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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宝 龙 — 始 于 18 5 8 年 的 制 表 大 师

万宝龙的制表故事始于1858年。那一年，查理斯·伊凡·罗伯特在瑞士汝拉山脉的维
莱尔创建了一个钟表厂。这标志着拥有悠久历史的美耐华时代正式起航，尽管他当时

并没有意识到。在之后的一个半世纪，美耐华表厂成为全球专业精密计时器领域的行

业先锋。

到了1880年代，美耐华表厂已凭借其创新的表冠上链怀表积累起卓著的声誉，超越
一众采用独立钥匙上链工艺的传统制表厂。而这，还仅仅只是开始。美耐华表厂之后

将重点转向精密计时器，并成为专业怀表和码表制造业的行家。这一转变始于美耐华

表厂制作了一系列单钮计时码表，该制作工艺于1916年达到更高峰——生产出了精
确到1/100秒的计时码表。仅仅几年之后，美耐华便发明了13.20机芯，这是有史以来
首批为腕表开发的手动上链单钮计时机芯之一，标志着制表业翻开了全新篇章。大约

在十年之后，富有传奇色彩的17.29机芯首次亮相，超薄的单钮计时码表设计，厚度仅
为5.6毫米。

从初建一直延续至今的美耐华表厂依然充满活力，现在，它已成为万宝龙位于维莱尔

的生产基地。在这里，每一个组件都经过人工精心打造和装饰，即使是游丝也不例外。

美耐华的制表师掌握了完整的手工制作游丝的独家技艺，这在全球的钟表制造厂商

中都较为少见。游丝的长度不是用当今的电子设备测量，而是采用传统技法，由制表

师那双经过千锤百炼的肉眼来测定，从而实现超高的精准度。

从怀表到腕表 

明星系列腕表借鉴了美耐华怀表的经典元素，展现了19世纪后期的
正统美感与隽永高雅。如今，美耐华将其专业技艺应用于内部复杂

功能，延续了其一贯的高级制表传统。

从军事时计到探险 

早在1920年代，美耐华表厂就制作了数款专门为山地探险和军事用
途而设计的腕表，搭载19.09、13.20和17.29等机芯。如今的万宝龙
1858系列腕表从山地探险的世界中汲取灵感，在设计中体现了崇尚
回归自然的当代潮流，重新诠释美耐华的传统怀表和计时码表。

