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HH 2016 日内瓦国际高级钟表展 

OVERSEAS 纵横四海系列，呈现全新世界观 
 
 

 

标志性杰作：重塑休闲优雅风范，致敬二十一世纪的旅行者 
  

日内瓦印记认证 
 

在象征旅行的风向玫瑰罗盘图案启发下，江诗丹顿创作了这款将简单与复杂功能相结合的全

新机芯 
 

专注顾客体验，采用可替换表链/表带确保腕表佩戴舒适性。 
  

 

江诗丹顿重塑其标志性经典系列——Overseas纵横四海系列。此次，江诗丹顿秉承休闲优雅和

坚固实用的原则推出了五款全新腕表（12个型号）。新款腕表均搭载品牌自家生产机芯——其

中包括三款全新机芯——是新一代彰显旅行精神的自动上链时计。该系列所有腕表，不论是采

用不锈钢还是金质，从基本显示到复杂功能，均镌刻日内瓦印记认证并搭配可轻松替换的表

链/表带，确保佩戴者不论身处何处都能享受舒适佩戴体验。除了基本显示功能（小时、分钟、

秒钟、包含或不配备日期显示）外，新系列还推出了计时和超薄款式。  
 
 

背景简介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制表业在防磁防水两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而这也正是江诗丹顿制作

运动腕表的两大出发点。1885 年，通过将钯、金、铜等金属零件结合，人们制造出世界首枚

防磁时计。1898 年，江诗丹顿推出了能够耐受极端环境的防水怀表，其极富特色的坚固表壳

设计更成为了当代运动腕表的先驱之作。1930 年代饰有旋入式表圈和表壳并采用蓝宝石水晶

材质的不锈钢腕表闪亮登场。除了鲜明的技术特色和运动外观，这些时计还为“基础”表壳搭配

了饰有十面圆角的立体装饰设计。数十年后，江诗丹顿又在 1970 年代对这一设计进行了重新

诠释，并推出了几款经典作品，包括在 1977 年推出，纪念品牌成立 222 周年的著名“222 型号”

腕表。这款运动腕表配有旋入式表圈和表底盖，防水深度可达 120 米。专为向往积极生活方

式的人群设计，同时也是 1996 年第一枚 Overseas 纵横四海系列腕表的灵感来源。该系列以旅

行精神和放眼世界的态度为基础，融合了多种精湛工艺，很快就成为了彰显江诗丹顿技艺水平

的代表作。Overseas 纵横 四海系列拥有动感流线型外观和标志性的表圈设计，其坚固的表底

盖上更是刻有著名航海家 Amerigo Vespucci 三桅帆船图案，仿佛在邀请您一同去七大洋探险。

多年来，江诗丹顿一直不断研发及完善 Overseas 纵横四海系列，比如在 2004 年推出的饰有品

牌徽标马耳他十字图案的金属表链腕表。2016 年，镌刻日内瓦印记的 Overseas 纵横四海全新

作品更将成为在二十一世纪扬帆启程的品牌力作。 
 
 
 
 
 

http://www.vacheron-constantin.com/cn/%E6%97%A5%E5%86%85%E7%93%A6%E5%8D%B0%E8%AE%B0.html


 
 
 

设计特色 
 

符合人体工学的流畅线条、微妙的光影效果和精致的制作工艺，让全新Overseas纵横四海新款

腕表在现代美学设计领域中独领风骚。表壳的曲线外观确保了其与表链或表带的无缝连接，工

艺精度与美学质感兼具。六面立体表圈设计和带有凹槽设计的柱状表冠也呼应着品牌的设计美

学。圆弧形的带有抛光及缎面修饰表圈及表壳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了精美的表盘，蓝宝石水晶盖

