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estro Mamba

生而可畏！
生而可畏！

曼巴眼镜蛇剧毒无比，
曼巴眼镜蛇剧毒无比，令人恐惧，
令人恐惧，而 Christophe Claret 格睿时非但不怕，
格睿时非但不怕，而且驯服了
其致命魅力，
其致命魅力，并在 Maestro Mamba 内心绽放，
内心绽放，限量 28 枚。非洲蛇身曲折蜿蜒，
非洲蛇身曲折蜿蜒，围绕
机芯以手工方式精心雕刻。
机芯以手工方式精心雕刻。致命魅力，
致命魅力，让人难以抗拒。
让人难以抗拒。
Christophe Claret 格睿时天性钟爱挑战，如今冒险进入非洲丛林危险的野生环境，在
Maestro 腕表的中心展现世界上最危险蛇类妖娆蜿蜒的形象。绿色曼巴敏捷、迅速而且
攻击性无与伦比，似乎准备攻击毒液范围内的任何对象。蛇身手工雕刻，蜿蜒起伏，
包覆机芯，在刻度的强烈绿色光泽与机芯的亚光黑色设计之间营造出显著的对比效果。
从机芯错综复杂设计之中，小时与分钟指针之间，MEMO 功能指示器和游丝摆轮之间，
曼巴蛇以犀利的眼神藐视所有挑战者。气质逼人，令人不安，以神秘危险的风格包围
钟表机芯。
Christophe Claret 格睿时在决定以正宗绿色曼巴蛇皮制作表带后，便不遗余力。正是执
着的追求带其前往莫桑比克，此处是最大沙弗莱石矿山所在地，人们正是在此追捕曼
巴蛇——这就是制表厂商选择沙弗莱石装饰 Maestro Mamba 腕表的原因。
技术之林
Maestro 腕表为自然选择，以搭配曼巴蛇的纹圈。Maestro Mamba 腕表于 2017 年推出，
为 Tradition 系列注入了新的活力，其外形和比例令人心动，搭载线条纯粹而富有力量
感的 42 毫米黑色 PVD 镀层钛金属表壳，上面覆盖令人印象深刻的拱形蓝宝石水晶玻
璃。Maestro 腕表设计大胆，风格现代，是潮流人士以及业界领袖的首选，它以非凡方
式展现机芯和蜿蜒蛇身，让人可从任何角度以及各个方面欣赏。此外，Maestro 搭配手
动上弦机芯，各种组件巧妙设置，展现其所有非凡技术，体现了生动茂密丛林风情。
整体构造通过多维架构展现。Maestro 如同所有 Christophe Claret 格睿时时计，以高度
一致的方式展示了丰富的技术和美学相融合细节。品牌爱好者可欣赏到制表厂商在著
名查理十世渐层镂空板桥中蕴含的独特风情——配有 26 个内角，这已经成为了品牌标
志。支撑擒纵机构的镂空板桥将古典主义与现代风格巧妙融合，让人欣赏到其所有细
微特征。
这场视觉飨宴以机芯的复杂设计作序，接着是两个串联发条盒，它确保了最佳效率并
在 12 点钟位置壮观展现。在这里，板桥同样镂空设计，从而以典范式外观彰显第一发
条盒的板簧，并因此让腕表佩戴者可以查看到七天动力存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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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本源
在钟表复杂功能方面，Maestro Mamba 再次展现了 Christophe Claret 格睿时的大胆创意。
专利大日期显示位于 5 点钟位置，由两个叠加圆锥体组成——上面一个显示十位数，
下面一个显示个位数，并且在午夜 12 时至 12 时 20 分期间会进行半即时飞返。
Maestro 腕表标志性 MEMO 功能位于 3 点钟和 4 点钟之间，呼应大日期显示的立体设
计。MEMO 功能灵感源于“tie a knot in your handkerchief” (结绳记事)，以帮助人们记住
重要的事情，该提醒功能设计巧妙，适合健忘人士和技术爱好者。无论 Maestro 腕表
主人为自己设定的日常目标是什么，MEMO 都会提醒他履行承诺。在初始位置，表示
主人尚有事项需要处理，此时沙弗莱石出现在 MEMO 侧面 6 点钟位置，如同上面镶嵌
宝石。目标完成后，轻按 2 点钟位置的按钮，MEMO 功能会转动，6 点钟位置侧面不
再显示沙弗莱石，而显示一颗钻石。在半即时飞返系统的驱动下，MEMO 功能每晚重
设至初始位置，需时 20 分钟。
无论是向亲人说一句贴心的话、冥想十分钟、日行善事、避免陷入困境或注意危险事
情：Maestro 的 MEMO 功能都可以提醒佩戴者。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像好斗且剧
毒的曼巴蛇的黑色眼睛里潜伏着死亡，暗示每分钟、每小时以及每一天都可能带来致
命一蜇的可能性，Maestro Mamba 始终提醒着人们命运和时间的脆弱性。
高度复杂的 Maestro 腕表提供两款全新黑色 PVD 镀层钛合金版本，分别配有绿色曼巴
和橙色豹斑蛇皮表带。两款腕表各限量 28 枚，零售价 96,000 瑞士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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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芯：
机芯：
机芯型号：
尺寸：
组件数：
宝石数：
发条盒
动力存储：
擒纵装置：
功能：

美学特色：

表壳：
表壳：
直径：
厚度：
防水性能：

技术规格
，手动上弦机械机芯
- 直径：36.25 毫米
- 厚度：10.50 毫米 (不含指针）
DMC16

349
33

串联双发条盒
7 天 (约 168 小时)
- 瑞士杠杆擒纵
- 平衡摆轮，带配重螺丝
- 平衡摆轮振动频率：3 赫兹 (21,600 振次/小时)
- 指针式时分指示
- 5 点钟位置设有锥形大日期显示，上半部分显示十位数，
下半部分显示个位数
- MEMO 功能，位于 3 点钟和 4 点钟之间：以沙弗莱石
(曼巴蛇版)、蓝宝石 (豹斑蛇版) 或钻石镶嵌表面的锥形
体，用以提醒佩戴者完成事项
- 查理十世风格渐层镂空板桥
- 镂空发条盒
-26 个内角
毫米
毫米
米

42
16.06
30 (3 A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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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号：
参考号：MTR.DMC16.230-258 MAMBA
表壳：
表壳：PVD 镀黑 5 级钛金属
指针：
指针：黑色镀铬，
绿色漆面蓝宝石，配 Super-LumiNova®夜光涂层
蛇：4N 玫瑰金，绿色 SpectraCoat
表冠：
表冠：PVD 镀黑精钢，配圆头饰钉切割沙弗莱石
两条表带
两条表带：
表带： 绿色曼巴蛇皮和黑色蟒蛇皮
限量发行：
限量发行：28 枚
售价 (不含税，
不含税，瑞士法郎)：96,000 瑞士法郎
TM

参考号：
参考号：MTR.DMC16.260-288 PANTHEROPHIS
表壳：
表壳：PVD 镀黑 5 级钛金属
指针：
指针：黑色镀铬，
橙色漆面蓝宝石，配 Super-LumiNova®夜光涂层
蛇：4N 玫瑰金，指针涂漆 (橙色)
表冠：
表冠：PVD 镀黑精钢，
配圆头饰钉切割橙色蓝宝石
两条表带
两条表带：
表带： 橙色豹斑蛇皮和黑色蟒蛇皮
限量发行：
限量发行：28 枚
售价 (不含税，
不含税，瑞士法郎)：96,000 瑞士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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