明星系列 
正统高雅 
1858 – 1930

万宝龙 1858系列 
山地探险 
1920 – 1930

从历史到经典传承

万宝龙传承系列从上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的美耐华腕表中汲取灵感，

将精致典雅的制表工艺与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融为一体。穹形表盘、

点状指示刻度以及玻璃盒水晶等复古美学与瑰丽的表盘颜色相得

益彰。

从仪表板到手腕 

在其风头正盛的当年，美耐华作为精密时计领域的专家，为赛车手提

供精确到1/100秒的码表。今天，时光行者系列的设计让人重新回想
起过去赛车年代的辉煌与荣耀，以典雅迷人的方式见证对极致性能

和突破创新的不懈追求。

万宝龙传承系列 
精致典雅 
1940 – 1950

时光行者系列 
赛车辉煌 
1910 – 1960

猎人怀表 

源于1910年
明星系列 

全日历腕表

军事计时码表 

源于1930年
万宝龙1858系列 
南北半球世界时腕表

双钮计时码表 

源于1945年
万宝龙传承系列 

单钮计时码表

拉力计时码表 

源于1960年
时光行者系列 

自制计时码表

两 座 非 凡 表 厂 ， 一 种 炽 热 情 怀 。

万宝龙美耐华表厂也沿袭了其前身表厂的精湛技艺。在这里，万宝龙机芯与创新中心

不断丰富精湛的瑞士制表工艺，并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制表师追随美耐华足迹，

开发出悬浮式外置陀飞轮，其摆轮齿轮比表盘高出3.2毫米，看起来似乎悬浮在表盘
上方。这些从高度复杂功能性计时码表中所采用的技艺同样也适用于制作小型功能

性复杂时计。在表厂的工作室内，全部机芯组件均由手工精心打造和装饰，并采用传

统方式制作。制表大师给棱边倒角，打磨细小的齿轮，并以传统的圆形粒纹和“日内瓦

波纹”对夹板和板桥进行装饰。若要打造精致的摆轮游丝，制表大师的精湛技艺不可

或缺，而能掌握这一工艺的制表商可谓少之又少。里诺表厂是万宝龙的腕表与质量

中心，传统制表工艺与全新技术在这里实现紧密融合。从美学设计到精心打造和组装

原型，里诺表厂具备了非凡时计辉煌问世所需的一切专业技能。万宝龙表厂的制表水

平彰显于非凡工艺和隽永优雅的设计，它深深根植于每一件万宝龙时计之中。无论是

复杂腕表的鸿篇巨制，还是精致三针腕表的画龙点睛，万宝龙对经典制表的孜孜追求

从未停息。

一件万宝龙时计的诞生，需要世代相传的知识和经验、年复一年的研发、数百小时的

精工细作。在精湛技艺与渊博学识的世代传承之下，万宝龙维莱尔和里诺表厂的制表

大师将他们的骄傲、激情与灵魂深深融入了每一件时计中。

在这500小时的测试过程当中，腕表将面临各种苛刻条件的考验：日常佩戴的摩擦
和磨损、防水性能、表冠的反复设置和重置、多变的气候条件，以及特定功能的使用。 

严格的测试，一丝不苟的标准，保证时计高品质性能。

只有经万宝龙里诺表厂质量保障团队认证，腕表已无愧于万宝龙严格的质量标准， 

才能正式出厂。每一块经过万宝龙实验室500小时测试的时计，都获签发一张独立的
测试证书——这是万宝龙严格标准和高品质的证明，值得信赖、相伴终生。

难以计数的精密零件经过谨慎小心的组装之后，所有时计都将接受万宝龙实验室

500小时的严格测试程序，这是万宝龙时计出厂前的标志过程。

万 宝 龙 实 验 室 5 0 0 小 时 测 试 ： 

保 证 高 品 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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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宝 龙 1 8 5 8 系 列  

探险精神

万 宝 龙 18 5 8 系 列

在整个1920到1930年代，美耐华表厂制作了数款专门为山地探险
和军事用途而设计的腕表。这些腕表专为严苛的户外环境打造，表盘

清晰易读、准确性高且非常坚固，当然外观也同样出众。正是因为这

些原因，我们选择了这几款备受推崇的时计作为万宝龙1858系列的
灵感来源。

今年，我们在数个型号的表款中添加了深蓝色设计，以此来致敬探

险家会面对的严峻地形挑战：极地与冰川。其中包括万宝龙1858系
列南北半球世界时腕表，搭载带南半球和北半球的自制世界时复杂

功能，每24小时旋转一圈。表壳材质选用5级钛金属，提高舒适度和
轻盈感，双向旋转表圈由精钢和蓝色陶瓷制成。该系列囊括了丰富的

产品选择，包括拥有醒目蓝色表盘的双秒追针计时码表、精钢表盘搭

配青铜表圈和表冠的精致复古自动上链24小时腕表，以及采用精钢
或青铜表盘的单钮计时码表。

万 宝 龙 18 5 8 系 列 双 秒 追 针 计 时 码 表

全新万宝龙1858系列双秒追针计时码表搭载自制单钮MB M16.31
计时机芯，集成复杂的双秒针或“追针计时”复杂功能。由美耐华表

厂采用传统工艺制作，兼具美观与实用性。透明的表背让您可欣赏

这款时计内部精致而又令人叹为观止的构造。堪属业内超大尺寸的

螺丝摆轮、经过倒角的棱边、传统的圆形粒纹和“日内瓦波纹”装饰

条纹，延续了美耐华历久弥新的工艺元素。

万 宝 龙 18 5 8 系 列 自 动 上 链 24 小 时 腕 表

万宝龙1858系列自动上链24小时腕表是一款外观简约、功能精巧
的24小时显示手表，还可用作指南针。如果您位于北半球，只需将
手表水平放于地面并旋转，直至时针指向太阳，这时指南针刻度盘