上下两面配备防眩目设计。表盘根据不同型号系列腕表共分为水晶蓝、银色调、玫瑰粉和灰光

面四种色调，更加彰显了腕表层次感，表盘花纹也在旭日纹、蜗形纹和天鹅绒般光滑打磨交替

变化。夜光指针和小时指示与环绕表圈内的金质边框相得益彰，而阿拉伯数字指示则保证了最

佳可读性。蓝宝石水晶旋入式表底盖可清晰欣赏到腕表内的22K金质摆砣，其上饰有为全球旅

行者指明方位基点的罗盘图案，更经过了喷砂、抛光和纹理加工等多道工序的处理。 
 

佩戴舒适，方便实用：自动上链机芯、搭配防水功能和可替换表链/表带 
 

为恪守Overseas纵横四海系列的旅行精神，此次推出的新品腕表能达到佩戴舒适，方便实用，

并充分满足各项需求。所有腕表均配有自动上链机械机芯。而软铁表壳衬圈则可有效保护腕表

免受磁场侵扰，确保了其精准度和耐用性。同时，透明旋入式表底盖还保证了超薄款和其他各

款腕表分别具有50米和150米的防水深度。 
 

全新Overseas纵横四海系列腕表的另一大特色便是零部件模块化，此次江诗丹顿推出了三款替

换便捷的不锈钢或贵金属表链——其所搭配的易拆卸替换装置更是提升了腕表的整体舒适性—

—真皮表带及橡胶表带也同样如此。表链/表带和折叠式扣/针孔式表扣上的原创替换装置，能

够让顾客在不需使用任何工具的情况下进行安全拆装替换，同时不影响表链或表带的坚固耐用

性。 
 

Overseas纵横四海系列表链/表带外观精致迷人：弧形金属缎面拉丝表链的抛光内角上刻有半

马耳他十字装饰；橡胶表带上也同样饰有这一江诗丹顿品牌徽标；平头短吻鳄鱼皮表带则搭配

了柔软舒适的牛皮衬里和针孔式表扣，将佩戴舒适度和运动美感完美结合。 

 
日内瓦印记，坚守 130 年的庄严承诺 
 

全新Overseas纵横四海系列全部镌刻日内瓦印记认证。作为至臻品质的最权威标识，日内瓦印

记诞生于1886年，由独立中立的机构进行认证，它不仅是时计原产地的证明，更是其优越品

质和卓越性能的尊贵象征。日内瓦印记只颁发给在日内瓦境内制作组装的腕表，同时腕表的机

芯构造和性能还要符合一系列极为严格的规定标准。 
 

对消费者来讲，日内瓦印记是对腕表原产地、持久性、精准度和专业技术的四重保证，在超高

生产标准的监督下制作出最坚固耐用且最具美学质感的完美之作，同时尊重并传承传统手工制

表工艺。自 1901 年以来，江诗丹顿一直是日内瓦印记最忠实的代言人。 

 
 
 
 
 
 
 
 



 
 
 

 

