腕表——创意打簧，
创意打簧，重拳出击
继与乌克兰拳击运动员瓦西里
继与乌克兰拳击运动员瓦西里·洛马琴科
洛马琴科 (Vasyl Lomachenko) 合作后，
合作后，Christophe Claret 打造
出 Loma 腕表，
腕表，一款配备了打簧装置及恒定动力擒纵系统的单按钮式计时码表——而这位拳击
手拥有一次欧洲拳击锦标赛冠军、
手拥有一次欧洲拳击锦标赛冠军、两枚奥运会拳击金牌以及三次世界拳击锦标赛冠军的辉煌战
绩。这款由 Christophe Claret 与瓦西里
与瓦西里·洛马琴科双方共同激情碰撞出的超凡杰作将从
洛马琴科双方共同激情碰撞出的超凡杰作将从 9 月起
开始供售。
开始供售。
缘起赛场外
2019 年 4 月 12 日：素有“拳击界毕加索”之称的瓦西里·洛马琴科再创非凡壮举。在与英国人
安东尼·克罗拉 (Anthony Crolla) 的洛杉矶对抗赛中，瓦西里·洛马琴科在第四轮比赛中漂亮地
击倒对手，从而成功保住了他的 WBA (世界拳击联合会) 和 WBO (世界拳击组织) 轻量级冠军腰
带。这位乌克兰拳击选手还拥有如下辉煌战绩：2008 年在利物浦摘得欧洲羽量级冠军头衔；
同样是 2008 年在北京赢得羽量级拳击赛的双料奥运冠军；后又于 2012 年在伦敦荣获轻量级冠
军。同时，他仅凭 12 场职业比赛就赢得了三次世界冠军，包括：在芝加哥 (2007 年) 和米兰
(2009 年) 赢得羽量级冠军；在巴库 (2011 年) 赢得轻量级冠军。
同一天， Christophe Claret 在洛杉矶见到了瓦西里·洛马琴科。此次会面的牵线人是萨伊
德·塔格马奥 (Saïd Taghmaoui)，一位著名的美籍法国演员，曾于 1996 年凭借在电影《怒火青
春》 (La Haine) 中的表现崭露头角，他从 2019 年 1 月起担任 Christophe Claret 品牌大使。这次
会面促成了这位制表大师与这位优秀拳击手的合作，进而促成了这款腕表的创作。
精准、
精准、严苛、
严苛、耐心、
耐心、速度、
速度、优雅、
优雅、才能——这是两位各自领域大师级人物的共同特质
这是两位各自领域大师级人物的共同特质。
人物的共同特质。
致敬优秀的乌克兰拳击冠军
Christophe Claret 与 Loma 的结合绝非偶然。早在 2013 年，Christophe Claret 就从拳击领域汲取
创作灵感——基于一个简单的发现：拳击铃声是拳击竞技场上极易辨识、极具知名度的听觉信
号之一，它告诉拳击手将在何时开始对决。拳击比赛为回合制，各回合之间有一分钟休息时间，
全部由拳击铃声指示。因此，用这种声音作为计时码表开始计时的信号，再自然不过。
Kantharos 表款由此诞生。这是一款单按钮式计时码表，配备恒定动力擒纵系统和大教堂钟声
打簧装置；同时配有新颖独创的鸣响系统，即，计时码表功能每一次改变模式 (启动、停止和
复位)，该系统都会鸣响——这也为 Christophe Claret 创作 Loma 腕表提供了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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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表的设计可以说做到了滴水不漏，万无一失。蓝色多层表盘在深度和透明性上巧做文
章，深邃立体，玲珑通透，在捕捉并保留光线的同时，重在成就出色的视野。外观设计以拳击
台为参考，各路“选手”在台上“大展拳脚”——中央秒针，蓝宝石时、分针，施以黑色 PVD 镀层，
且涂有黄色和白色 Super-LumiNova®夜光材料。两侧各设置一个计时盘的恒定动力装置好似与
表盘在同一平面——单是这一结构本身就足以让人过目难忘。这两个计时盘的中央分别以移印
工艺装饰一枚奥运金牌，使得传统的盘式显示平添鲜明个性。每个计时盘都采用两盘式设计：
一个固定的蓝宝石盘带有数字，而位于下方的另外一个可移动式黑、黄色盘设有一根指针。每
一个计时盘的边缘都环绕刻度环，赋予整体显示悦目的立体感。该款腕表的所有设计都让人联
想到拳击运动以及乌克兰拳击冠军：蓝、黄色调为主，呼应乌克兰国旗的颜色；蓝色皮表带上
带有黄色漆面“Loma”字样；折叠表扣上移印拳击腰带，2 点钟位置的按钮上镌刻“Round” (回合)
字样且涂有黄色 Super-LumiNova®夜光材料。
这一回合，
这一回合，主打高科技
这款 Christophe Claret 作品集专业“高级钟表”技艺与精密高科技于一体。作为集成了打簧报时
装置与恒定动力擒纵系统的单按钮式计时码表，其彰显着自己鲜明的风格，且彻底变革了短时
测量技术。
配备大教堂式音簧的创意打簧装置完全契合 Christophe Claret 的设计理念，是无往不胜的“个性
法宝”，总能脱颖而出，卓尔不群。作为公认的“报时装置之王”的大教堂式音簧镌刻一只音锤，
可见于 10 点钟位置，且配有一种专利系统：可避免音簧与表壳发生震动摩擦。作为一款计时
码表，该表具备无可匹敌的可靠性能。棘爪盘系统可防止指针在计时功能开始提高精度时跳动。
这款集实用性、功能性及娱乐性于一体的计时腕表俨然实现了腕表与表主人间视觉、听觉与触
觉三位一体的全融合式感官互动。
除了这样的创意复杂功能，Loma 腕表还配备恒定动力擒纵，以此致敬这位拳击冠军——他在
比赛中展现了令人敬佩的恒定实力。俨然王者一般雄踞表盘 6 点钟位置的这一极富智慧与巧思
的装置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幅降低了计时误差。在整个动力储备存续期间，传送到擒纵
系统的能量始终保持恒定。精度是至上的目标。这一生生不息运转着的装置呈现如梦似幻的视
觉美效，而经过精心倒角工艺处理的蓝宝石板桥令这一满载着大师级制表匠人之精湛技艺的装
置毫无保留地尽绽风采，美轮美奂，淋漓尽洒。
搭载于 45 毫米直径表壳内的机芯完全由品牌自主研发设计和制作组装。这种极其复杂的机芯
并非采用常见的层层叠加的结构，而是完全集成于一体，因而更精巧、性能更强，且达到了技
术与美学魅力的高度统一。单是机芯的设计本身就堪称壮举。铂金摆陀的惯性更大，主发条能
够保证 40 小时的动力储备。
透过蓝宝石玻璃表背清晰可见的机芯配有 75 颗宝石——仅凭这个非同一般的数字就足见机芯
装置之精密复杂——而其精致富丽的表面装饰更是淋漓尽显，大放异彩。总计 570 个零部件中，
鹅颈式调节发条与振荡式上弦摆陀采用手工装饰，体现精致无比的“高级钟表”传统工艺。其中
包括抛光内角，一种要求极其严苛的手工艺。如此丰富而细腻的装饰生动证明：精致美学渗透
入微，哪怕最微小的零部件也绝不马虎——完全匹配腕表的超凡技术性能，由此，技术与美学
联力生辉。
Loma