上的方位基点将精准对齐。

万宝龙1858系列单钮计时码表

型号：  125582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单钮计时码表

表壳：  精钢

表盘：  黑色表盘搭配米黄色夜光阿拉伯数字时标；

测距仪刻度圈

尺寸：  42毫米；14.7毫米

万宝龙1858系列单钮计时码表 

限量款—1858枚

型号：  125583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单钮计时码表

表壳：  青铜

表盘：  黑色表盘搭配米黄色夜光阿拉伯数字时标；

测距仪刻度圈

尺寸：  42毫米；14.7毫米

万宝龙1858系列单钮计时码表

型号：  125581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单钮计时码表

表壳：  精钢

表盘：  黑色表盘搭配米黄色夜光阿拉伯数字时标；

测距仪刻度圈

尺寸：  42毫米；14.7毫米

万宝龙1858系列南北半球世界时腕表 

型号：  125565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自制世界时复杂功能

表壳：  钛金属

表盘：  蓝色表盘搭配白色夜光阿拉伯数字时标和指示刻度

尺寸：  42毫米；12.8毫米

万宝龙1858系列南北半球世界时腕表 

型号：  125567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自制世界时复杂功能

表壳：  钛金属

表盘：  蓝色表盘搭配白色夜光阿拉伯数字时标和指示刻度

尺寸：  42毫米；12.8毫米

万宝龙1858系列南北半球世界时腕表 

限量款—1858枚 

型号：  119909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自制世界时复杂功能

表壳：  青铜

表盘：  卡其绿表盘搭配米黄色夜光阿拉伯数字时标和指示刻度

尺寸：  42毫米；12.8毫米

万宝龙1858系列南北半球世界时腕表 

型号：  119286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自制世界时复杂功能

表壳：  精钢

表盘：  黑色表盘搭配米黄色夜光阿拉伯数字时标和指示刻度

尺寸：  42毫米；12.8毫米

万宝龙1858系列双秒追针计时码表 

限量款—100枚 

型号：  126006

机芯类型：  手工自制的手动上链机芯；带秒针追针的单钮计时码表

表壳：  钛金属

表盘：  蓝色珐琅表盘搭配米黄色夜光阿拉伯数字时标；测速仪和测距仪刻度圈

尺寸：  44毫米；15.2毫米

万宝龙1858系列单钮计时码表 

限量款—1858枚 

型号：  125583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单钮计时码表

表壳：  青铜

表盘：  黑色表盘搭配米黄色夜光阿拉伯数字时标；测距仪刻度圈

尺寸：  42毫米；14.7毫米

万宝龙1858系列自动上链24小时腕表 

型号：  126007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24小时

表壳：  精钢

表盘：  黑色表盘镶嵌了涂有神秘Super-LumiNova®夜光涂层的北半球

地图；米黄色夜光阿拉伯数字时标和指示刻度

尺寸：  42毫米；11.2毫米

http://www.montblanc.com/wa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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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光 行 者 系 列  

致敬精密性能

时 光 行 者 系 列

赛车是需要高超技艺的精密复杂的运动。这些特征与万宝龙时光行者系列与众不同的

美学理念相辅相成。传承美耐华精密制表工艺的悠久历史，其创造的比赛计时成就令

人记忆犹新。美耐华研发了精准到1/5秒的计时码表，1916年，率先研制出能够精准测
量1/100秒的高频机芯，美耐华从而成为精准计时码表的行家。万宝龙时光行者系列
推出两款全新“反转熊猫”时计；这款独具特色的计时码表表盘为黑白色，带着经典赛

车仪表盘的风格。这些细节既易于辨认，又蕴含美感，大受欢迎。该新款时计具有用于

精准测量速度的测速仪刻盘，非常实用。

万宝龙时光行者系列自制计时码表

型号：  119942

机芯类型：  自制自动上链；计时码表

表壳：  精钢

表盘：  经典熊猫表盘，黑色底面和白色小表盘，黑色镀铑阿拉伯数字时标和夜

光指示刻度

尺寸：  43毫米；15.2毫米

万宝龙时光行者系列自制计时码表 

限量款—1500枚 

型号：  124073

机芯类型：  自制自动上链；计时码表

表壳：  做旧处理精钢

表盘：  黑色表盘，煤黑色小表盘，黑色镀铑阿拉伯数字时标和夜光指示刻度

尺寸：  43毫米；15.2毫米

万宝龙时光行者系列自动计时码41毫米

型号：  119940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计时码表

表壳：  精钢

表盘：  银色底面，黑色小表盘，镀铑阿拉伯数字时标和夜光指示刻度

尺寸：  41毫米；14.6毫米

http://www.montblanc.com/wa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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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宝 龙 传 承 系 列  