Overseas 纵横四海系列款式 
 

Overseas 纵横四海计时——5200 机芯 
 

镌刻有日内瓦印记的Overseas纵横四海计时搭载了江诗丹顿5200机芯，这款全新自动上链机芯

由江诗丹顿自行研发并制作。经过五年的研发，这款机芯包含了263件零件，这些零件在导柱

轮的协调下实现了计时开始、停止和重置等功能，同时纵向连轴离合装置还能有效减缓手部震

动对计时开始时所造成的影响。江诗丹顿新款计时腕表中的标志性特色，导柱轮上的螺钉采用

了品牌经典的马耳他十字图案。5200机芯配置的双发条盒可增强扭矩和腕表可靠性，并保证

超过50小时的动力储存。腕表内置的软铁衬圈可保护腕表免受磁场干扰，精准显示小时、分钟、

秒钟、计时和日期显示。所有功能均显示于银色调或蓝色面盘，面盘上饰有旭日纹、蜗形纹及

天鹅绒般光滑打磨润饰。另外，金色指针和小时指示还增添了夜光涂层，以确保最佳可读性。 
 

Overseas纵横四海计时腕表分为不锈钢和18K粉红金直径42.5毫米表壳两款。旋入式按把、表冠

和表底盖保证了腕表150米的防水深度，透过透明底盖更可一窥饰有风向玫瑰罗盘图案的22K

金质摆砣的风采。每枚全新不锈钢计时腕表均配有三款可替换表链/表带：带有易拆卸替换装

置的不锈钢表链、橡胶表带和真皮表带。后两款配有同款可替换不锈钢折叠表扣。粉红金款则

搭配有真皮和橡胶两款表带，两款均配有同款可替换粉红金折叠表扣。 
 

Overseas 纵横四海——5100 机芯 
 

小时、分钟、秒钟、日期：Overseas纵横四海通过独具自然气息设计呈现出基本功能。腕表搭

配41毫米不锈钢或18K粉红金表壳，搭载由江诗丹顿自行研发并制作的全新5100机芯。机芯共

有172个零件，振动频率每小时28,800次，双发条盒（保证调速机构接收到稳定的动力输出）

可确保超过60小时的动力储存。透过透明旋入式表底盖还可一窥饰有风向玫瑰罗盘图案的22K

金质摆砣的风采。这款镌刻日内瓦印记认证的时计配有蓝色或银色调表盘及金色夜光涂层指针

和小时指示，防水深度150米，机芯外的软铁衬圈还具有防磁功效。腕表配有三款可替换表链/

表带：带有易拆卸替换装置的不锈钢表链及橡胶和真皮表带各一条。后两款配有同款可替换不

锈钢折叠式表扣。粉红金款则配有真皮表带和一条配有可替换粉红金折叠表扣的橡胶表带。 

 

Overseas 纵横四海小型号——5300 机芯 
 

Overseas纵横四海小型号的六面立体表圈上优雅装饰着总重超过1克拉的84颗圆形切割钻石。

不锈钢或18K粉红金的37毫米表壳中央搭载了由江诗丹顿自行研发并制作的5300机芯。这款拥

有128个零件的自动上链机械机芯除小时和分钟显示功能外，还在9点钟位置设有小秒针，并

拥有近两天的动力储存。Overseas纵横四海小型号拥有玫瑰粉和蓝色两款表盘。金色夜光涂层

指针和小时指示不仅清晰显示，更在表盘的衬托下相映生辉。腕表底盖设计也毫不逊色，透过

它可一窥饰有风向玫瑰罗盘图案的22K金质摆砣的风采。镌刻有日内瓦印记认证的Overseas纵

横四海小型号配有可替换表链/表带。其中不锈钢款搭配三款可替换表链/表带和可替换折叠式

表扣，而粉红金款则搭配有两款或三款表链/表带和可替换折叠搭扣或针扣式表扣。 

 

Overseas 纵横四海超薄万年历——1120 QP 机芯 
 

Overseas纵横四海超薄万年历将复杂工艺和系列低调内敛的风格完美结合。这款镌刻有日内瓦

印记的时计仅在江诗丹顿专卖店发售，腕表搭载了江诗丹顿1120 QP机芯，这款超薄自动上链



 
 
 

机械机芯配有万年历和月相功能。机芯共包含276个零件，而厚度仅有4.05毫米，要在如此环

境之下实现诸多功能对品牌微型化工艺是一大考验，特别是此款机芯还配置了万年历功能，而

江诗丹顿的精湛工艺成功地确保腕表在2100年之前均不需要进行任何调试。1120 QP机芯振动

频率为每小时19,800次，动力储存约为40小时，具备小时、分钟、万年历、星期、日期、月份、

48个月闰年和月相显示功能。18K白金41.5毫米表壳内搭配了带有蓝色装饰点缀的灰色表盘，

而透过蓝宝石水晶表底盖更可一窥饰有风向玫瑰罗盘图案和精致纹理的22K金质摆砣的风采。

这款完美适配任意场合的全新腕表配有可替换白金表链和易拆卸替换装置，并配有同款白金

针孔式表扣的真皮和橡胶表带各一条。 

 

Overseas 纵横四海超薄——1120 机芯 
 

Overseas纵横四海超薄腕表气质清雅。这款镌刻有日内瓦印记的腕表仅在江诗丹顿专卖店发售。

18K白金40毫米超薄表壳内搭载有1120机芯，这款由江诗丹顿自行研发并制作的超薄自动上链

机械机芯共有144个零件，但厚度却仅有2.45毫米。Overseas纵横四海超薄的动力储存约为40小

时，金色夜光涂层指针和小时指示缓缓滑过优雅的灰色表盘。表底盖采用了蓝宝石水晶材质，

内置有22K金质摆砣，摆砣上不仅饰有风向玫瑰罗盘图案，更采用了抛光、喷砂和纹理加工工

艺。腕表搭配有白金表链和易拆替换装置，及配有白金针孔式表扣的真皮和橡胶表带各一条。 
 
 

