研發並製造 

自動上錬機械機芯 

22K 金質 Overseas擺砣 

直徑29.6毫米（12½法分），厚度4.05毫米 

動力儲存約40小時 

震動頻率為2.75赫茲 （每小時 19,800 次） 

276個零件 

36顆寶石 

  
顯示功能 小時、分鐘 

萬年曆（日期、星期、月份、閏年） 

月相  

  
錶殼 18K 白金 

直徑41.5毫米，厚度8.1毫米 

配有防磁軟鐵裝置 

透明藍寶石水晶錶底蓋 

防水經過5個巴大氣壓測試（約50米） 

 
錶盤 灰色光面、旭日紋緞面拉絲錶盤， 

帶有天鵝絨般光滑分鐘刻度圈 

18K 金時標，時針、分針均帶有白色夜光塗層 
 

錶鏈/錶帶 18K 白金，拋光緞面拉絲半馬耳他十字錶鏈 

配有可替換深灰色大方格紋手工縫製 

黑色牛皮襯裡密西西比短吻鱷魚皮錶帶 

配有可替換黑色橡膠錶帶 

 
錶扣 18K金錶鏈配有18K白金三片折疊式錶扣和按鈕， 

可供調節舒適度 

可替換錶帶配有18K白金針孔式錶扣 

 

展示盒 配有上錬鑰匙 

  
配件 配有校對筆  



 
 
 

技術規格 

 
  Overseas超薄 

 
型號 2000V/120G-B122 

 經日內瓦印記認證 

 
機芯 1120 

 由江詩丹頓自行研發並製造 

自動上錬機械機芯 

22K 金質Overseas擺砣 

直徑28.4毫米（12½法分），厚度2.45毫米 

動力儲存約40小時 

震動頻率為2.75赫茲 （每小時 19,800 次） 

144個零件 

36顆寶石 

  
顯示功能  小時、分鐘 

  
錶殼 18K 白金 

直徑40毫米，厚度7.5毫米 

配有防磁軟鐵裝置 

透明藍寶石水晶錶底蓋 

防水經過15個巴大氣壓測試（約150米） 

 
錶盤 灰色光面、旭日紋緞面拉絲錶盤， 

帶有天鵝絨般光滑分鐘刻度圈 

18K 金時標，時針、分針均帶有白色夜光塗層 

 
錶鏈/錶帶 18K白金，拋光緞面拉絲半馬耳他十字錶鏈 

配有可替換深灰色大方格紋手工縫製 

黑色牛皮襯裡密西西比短吻鱷魚皮錶帶 

配有可替換黑色橡膠錶帶 

 
錶扣 18K 金錶鏈配有18K白金三片折疊式錶扣和按鈕， 

可供調節舒適度 

可替換錶帶配有18K白金針孔式錶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