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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绘珐琅示例效果图，呈现了卢浮宫馆藏中，法
国新古典主义画家Jacques-Louis David的画作
《帕里斯和海伦的爱情》（The Loves of Paris 
and He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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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诗丹顿向合作伙伴卢浮宫博物馆捐赠一枚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腕表，倾力助阵“以
卢浮宫之名（Bid For the Louvre）”线上专场拍卖会 

• 这枚独一无二的定制款腕表将在表盘上运用微绘珐琅或灰阶珐琅工艺，栩栩再现卢浮宫馆
藏中的一件艺术杰作，具体艺术作品的最终选择权归属于竞拍成功的藏家。

• 卢浮宫的策展人和江诗丹顿的艺术大师们将与腕表藏家携手打造这枚绝无仅有的臻品时
计。同时，藏家亦将展开一次从巴黎到日内瓦的难忘旅程。 

• 本次拍卖会集结了全球众多精品品牌及当代艺术家们的作品，拍品的所有收益将悉数捐
献，旨在支持卢浮宫的共济（solidarity）社会教育项目。

日内瓦，2020年11月27日——缘于2019年起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今年江诗丹顿与卢浮宫正
式启动共创项目。12月1日至15日，卢浮宫将联合佳士得拍卖行，在巴黎德鲁奥（Drouot）拍
卖行的支持下，举办“以卢浮宫之名（Bid For the Louvre）”线上专场拍卖会。江诗丹顿将
为此次拍卖呈献一枚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定制款时计杰作，更将为竞得此枚作品的藏家
带来一次与众不同的难忘体验，感受巴黎和日内瓦双城间，艺术与工艺的美妙邂逅。

江诗丹顿很荣幸能助力卢浮宫此次在2020年12月1日至15日举办的“以卢浮宫之名（Bid For 
the Louvre）”拍卖会。拍卖活动仅在佳士得（Christie’s）官网上举行，所有收益将悉数
捐赠给卢浮宫博物馆的共济（solidarity）社会教育项目。多件举世无双的珍品将参与本次拍
卖，其中，江诗丹顿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腕表是钟表类的唯一拍品。江诗丹顿一直与艺
术、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也致力于保护和传承不同形式的艺术珍品及文化遗产，参与此次拍
卖会可谓相得益彰。

江诗丹顿全球行政总裁陆意斯（Louis Ferla）先生表示，“我们很荣幸能与杰出的艺术家和品
牌一起参加此次由卢浮宫和佳士得共同举办的拍卖会，为卢浮宫的共济(solidarity)社会教育项
目助力。自从一年前建立正式合作伙伴关系以来，江诗丹顿一直携手卢浮宫，致力于匠心艺术
和精湛工艺的传承与发扬，而在全球面临重重艰难与挑战的当下，此举更加意义重大。我们
为这次拍卖会带来了一枚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腕表，可以根据最终成功竞拍的藏家的意
愿，以卢浮宫的现有藏品为基础进行定制，打造出一枚真正的独一无二之作。此举彰显了江诗
丹顿的品牌定位，以及传扬文化、沟通艺术情感的使命。”

在成功拍得这枚卓越时计后，藏家可以与卢浮宫的专家及江诗丹顿的艺术大师们一同参与时计
的定制创作过程。首先，在卢浮宫馆藏中选择一件艺术珍品，由江诗丹顿的艺术大师栩栩再现
于表盘上；选择铂金、粉红金或白金作为表壳材质；亦可在军官式表底盖上进行雕刻；以及选
择心仪的表带材质和色彩。这枚时计将搭载品牌自制2460 SC机芯，无论走时的精准性，还是
细腻的修饰打磨工艺，均秉承了江诗丹顿严苛的品质标准和高级制表传统。

© Musée du Louvre, Olivier Ouad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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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盘上的精妙艺术

成功拍得这枚腕表的藏家将受邀从巴黎启程，踏上难忘的钟表之旅。首先，藏家将在资深专业
人士的导览下，在卢浮宫体验一次私享之旅，从馆藏的绘画和雕塑作品中挑选一件心仪的艺术
珍品，再由江诗丹顿艺术大师运用珐琅工艺在表盘上进行惟妙惟肖的艺术再现。江诗丹顿珐琅
大师将根据最终选定的艺术珍品和藏家的偏好，选择微绘珐琅或灰阶珐琅工艺来呈现。
微绘珐琅是一门极为精巧的技艺，江诗丹顿此次将采用的是“日内瓦式技法”——最早可追溯
至18世纪，只有极少数熟练掌握珐琅釉料和烧制技法的经验丰富的工匠，才能驾驭这一复杂精
细的工艺。微绘珐琅的挑战性主要在于，要根据原作的光影和色彩调配出丰富而微妙的釉彩，
放入窑炉在8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下反复烧制二十次以上，珐琅艺术大师需要时刻敏锐地把握
其颜色和光泽的变化。
灰阶珐琅工艺则最早出现于16世纪，指运用一种名为“利摩日白”的罕见白色珐琅釉料，在以
深色釉彩覆盖的金质表盘上逐层绘制。每绘制一层釉料，便要送入窑炉中烧制一次。烧制时间
需严格遵循传统技法，精确到秒。

微绘珐琅示例效果图，呈现了卢浮宫馆藏中，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
Jacques-Louis David的画作《帕里斯和海伦的爱情》

（The Loves of Paris and Helen）。

表盘灵感源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威尼斯画派画家Paolo Veronese的作品《青年与老年 - 农业之神萨
图尔努斯》（Youth and Age - Saturn），专为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的HOMO FABER展览而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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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个性化选择