如需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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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规格 

  Overseas纵横四海计时 
 

型号  5500V/110A-B075–银色调表盘 

 5500V/110A-B148–蓝色表盘 

 经日内瓦印记认证 
 

机芯 5200 

由江诗丹顿自行研发并制造 

自动上链机械机芯 

22K金质Overseas纵横四海摆砣 

直径30.6毫米（13¼法分） 

厚度6.6毫米 

动力储存约52小时 

振动频率为4赫兹 （每小时 28,800 次） 

263个零件 

54颗宝石 
  

显示功能 小时、分钟 

小秒针位于9点钟位置 

日期 

导柱轮计时功能（30分钟和12小时计时器） 
   

表壳 不锈钢 

直径42.5毫米，厚度13.7毫米 

配有防磁软铁装置 

旋入式表冠和90度扭锁按把 

透明蓝宝石水晶表底盖 

防水经过15个巴大气压测试（约150米） 

 

表盘 银色调/蓝色光面、旭日纹缎面拉丝表盘， 

带有天鹅绒般光滑边缘及蜗型纹计时 

18K 金时标，时针、分针均带有白色夜光涂层 

 

表链/表带 不锈钢，抛光缎面拉丝半马耳他十字表链 

配有可替换黑色/蓝色大方格手工缝制 

黑色牛皮衬里密西西比短吻鳄鱼皮表带 

配有可替换黑色/蓝色橡胶表带 
 

表扣 不锈钢三片折叠式表扣，配有按钮，可供调节舒适度 

配有不锈钢三片折叠式表扣，配有按钮及 

可与两种替换表带完美匹配的替换装置（专利申请中） 
  



 
 
 

技术规格 
 

  Overseas纵横四海计时 
 

型号 5500V/000R-B074 

 经日内瓦印记认证 
 

机芯 5200 

由江诗丹顿自行研发并制造 

自动上链机械机芯 

22K金质 Overseas纵横四海摆砣 

直径30.6毫米（13¼法分），厚度6.6毫米 

动力储存约52小时 

振动频率为4赫兹 （每小时 28,800 次） 

263个零件 

54颗宝石 
  

显示功能 小时、分钟 

小秒针位于9点钟位置 

日期 

导柱轮计时功能（30分钟和12小时计时器） 
   

表壳 18K 5N 粉红金 

直径42.5毫米，厚度13.7毫米 

配有防磁软铁装置 

旋入式表冠和90度扭锁按把 

透明蓝宝石水晶表底盖 

防水经过15个巴大气压测试（约150米） 
 

表盘 银色调光面、旭日纹缎面拉丝表盘， 

带有天鹅绒般光滑边缘及蜗型纹计时器 

18K 金时标，时针、分针均带有白色夜光涂层 
 

表带 棕色大方格纹手工缝制黑色牛皮衬里 

密西西比短吻鳄鱼皮表带 

配有可替换棕色橡胶表带 
 

表扣 18K 5N 粉红金三片折叠式表扣，配有按钮及 

可与替换表带完美匹配的替换装置（专利申请中） 
  



 
 
 

技术规格 
 

  Overseas纵横四海 
 

型号 4500V/110A-B126–银色调表盘 

 4500V/110A-B128–蓝色表盘 

 经日内瓦印记认证 
 

机芯 5100 

 由江诗丹顿自行研发并制造 

 自动上链机械机芯 

 22K 金质 Overseas纵横四海摆砣 

 直径30.6毫米（13¼法分），厚度4.7毫米 

 动力储存约60小时 

 振动频率为4赫兹 （每小时 28,800 次） 

 172个零件 

 37颗宝石 
  

显示功能 小时、分钟 

 中央秒针 

日期  
 

表壳 不锈钢 

直径41毫米，厚度11毫米 

配有防磁软铁装置 

旋入式表冠 

透明蓝宝石水晶表底盖 

防水经过15个巴大气压测试（约150米） 
 

表盘 银色调/蓝色光面、旭日纹缎面拉丝表盘， 

带有天鹅绒般光滑边缘 

18K金时标，时针、分针均带有白色夜光涂层 

 