经 典 历 久 弥 新

万宝龙传承系列从上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美耐华的经典表款中汲

取灵感，将精致典雅的制表工艺与现代大胆的设计理念和技术融为

一体。该系列采用了沿袭数十年的双饰面穹形表盘、点状指示刻度和

极具感染力的色彩搭配。该系列在去年鲑鱼红色、迷雾焦糖色和银白

色表款的基础上，添加了全新玫瑰金脉搏计腕表、英国绿色漆面表盘

搭配黄金表壳自动上链腕表和鲑鱼红色表盘单钮计时码表。

万 宝 龙 传 承 系 列

今年新推出了100枚限量款的万宝龙传承系列自制脉搏计腕表，采
用18K玫瑰金表壳搭配棕色表盘。另外还有众望所归的万宝龙传承
系列自动上链腕表焕新回归，此次搭配18K黄金表壳、绿色表盘和同
色表带。

万 宝 龙 传 承 系 列 脉 搏 计 腕 表  

万 宝 龙 传 承 系 列 自 动 上 链 腕 表

万宝龙传承系列单钮计时码表 

型号：  126078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单钮计时码表

表壳：  精钢

表盘：  鲑鱼红色表盘搭配黑色镀铑阿拉伯数字时标和指示刻度

尺寸：  42毫米；14.7毫米

万宝龙传承系列自制脉搏计腕表 

限量款—100枚 

型号：  126095

机芯类型：  手工自制的手动上链机芯；单钮计时码表

表壳：  18K玫瑰金

表盘：  烟草棕色表盘搭配镀18K玫瑰金阿拉伯数字时标和指示刻度； 

脉搏计刻度圈

尺寸：  40毫米；12.65毫米

万宝龙传承系列自动上链腕表 

型号：  126464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时—分—秒

表壳：  18K黄金

表盘：  绿色表盘搭配镀黄金阿拉伯数字时标和指示刻度

尺寸：  40毫米；11毫米

万宝龙传承系列万年历腕表 

限量款—100枚

型号：  119926

机芯类型：  自制自动机芯；万年历—两地时显示

表壳：  18K玫瑰金

表盘：  银白色表盘搭配镀18K玫瑰金阿拉伯数字

时标和指示刻度

尺寸：  40毫米；12.25毫米

万宝龙传承系列 

单钮计时码表

型号：  119951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单钮计时码表

表壳：  精钢

表盘：  银白色表盘搭配黑色镀铑阿拉伯数字时标

和指示刻度

尺寸：  42毫米；14.7毫米

万宝龙传承系列 

单钮计时码表

型号：  119952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单钮计时码表

表壳：  精钢

表盘：  银白色表盘搭配黑色镀铑阿拉伯数字时标

和指示刻度

尺寸：  42毫米；14.7毫米

万宝龙传承系列自动上链星期日期腕表

型号：  119947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时—分—秒—星期—日期

表壳：  精钢

表盘：  银白色表盘搭配镀铑阿拉伯数字时标和指

示刻度

尺寸：  39毫米；12.2毫米

万宝龙传承系列GMT腕表

型号：  119949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时—分—秒—两地时显示

表壳：  精钢

表盘：  银白色表盘搭配镀铑阿拉伯数字时标和指

示刻度

尺寸：  40毫米；11.8毫米

万宝龙传承系列GMT腕表

型号：  119950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时—分—秒—两地时显示

表壳：  精钢

表盘：  鲑鱼红色表盘搭配黑色镀铑阿拉伯数字时

标和指示刻度

尺寸：  40毫米；11.8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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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星 系 列  

