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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橡树系列
自动上链腕表

编号：15400OR.OO.D002CR.01
表壳：18K玫瑰金，直径41.00毫
米，防反射蓝宝石玻璃表镜和表

底，“Grande Tapisserie”大格

纹表盘，鳄鱼皮表带搭配18K玫

瑰金A P字样折叠表扣，防水性

能50米
机芯：Calibre 3120自动上链自

产机芯，直径26.60毫米，厚度

4.26毫米，40石，280个部件，

振频21,600次 /小时，动力储存

最低60小时

功能：时，分，秒，日期显示

参考价格：239,000元人民币

编号：26574BA.OO.1220BA.01
表壳：18K黄金，直径41毫米，防

眩光处理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

和底盖，旋入式表冠，蓝色表盘，

“Grande Tapisserie”大格纹

装饰，搭配黄金荧光立体时标和

皇家橡树指针，18K黄金表带搭

配AP字样折叠表扣，防水20米
机芯：Calibre 5134自动上链自

产机芯，直径29.00毫米，厚度

4.31毫米，38石，374个部件，振

频19,800次 /小时，动力储存最

低40小时

功能：时，分，日期、星期、月份、

周历、精确月相显示，万年历功能

系列型号：18K玫瑰金款，精钢款

参考价格：716,000元人民币

皇家橡树系列
万年历腕表

编号：26577TI.OO.D002CA.01
表壳：钛金属，直径44毫米，防

眩光处理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

钛金属表圈，黑色陶瓷旋入式表

冠，钛金属和黑色陶瓷按钮，钛

金属按钮保护装置，荧光白金指

针，黑色内表圈，黑色橡胶表带

搭配钛金属AP字样折叠表扣

机芯：Calibre 2937手动上链自

产机芯，直径29.90毫米，厚度

8.28毫米，43石，478个部件，振

频21,600次 /小时，动力储存最

低42小时

功能：时，分，双音簧三问报时，

陀飞轮，计时，30分钟计时显示

参考价格：520,000瑞士法郎

（不含税）

皇家橡树概念系列
超级报时腕表

编号：26320BA.OO.1220BA.02
表壳：18K黄金，直径41毫米，防

眩光处理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

和底盖，旋入式表冠，蓝色表盘，

“Grande Tapisserie”大格纹

装饰，搭配黄金荧光立体时标和

皇家橡树指针，18K黄金表带搭

配AP字样折叠表扣，防水50米
机芯：Calibre 2385自动上链自

产机芯，直径26.20毫米，厚度

5.50毫米，37石，304个部件，

振频21,600次 /小时，动力储存

最低40小时

功能：时，分，小秒，计时，30分
钟和12小时计时显示，日期显示

系列型号：银色表盘款

参考价格：424,000元人民币

皇家橡树系列
计时码表

编号：26580IO.OO.D010CA.01
表壳：Alacrite 602超合金，直径

44.00毫米，防反射蓝宝石玻璃

表镜，黑色阳极处理铝制桥板，

白色陶瓷中央桥板，黑色阳极处

理铝质内表圈，白色橡胶表带搭

配钛金属A P字样折叠表扣，防

水性能100米
机芯：Calibre 2930手动上链自

产机芯，29石，振频21,600次 /
小时，动力存储237小时

功能：时，分，第二时区，三种显

示选择

参考价格：1,618,000元人民币

皇家橡树系列格林威治
标准时间概念陀飞轮腕表

编号：15407OR.OO.1220OR.01
表壳：18K玫瑰金，直径41毫米，

防眩光处理蓝宝石水晶玻璃表

镜和底盖，旋入式表冠，深灰色

镂空表盘，搭配玫瑰金荧光立体

时标和皇家橡树指针，18K玫瑰

金表带搭配AP字样折叠表扣，

防水50米
机芯：Calibre 3132自动上链自

产机芯，直径26.59毫米，厚度

5.57毫米，38石，245个部件，

振频21,600次 /小时，动力储存

最低45小时

功能：时，分，秒

系列型号：精钢款

参考价格：575,000元人民币

皇家橡树系列
双摆轮镂空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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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26470ST.OO.A027CA.01
表壳：精钢，直径42.00毫米，防