表链/表带 不锈钢，抛光缎面拉丝半马耳他十字表链 

 配有可替换黑色/蓝色大方格纹手工缝制 

黑色牛皮衬里密西西比短吻鳄鱼皮表带 

配有可替换黑色/蓝色橡胶表带 
 

表扣 不锈钢表链配有不锈钢三片折叠式表扣和按钮， 

可供调节舒适度 

配有三片折叠式表扣，配有按钮及 

可与替换表带完美匹配的替换装置（专利申请中） 
  



 
 
 

技术规格 
 

  Overseas纵横四海 
 

型号  4500V/000R-B127 

  经日内瓦印记认证 
 

机芯 5100 

 由江诗丹顿自行研发并制造 

自动上链机械机芯 

 22K 金质Overseas纵横四海摆砣 

 直径30.6毫米（13¼法分），厚度4.7毫米 

 动力储存约60小时 

 振动频率为4赫兹 （每小时 28,800 次） 

 172个零件 

 37颗宝石  
 

显示功能 小时、分钟 

 中央秒针 

日期  
  

表壳 18K 5N 粉红金 

直径41毫米，厚度11毫米 

配有防磁软铁装置 

旋入式表冠 

透明蓝宝石水晶表底盖 

防水经过15个巴大气压测试（约150米） 
 

表盘 银色调光面、旭日纹缎面拉丝表盘， 

带有天鹅绒般光滑边缘 

18K 金时标，时针、分针均带有白色夜光涂层 
 

表带 棕色大方格纹手工缝制黑色牛皮衬里 

密西西比短吻鳄鱼皮表带 

配有可替换棕色橡胶表带 
 

表扣 真皮表带配有18K 5N粉红金三片折叠式表扣， 

配有按钮及可与替换表带完美匹配的替换装置 

（专利申请中） 
 

  



 
 
 

技术规格 

  Overseas纵横四海小型号 
 

型号  2305V/100A-B078 – 玫瑰粉表盘 

  2305V/100A-B170 – 蓝色表盘 
 经日内瓦印记认证 

 

机芯 5300  

 由江诗丹顿自行研发并制造 

自动上链机械机芯 

22K 金质 Overseas纵横四海摆砣 

直径22.6毫米（9¾法分），厚度4毫米 

动力储存约44小时 

振动频率为4赫兹 （每小时 28,800 次） 

128个零件 

31颗宝石 
  

显示功能  小时、分钟 

小秒针位于9点钟位置  

  

表壳 不锈钢 

镶钻表圈（84颗圆形切割钻石） 

直径37毫米，厚度10.8毫米 

配有防磁软铁装置 

旋入式表冠 

透明蓝宝石水晶表底盖 

防水经过15个巴大气压测试（约150米） 
 

表盘 玫瑰粉色光面、旭日纹缎面拉丝表盘， 

带有天鹅绒般光滑分钟刻度圈 

18K 金时标，时针、分针均带有白色夜光涂层 
 

表链/表带  不锈钢，抛光缎面拉丝半马耳他十字表链 

配有可替换玫瑰粉/蓝色大方格纹手工缝制 

黑色牛皮衬里密西西比短吻鳄鱼皮表带 

配有可替换玫瑰粉/蓝色橡胶表带 
 

表扣 不锈钢表链配有不锈钢三片折叠式表扣和按钮， 

可供调节舒适度 

配有三片折叠式表扣，配有按钮及 

可与替换表带完美匹配的替换装置（专利申请中） 
  

镶钻总数 84颗圆形切割钻石，重约1克拉  



 
 
 

技术规格 
  

 Overseas纵横四海小型号 
 

型号  2305V/100R-B077 
  2305V/000R-B077 
 经日内瓦印记认证 

 