永恒的纯粹高雅

明 星 系 列

明星系列坚定根植于美耐华表厂的悠久历史传承，遵循一以贯之的

经典设计规范，并结合当下日新月异的制表技术。恒久经典的月相

腕表重新回归，紧随其后的是全新演绎的尼古拉斯·凯世单钮计时

码表，采用独特的偏离中心表盘和计时转盘设计。万宝龙明星系列

寰宇世界时腕表一如既往地提供丰富的色彩，同时还推出了一款

前所未有的单色。当然还少不了万宝龙明星系列全日历腕表，搭载

MB 29.12自动上链机芯，囊括日期、星期、月份和月相显示的复杂
功能。

而该系列当之无愧的亮点则非万宝龙悬浮外置陀飞轮腕表莫属， 

在其大尺寸摆轮框架内，手工打造的陀飞轮以每小时振幅18,000次
的频率或每分钟一整圈的速度旋转。

尼古拉斯·凯世单钮计时码表甫一问世就成为经典，以双转盘设计向

这位制表大师发明的计时器致敬。今年，我们在其独特外观上更进

一步，采用蓝色表盘搭配18K玫瑰金和精钢表壳。

我们还推出了全新万宝龙明星系列寰宇世界时腕表，采用18K玫瑰
金表壳搭配棕色表盘，在其经典色彩组合中添加更多一种时尚单色，

成为世界各地旅行人士的理想选择。万宝龙明星系列星期日期计时

码表在其MB 24.18机芯之上，嵌放全新淡雅双色表盘。

万宝龙明星系列全日历腕表 

型号：  119955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全日历

表壳：  精钢

表盘：  银白色表盘搭配黑色罗马数字时标

尺寸：  42毫米；11.43毫米

万宝龙明星系列 

悬浮外置陀飞轮腕表 

限量款—58枚 

型号：  116829

机芯类型：  手工自制的手动上链机芯；专利一 

分钟悬浮外置陀飞轮

表壳：  18K玫瑰金

表盘：  银白色表盘搭配黑色阿拉伯数字时标

尺寸：  44.8毫米；15.03毫米

万宝龙明星系列 

尼古拉斯·凯世计时码表 

型号：  126098

机芯类型：  自制自动机芯；单钮计时码表— 

两地时显示

表壳：  精钢

表盘：  蓝色表盘搭配银色阿拉伯数字时标

尺寸：  44.8毫米；15.12毫米

万宝龙明星系列 

自动上链计时码表 

型号：  118514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计时码表

表壳：  精钢

表盘：  银白色表盘搭配黑色阿拉伯数字时标

尺寸：  42毫米；14.23毫米

万宝龙明星系列月相腕表 

型号：  126079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时—分—日期—月相

表壳：  精钢

表盘：  银白色表盘搭配黑色罗马数字时标

尺寸：  42毫米；10.88毫米

万宝龙明星系列寰宇世界时腕表 

限量款—500枚 

型号：  126109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自制世界时复杂功能

表壳：  18K玫瑰金

表盘：  蓝宝石水晶表盘，显示北半球和分布于 

24个时区的24座城市

尺寸：  43毫米；13.84毫米

万宝龙明星系列星期日期计时码表 

型号：  126080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计时码表

表壳：  精钢

表盘：  象牙色表盘搭配镀玫瑰金罗马时标和指示

刻度

尺寸：  43毫米；14.76毫米

万宝龙明星系列寰宇世界时腕表

型号：  126108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自制世界时复杂功能

表壳：  精钢

表盘：  蓝宝石水晶表盘，显示北半球和分布于 

24个时区的24座城市

尺寸：  43毫米；13.84毫米

万宝龙明星系列星期日期计时码表

型号：  126081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计时码表

表壳：  精钢

表盘：  板岩灰色表盘搭配黑色镀铑夜光罗马数字

时标和指示刻度

尺寸：  43毫米；14.76毫米

万宝龙明星系列星期日期计时码表

型号：  126102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计时码表

表壳：  精钢

表盘：  象牙色表盘搭配镀玫瑰金罗马时标和指示

刻度

尺寸：  43毫米；14.76毫米

万宝龙明星系列 

日期自动上链腕表—43毫米

型号：  126104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时—分—秒—日期

表壳：  精钢

表盘：  象牙色表盘搭配镀玫瑰金罗马时标和指示

刻度

尺寸：  43毫米；11毫米

万宝龙明星系列 

日期自动上链腕表—43毫米