拍下这枚独一无二的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腕表的藏家，将参与到时计创作的过程中去，
包括受邀至江诗丹顿日内瓦总厂进行私人访问，并与创意部门的设计师、制表大师、珐琅大
师、以及雕刻大师当面沟通表款的创作细节，进行丰富的个性化选择。
这枚非凡的时计杰作将搭载江诗丹顿自制2460 SC自动上链机芯，可个性选择铂金、粉红金或
白金作为表壳材质，在表壳和军官式表底盖上镌刻精美图案，为表带选择心仪的材质、颜色、
缝线和图纹等。
透过透明的表底盖，可以欣赏到马耳他十字造型的22K金质摆陀，以镂雕工艺装饰，美不胜
收；同时也可将机芯上精细的手工修饰、倒角装饰、圆形粒纹和抛光打磨尽收眼底，每一处细
节无不展现出高级制表的精湛技艺。
经历这一系列的独特体验之后，藏家最终将收获一枚独一无二的时计作品，并随附两份认证证
书，一份来自江诗丹顿，另一份则来自卢浮宫博物馆，以证明此时计是官方认证的馆藏艺术品
复刻之作。

江诗丹顿Métiers d'Art 艺术大师系列  – “向舞蹈艺术致
敬”腕表，灰阶珐琅表盘，生动再现了法国印象派画家埃

德加·德加（Edgar Degas）的知名画作。

江诗丹顿Métiers d'Art 艺术大师系列 - 夏加尔与巴黎歌剧院“致敬著名作曲家”腕表。
微绘珐琅表盘巧妙再现了知名艺术家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1964年为巴黎加尼耶歌剧
院绘制的恢弘穹顶的精巧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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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作为卢浮宫博物馆（Louvre Museum）的合作伙伴，江诗丹顿将参加卢浮宫于12月1日
至15日在佳士得拍卖行官网（www.christies.com）举办的“以卢浮宫之名（Bid For the 
Louvre）”线上专场拍卖会，并捐赠一枚独一无二的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定制款腕表。
这不仅是一枚珍贵的时计杰作，更让藏家能通过这一难得的机会，在巴黎和日内瓦之间展开一
次与众不同的难忘体验，感受艺术与工艺的美妙邂逅。在巴黎，藏家将在卢浮宫中进行私享
之旅，从丰富的馆藏中选择一件艺术珍品，由江诗丹顿艺术大师运用微绘珐琅或灰阶珐琅工艺
栩栩再现于表盘上。在日内瓦，藏家将造访江诗丹顿日内瓦总厂，在丰富的个性化选择中尽
情抒发自己的巧思，参与打造这枚独一无二的时计。时计的拍卖收益将用于支持卢浮宫的共济
（solidarity）社会教育项目。参与此次拍卖会的全球精品品牌和当代艺术家们均将悉数捐献
所有拍品的收益，为这一项目提供慷慨支持。

江诗丹顿设计师手绘稿示例，将腕表藏家选择的
艺术作品纤毫毕现地再现于画纸上，品牌珐琅大
师再以此为基础，进行表盘创作。

灰阶珐琅表盘示例，灵感来源于法国巴洛克
雕塑家Guillaume Coustou的作品《马利的
骏马》（Horse of M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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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示例基于卢浮宫馆藏艺术品的潜在创作 

A: 《美惠三女神》（The Three Graces），植物、生命与美丽之
神，阿波罗的女伴 / 创作于公元二世纪

 1609年，法国雕塑家Nicolas Cordier对这组群雕进行了修复
 发现于意大利罗马的西里欧山（Mount Caelius）
  
B: 法国18世纪著名女画家Elisabeth Vigée le Brun与女儿的自画像

B: 法国巴洛克画派早期代表人物Pierre Paul Rubens的画作《安吉
亚里之战》（The Battle of Anghiari）

D: 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画家Paul Véronèse画作《丘比特打败邪恶》
（Jupiter striking down the vices）

E: 阿弗洛狄忒，《米洛的维纳斯》（Venus de Milo），也称“断
臂维纳斯”

F: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Giuseppe Arcimboldo的画作《秋》
（Aut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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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以卢浮宫之名（Bid For the Louvre）”线上拍卖会
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定制款腕表

机芯 2460 SC
 江诗丹顿自行研发并制造  
 自动上链机械机芯
 直径26.20毫米（11¼法分），厚度3.60毫米
 机芯动力储存：约40小时 
 振动频率4赫兹（每小时28,800次） 
 182个零件
 27颗宝石
 经日内瓦印记认证的时计

显示功能 小时、分钟和中央秒针  

表壳 铂金、18K 5N粉红金或18K白金
 军官式表底盖，饰有定制化雕刻图案 
 直径40毫米，厚度9.42毫米

表盘 微绘珐琅或灰阶珐琅工艺，取决于藏家选择的卢浮宫艺术作
品

 18K 5N粉红金或18K白金指针

表带 密西西比 鳄鱼皮表带或小牛皮表带
 个性化缝线和色彩选择

表扣 18K 5N粉红金或18K白金针扣

展示盒 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专属表盒

独一无二的时计  
卢浮宫认证证书，以证明此时计是官方认证的馆藏艺术品复刻之作
江诗丹顿全球联保证书
日内瓦印记认证证书

Hands fitting

Calibre 2460 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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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vacheronconstantin/
https://www.youtube.com/user/vacheronconstantin
https://www.instagram.com/vacheronconstant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