Christophe Claret SA – Alexandra Beurier – Tel : +41 32 933 80 26 – Email : a.beurier@christopheclaret.com

技术规格

机芯：
机芯：
机芯型号:
尺寸：

，自动上弦机械机芯
31.60 x 10.56 毫米 (不带音簧)
37.60 x 10.56 毫米 (带音簧)
MBA13

零部件数量：
宝石数量：
动力储备：
擒纵装置：
功能：

表壳：
表壳：
直径：
厚度：
防水深度：

570
75

小时 (大约)
瑞士杠杆型，3 赫兹 (21,600 振次/小时)，恒定动力

40

-

小时，分钟
单按钮计时码表功能
计时码表每次改变功能 (启动、停止、复位) 均会鸣响
专利大教堂式音簧
6 点钟位置设恒定动力装置
45 毫米
15.83 毫米
30 米 (3 个大气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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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号：
参考号：MTR.MBA13.100-120

表壳：
表壳：黑色 PVD 镀层 5 级钛金属
表盘：
表盘：蓝色 ALD 及黑色 PVD 镀层，黄色 Super-Luminova®夜光小时时标
指针：
指针：黑色 PVD 镀层蓝宝石材质，带黄色和白色 Super-Luminova®夜光材料
表带：
表带：蓝色皮表带，配黄色漆面“Loma”字样及黄色正面缝线
限量发行 20 枚
瑞郎价格 (未含税)：1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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