反射蓝宝石玻璃表镜，“M éga 
Tapisser ie”超大格纹表盘，蓝

色橡胶表带搭配针扣，防水性能

100米
机芯：Calibre 3126/3840自动上

链自产机芯，59石，振频21,600
次/小时，动力存储50小时

功能：时，分，小秒，日期显示，

计时功能

参考价格：192,000元人民币

皇家橡树离岸型
计时码表

编号：26470OR.OO.1000OR.01
表壳：18K玫瑰金，直径42.00
毫米，防反射蓝宝石玻璃表镜，

“Méga Tapisserie”超大格纹

表盘，18K玫瑰金表带搭配A P
字样折叠表扣，防水性能100米
机芯：Calibre 3126/3840自动上

链自产机芯，59石，振频21,600
次/小时，动力存储50小时

功能：时，分，小秒，日期显示，

计时功能

参考价格：517,000元人民币

皇家橡树离岸型
计时码表

编号：26550AU.OO.A002CA.01
表壳：锻造碳，直径4 4 . 0 0毫

米，厚度14.00毫米，黑色表盘，

“Méga Tapisserie”超大格纹

装饰，白金材质夜光指针，黑色

橡胶表带，搭配钛金属针扣，防

水密封性能20米 
机芯：Calibre 2897自动上链自

产机芯，直径35.00毫米，厚度

8.32毫米，34石，螺丝精密调节

摆轮，950铂金材质环绕式半圆

转子，振频21,600次/小时，动力

储存最低65小时

功能：时，分，小秒，计时功能，

陀飞轮 
特色：限量50只
参考价格：2,063,000元人民币

皇家橡树离岸型
自动上链陀飞轮计时码表

编号：15450BA.OO.1256BA.02
表壳：18K黄金，直径37毫米，防

眩光处理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

和底盖，旋入式表冠，蓝色表盘，

“Grande Tapisserie”大格纹

装饰，搭配黄金荧光立体时标和

皇家橡树指针，18K黄金表带搭

配AP字样折叠表扣，防水50米
机芯：Calibre 3120自动上链自

产机芯，直径26.60毫米，厚度

4.26毫米，40石，280个部件，

振频21,600次 /小时，动力储存

最低60小时

功能：时，分，秒，日期显示

系列型号：银色表盘款

参考价格：330,000元人民币

皇家橡树系列
自动上链腕表

皇家橡树离岸型
计时码表

编号：26400AU.OO.A002CA.01
表壳：锻造碳，直径44毫米，黑

色陶瓷表圈，黑色表盘，“Méga 
Tapisser ie”超大格纹装饰，白

金材质夜光指针，黑色橡胶表

带，搭配钛金属针扣，防水密封

性能100米
机芯：Calibre 3126/3840自动上

链自产机芯，59石，振频21,600
次/小时，动力存储50小时

功能：时，分，小秒，日期显示，

计时功能

参考价格：276,000元人民币

编号：15400ST.OO.1220ST.03
表壳：精钢，直径41.00毫米，

厚度9.80毫米，防反射蓝宝石

玻璃表镜和表底，“G r a n d e 
Tapisser ie”大格纹表盘，精钢

表带搭配A P字样折叠表扣，防

水性能50米
机芯：Calibre 3120自动上链自

产机芯，直径26.60毫米，厚度

4.26毫米，40石，280个部件，

振频21,600次 /小时，动力储存

最低60小时

功能：时，分，秒，日期显示

参考价格：133,000元人民币

皇家橡树系列
自动上链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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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26703ST.OO.A027CA.01
表壳：精钢，直径42毫米，防眩