型号：  126105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时—分—秒—日期

表壳：  精钢

表盘：  板岩灰色表盘搭配黑色镀铑夜光罗马数字

时标和指示刻度

尺寸：  43毫米；11毫米

万宝龙明星系列 

日期自动上链腕表—43毫米

型号：  126107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时—分—秒—日期

表壳：  精钢

表盘：  板岩灰色表盘搭配黑色镀铑夜光罗马数字

时标和指示刻度

尺寸：  43毫米；11毫米

万宝龙明星系列 

尼古拉斯·凯世计时码表

型号：  118537

机芯类型：  自制自动机芯；单钮计时码表— 

两地时显示

表壳：  精钢

表盘：  银白色表盘搭配黑色阿拉伯数字时标和钛

金属小表盘

尺寸：  44.8毫米；15.12毫米

万宝龙明星系列 

尼古拉斯·凯世计时码表

型号：  126097

机芯类型：  自制自动机芯；单钮计时码表— 

两地时显示

表壳：  18K玫瑰金

表盘：  蓝色表盘搭配镀玫瑰金阿拉伯数字时标

尺寸：  44.8毫米；15.02毫米

http://www.montblanc.com/watches


万宝龙宝曦系列石英腕表—34毫米

型号：  123868

机芯类型：  石英；时—分

表壳：  精钢

表盘：  银白色表盘搭配镀玫瑰金阿拉伯数字时标

和钻石指示刻度

尺寸：  34毫米；6.55毫米

万宝龙宝曦系列日期自动上链腕表—30毫米

型号：  119920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时—分—秒—日期

表壳：  精钢

表盘：  银白色表盘搭配镀玫瑰金阿拉伯数字时标

和钻石指示刻度

尺寸：  30毫米；9.5毫米

万宝龙宝曦系列日期自动上链腕表—30毫米

型号：  119918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时—分—秒—日期

表壳：  精钢

表盘：  银白色表盘搭配镀玫瑰金阿拉伯数字时标

和钻石指示刻度

尺寸：  30毫米；9.5毫米

每一款万宝龙珠宝产品上镶嵌的钻石均由万宝龙通过合法途径采购，不涉及向冲突地区提供资助，并且符合联合国决议 / 金伯利进程认证体系（担保体系）的要求。万宝龙保

证这些钻石并非来自冲突地区，此保证基于个人了解和 / 或钻石供应商提供的书面担保。万宝龙星形美钻切割技术已申请专利。考虑到产品类别，万宝龙产品仅能通过万宝龙

零售精品店及万宝龙授权经销商购买。

以上条款可能随时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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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 曦 系 列  

实力诠释精美

宝 曦 系 列

万宝龙宝曦系列旨在展示精致、睿智、自信的女性风格。这些时计配

备阿拉伯数字时标、树叶形时针和分针、凸点分钟刻度和月亮功能，

既有实用的复杂功能，又增添浪漫之美。其沿袭传统的美学装饰

风格，采用扭索纹表盘，镶嵌宝石，精致的表壳，略带刻面的表耳，

雕刻的洋葱形表冠，进一步呈现优雅风韵。此系列某些款式有镶钻

表圈。

万宝龙宝曦系列昼夜显示腕表—30毫米 

型号：  119932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时—分—秒—日期—昼夜显示

表壳：  精钢

表盘：  银白色表盘搭配镀玫瑰金阿拉伯数字时标和钻石指示刻度

尺寸：  30毫米；9.4毫米

万宝龙宝曦系列万年历腕表 

限量款—100枚 

型号：  119939

机芯类型：  自制自动上链；万年历—两地时显示

表壳：  18K玫瑰金

表盘：  银白色玑镂表盘搭配黑色阿拉伯数字时标

尺寸：  38毫米；12.01毫米

万宝龙宝曦系列昼夜显示腕表—30毫米

型号：  119934

机芯类型：  自动上链；时—分—秒—日期— 

昼夜显示

表壳：  精钢

表盘：  银白色表盘搭配镀玫瑰金阿拉伯数字时标

和钻石指示刻度

尺寸：  30毫米；9.4毫米

万宝龙宝曦系列自制万年历腕表

型号：  123866

机芯类型：  自制自动上链；万年历—两地时显示

表壳：  精钢

表盘：  银白色玑镂表盘搭配黑色阿拉伯数字时标

尺寸：  38毫米；12.01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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