机芯 5300 

 由江诗丹顿自行研发并制造 

 自动上链机械机芯 

22K 金质Overseas纵横四海摆砣 

直径22.6毫米（9¾法分），厚度4毫米 

动力储存约44小时 

振动频率为4赫兹 （每小时 28,800 次） 

128个零件 

31颗宝石 
  

显示功能 小时、分钟 

小秒针位于9点钟位置  
  

表壳 18K 5N 粉红金 

镶钻表圈（84颗圆形切割钻石） 

直径37毫米，厚度10.8毫米 

配有防磁软铁装置 

旋入式表冠 

透明蓝宝石水晶表底盖 

防水经过15个巴大气压测试（约150米） 
 

表盘 玫瑰粉色光面、旭日纹缎面拉丝表盘， 

带有天鹅绒般光滑分钟刻度圈 

18K 金时标，时针、分针均带有白色夜光涂层 
 

表链/表带 2305V/100R-B077: 18K 5N 粉红金， 

抛光缎面拉丝半马耳他十字表链 

18K 5N 粉红金三片折叠式表扣和按钮， 

可供调节舒适度 

配有可替换玫瑰粉大方格纹手工缝制 

黑色牛皮衬里密西西比短吻鳄鱼皮表带 

配有可替换玫瑰粉橡胶表带 

可替换表带均配有18K 5N粉红金针孔式表扣 
 



 
 
 

2305V/000R-B077: 玫瑰粉大方格纹手工缝制 

黑色牛皮衬里密西西比短吻鳄鱼皮表带 

配有可替换玫瑰粉橡胶表带 

配有18K 5N 粉红金三片折叠式表扣，配有按钮及 

可与替换表带完美匹配的替换装置（专利申请中） 
  

镶钻总数 84颗圆形切割钻石，重约1克拉 
  



 
 
 

技术规格 
 

 Overseas纵横四海超薄万年历 
 

型号  4300V/120G-B102 

  经日内瓦印记认证 
 

机芯 1120 QP 

 由江诗丹顿自行研发并制造 

自动上链机械机芯 

22K 金质 Overseas纵横四海摆砣 

直径29.6毫米（12½法分），厚度4.05毫米 

动力储存约40小时 

振动频率为2.75赫兹 （每小时 19,800 次） 

276个零件 

36颗宝石 
  

显示功能 小时、分钟 

万年历（日期、星期、月份、闰年） 

月相  
  

表壳 18K 白金 

直径41.5毫米，厚度8.1毫米 

配有防磁软铁装置 

透明蓝宝石水晶表底盖 

防水经过5个巴大气压测试（约50米） 

 

表盘 灰色光面、旭日纹缎面拉丝表盘， 

带有天鹅绒般光滑分钟刻度圈 

18K 金时标，时针、分针均带有白色夜光涂层 
 

表链/表带 18K 白金，抛光缎面拉丝半马耳他十字表链 

配有可替换深灰色大方格纹手工缝制 

黑色牛皮衬里密西西比短吻鳄鱼皮表带 

配有可替换黑色橡胶表带 
 

表扣 18K金表链配有18K白金三片折叠式表扣和按钮， 

可供调节舒适度 

可替换表带配有18K白金针孔式表扣 
 

展示盒 配有上链钥匙 
  

配件 配有校对笔  



 
 
 

技术规格 
 

  Overseas纵横四海超薄 
 

型号 2000V/120G-B122 
 经日内瓦印记认证 

 

机芯 1120 

 由江诗丹顿自行研发并制造 

自动上链机械机芯 

22K 金质Overseas纵横四海摆砣 

直径28.4毫米（12½法分），厚度2.45毫米 

动力储存约40小时 

振动频率为2.75赫兹 （每小时 19,800 次） 

144个零件 

36颗宝石 
  

显示功能  小时、分钟 
  

表壳 18K 白金 

直径40毫米，厚度7.5毫米 

配有防磁软铁装置 

透明蓝宝石水晶表底盖 

防水经过15个巴大气压测试（约150米） 
 

表盘 灰色光面、旭日纹缎面拉丝表盘， 

带有天鹅绒般光滑分钟刻度圈 

18K 金时标，时针、分针均带有白色夜光涂层 
 

表链/表带 18K白金，抛光缎面拉丝半马耳他十字表链 

配有可替换深灰色大方格纹手工缝制 

黑色牛皮衬里密西西比短吻鳄鱼皮表带 

配有可替换黑色橡胶表带 
 

表扣 18K 金表链配有18K白金三片折叠式表扣和按钮， 

可供调节舒适度 

可替换表带配有18K白金针孔式表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