光处理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和

底盖，黑色陶瓷旋入式表冠和按

钮，蓝色表盘“Méga Tapisserie”
超大格纹装饰，搭配白金荧光立

体时标和皇家橡树指针（黄色分

针），蓝色橡胶表带搭配精钢针

扣，防水300米
机芯：Calibre 3124/3841自动上

链自产机芯，直径29.92毫米，

厚度7.16毫米，59石，364个部

件，振频21,600次/小时，动力储

存最低50小时

功能：时，分，小秒，潜水时间显

示，计时功能，30分钟计时显示

参考价格：209,000元人民币

皇家橡树离岸型
潜水计时码表

编号：26703ST.OO.A051CA.01
表壳：精钢，直径42毫米，防

眩光处理蓝宝石水晶玻璃表

镜和底盖，黑色陶瓷旋入式表

冠和按钮，亮黄色表盘“M é ga 
Tapisser ie”超大格纹装饰，黑

色副表盘，搭配白金荧光立体时

标和皇家橡树指针，亮黄色橡胶

表带搭配精钢针扣，防水300米
机芯：Calibre 3124/3841自动上

链自产机芯，直径29.92毫米，

厚度7.16毫米，59石，364个部

件，振频21,600次/小时，动力储

存最低50小时

功能：时，分，小秒，潜水时间显

示，计时功能，30分钟计时显示

参考价格：209,000元人民币

皇家橡树离岸型
潜水计时码表

编号：15710ST.OO.A002CA.02
表壳：精钢，直径42.00毫米，厚

度14.10毫米，旋入式表冠，黑

色橡胶包层，银色表盘，“Méga 
Tapisser ie”超大格纹装饰，白

金材质夜光指针，白金材质夜光

时标，黑色橡胶表带，搭配精钢

针扣，防水密封性能300米 
机芯：Calibre 3120自动上链自

产机芯，直径26.60毫米，厚度

4.26毫米，280个部件，40石，

振频21,600次 /小时，动力储存

最低60小时

功能：时，分，秒，日期，可旋转

内表圈

系列型号：黑色表盘款

参考价格：142,000元人民币

皇家橡树离岸型

Diver潜水腕表

编号：26703ST.OO.A070CA.01
表壳：精钢，直径42毫米，防眩

光处理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和底

盖，黑色陶瓷旋入式表冠和按钮，

橙色表盘“Méga Tapisserie”超
大格纹装饰，黑色副表盘，搭配

白金荧光立体时标和皇家橡树

指针，橙色橡胶表带搭配精钢针

扣，防水300米
机芯：Calibre 3124/3841自动上

链自产机芯，直径29.92毫米，

厚度7.16毫米，59石，364个部

件，振频21,600次/小时，动力储

存最低50小时

功能：时，分，小秒，潜水时间显

示，计时功能，30分钟计时显示

参考价格：209,000元人民币

皇家橡树离岸型
潜水计时码表

编号：26231OR.ZZ.D010CA.01
表壳：18K玫瑰金，直径37毫米，

防眩光处理蓝宝石水晶玻璃表

镜，镶钻表圈，旋入式表冠，银色

表盘镌刻全新“Lady Tapisserie”
格纹装饰，白色橡胶表带搭配18K
玫瑰金AP字样折叠表扣，镶钻总

重约1.02克拉（表圈），防水50米
机芯：Calibre 2385自动上链自

产机芯，直径26.20毫米，厚度

5.50毫米，37石，304个部件，

振频21,600次 /小时，动力储存

最低40小时

功能：时，分，小秒，计时功能，

日期显示

系列型号：精钢款

参考价格：327,000元人民币

皇家橡树离岸型
计时码表

编号：79420BC.ZZ.9190BC.01
表壳：18K白金，40 x 30毫米，

防眩光处理蓝宝石水晶玻璃表

镜，防尘结构，18K白金表盘铺

镶美钻，镀黑金质指针，4,635
颗明亮型切割美钻，总重约

25.60克拉（表壳和表带），206
颗明亮型切割美钻，总重约0.54
克拉（表盘），18K白金表带铺镶

美钻

机芯：Calibre 2601石英机芯，

直径12.00x9.70毫米，厚度1.80
毫米，3石
功能：时，分

参考价格：577,50 0瑞士法郎

（不含税）

Diamond Fury
高级珠宝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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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es Audemars系列
镂空陀飞轮自动上链腕表

编号：26143PT.OO.D005CR.01
表壳：950铂金表壳，直径41.00
毫米，厚度7.15毫米，表冠位于

表壳底面，蓝宝石水晶玻璃表

盘，半透明深灰色副表盘及外表

圈，玫瑰金指针和时标，深灰色

手工缝制鳄鱼皮表带，搭配950
铂金A P字样折叠表扣，防水深

度20米
机芯：Calibre 2875自动上链自

产机芯，直径30.00毫米，厚度

5.70毫米，振频21,600次/小时，

41石，268个组件，动力储存54
小时

功能：时、分显示，日期显示，动

力储存显示，陀飞轮

参考价格：1,648,000元人民币

编号：77249BC.ZZ.A102CR.01
表壳：18K白金，39.50 x 35.40
毫米，镶嵌切割美钻，防眩光处

理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和底盖，

表冠镶嵌一颗凸面缟玛瑙，偏心

表盘和18K白金小秒针表盘，搭

配“斑马纹”图案，镶嵌圆形切

割缟玛瑙和钻石，方形大鳞片黑

色鳄鱼皮表带，18K白金镶钻针

扣，防水20米
机芯：Calibre 5205手动上链自

产机芯，直径32.74 x 28.59毫
米，厚度5.64毫米，19石，344个
部件，振频21,600次/小时，动力

储存最低49小时

功能：时，分，小秒

参考价格：586,000元人民币

千禧系列女装腕表

编号：26390OR.OO.D088CR.02 
表壳：18K玫瑰金，直径41.00毫
米，厚度9.15毫米，防反射蓝宝

石玻璃表镜和表底，银色放射纹

表盘，棕色鳄鱼皮表带搭配18K
玫瑰金A P字样折叠表扣，防水

性能20米
机芯：Calibre 2120/2802自动上

链自产机芯，33石，振频19,800
次/小时，动力存储40小时

功能：时，分，日期显示，星期显

示，月份显示，闰年显示，月相显

示，万年历

参考价格：464,000元人民币

Jules Audemars系列
超薄万年历腕表

编号：77247BC.ZZ.A813CR.01
表壳：18K白金，直径39.50 x 
35.40毫米，防眩光处理蓝宝石

水晶表镜和表底，表圈及表耳镶

嵌116颗明亮型切割钻石，总重

约0.60克拉，表冠镶嵌一颗凸圆

形粉色蓝宝石，白色珍珠贝母偏

心表盘，玫瑰金材质指针，米黄

色鳄鱼皮表带，搭配18K白金针

扣，防水密封性能20米 
机芯：Calibre 5201手动上链自

产机芯，直径28.59 x 32.74毫米，

厚度4.16毫米，157个部件，19石，

金质摆轮夹板，振频21,600次/小
时，动力储存最低54小时

功能：时，分，小秒

参考价格：230,000元人民币

千禧系列女装腕表

千禧系列女装腕表

编号：77248BC.ZZ.A111CR.01
表壳：18K白金，直径39.50 x 
35.40毫米，表圈、表耳及表扣镶

嵌438颗明亮型切割钻石，总重

约1.9克拉，表冠镶嵌一颗凸圆形

蓝色蓝宝石，白金材质表盘，铺镶

136颗明亮型切割钻石，总重约

0.26克拉，蓝色金质指针，珠光深

灰色鳄鱼皮表带，搭配18K白金

镶钻针扣，防水密封性能20米 
机芯：Calibre 5201手动上链自

产机芯，直径28.59 x 32.74毫
米，厚度4.16毫米，19石，金质

摆轮夹板，振频21,600次/小时，

动力储存最低54小时

功能：时，分，小秒

参考价格：454,000元人民币

千禧系列女装腕表

编号：77247OR.ZZ.A812CR.01
表壳：18K玫瑰金，直径39.50 x 
35.40毫米，防眩光处理蓝宝石

水晶表镜和表底，表圈及表耳镶

嵌116颗明亮型切割钻石，总重

约0.60克拉，表冠镶嵌一颗凸圆

形粉色蓝宝石，白色珍珠贝母偏

心表盘，玫瑰金材质指针，亮面

鳄鱼皮表带，搭配18K玫瑰金针

扣，防水密封性能20米 
机芯：Calibre 5201手动上链自产

机芯，直径28.59 x 32.74毫米，

厚度4.16毫米，157个部件，19石，

金质摆轮夹板，振频21,600次/小
时，动力储存最低54小时

功能：时，分，小秒

参考价格：213,000元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