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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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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百达翡丽 Twenty~4 女式腕表系列如今再展新颜，为女性生活中的每个时刻增添精彩。  

 

百达翡丽重新诠释诞生于 1999 年的 Twenty~4 系列女式不锈钢石英腕表，焕发新风采。全新推

出的两款 Twenty~4 腕表搭配白金立体阿拉伯字块和白金立体梯形时标。其中，Ref. 

4910/1200A-001 采用蓝色日辉纹表盘，Ref. 4910/1200A-010 采用灰色日辉纹表盘，彰显永恒

的女性优雅魅力，为日常生活带来活力色彩。  

 

自1839年起，女式时计作品便在百达翡丽时计系列中占据重要位置，既有风靡于十九世纪的怀

表或挂表，也有诞生于二十世纪早期的复杂功能腕表。百达翡丽历史上的几个重要里程碑也与

女式时计有关，例如1868年为匈牙利女伯爵打造出的瑞士首枚腕表，以及百达翡丽于1916年推

出的首款复杂功能女式腕表——以小号铂金表壳搭配一体式链式表带，具有五分报时功能。 

 

现代经典 永恒优雅 

 

1999年，百达翡丽推出首个女性专属时计系列，令女式钟表爱好者与时计之间的联结更加紧密。

凭借经典优雅的风格，集现代设计、卓越技术与精湛工艺于一身的Twenty~4系列腕表既可搭配

职业装，彰显时尚干练风格，亦可作为极致典雅晚礼服的腕间良伴，契合现代独立女性的需求。 

 

1999年首次推出的三款Twenty~4腕表（表款型号为Ref.4910/10A）同样凭借不锈钢与钻石的不

凡搭配而格外引人注目。两排珍贵的钻石令矩形双层表壳倍显精致。表盘点缀以两枚立体罗马

字块（XII和VI）以及钻石时标，共有“黑色长存”、“不朽灰色”和“永恒白色”三款颜色可供选择。

当年在表款发布之际推出了一部颇具优雅与时尚气息的广告片。通过“谁将陪伴你下一个24小

时？”的广告语突出该系列腕表的百搭风格。Twenty~4系列腕表的诞生让女性更加深刻地感受到

时计与她们的紧密关联以及百达翡丽的魅力。 

 

新款Twenty~4腕表沿袭系列之名，旨在时刻陪伴现代女性度过每一个精彩纷呈的24小时，无论

工作、居家或休闲场合都可完美融入。源自装饰艺术的原创设计分外夺目，略带弧度的矩形表

壳不仅精美独特，更巧妙贴合女性手腕曲线，搭配曲线流畅的金属表链，提升佩戴舒适度。 

 
 
 
 
 
 
 



 

 

 

续 2 

 

 

问世逾十载 成绩亦斐然 

 

Twenty~4石英腕表风格鲜明，设计独到，可谓现代女性的智慧缩影。一经推出便获得巨大成功，

在过去二十年间始终稳居百达翡丽畅销表款榜单。过去数年间，Twenty~4系列腕表历经多次演

绎，先后推出：玫瑰金与白金款；巧克力色与蓝色表盘款式；小号尺寸（作为对中号尺寸的补

充）；缎面表带款式；璀璨夺目的高级珠宝表款（其中两款搭载手动上弦机械机芯）以及表壳

无镶钻的黄金表款。如今，Twenty~4系列腕表已被视作现代经典风格的象征。对于大多数女性

而言，该系列可谓她们正式踏入百达翡丽钟表世界的见证者。此外，Twenty~4系列腕表还巩固

了百达翡丽在女式腕表市场的主导地位，并引领其他女性产品系列拓展市场，例如Calatrava系

列、日常生活中用途广泛的复杂功能时计（年历表、双时区时计和计时腕表）以及超级复杂功

能系列（万年历、双秒追针计时和三问报时）。 

 

Twenty~4 自动机械腕表登场 

 

百达翡丽关注到女性对于机械腕表日益增长的兴趣，于 2018 年发布 Twenty~4 自动机械腕表

Ref. 7300。这款腕表搭载 324 S C 自动上弦机芯，其表链采用与石英款相同的专属设计，中心

链节弧线柔和，与两侧精美的双层链节融为一体，搭配圆形表壳，表圈环绕着两排“dentelle 蕾

丝镶嵌”钻石，表盘点缀以立体阿拉伯字块，与 Twenty~4 系列石英腕表风格迥然。此款腕表有

不锈钢与玫瑰金两种款式，不同表盘颜色可选，亦有表冠、表耳与表链镶嵌宝石的珠宝款式。

此外，百达翡丽还推出满镶钻石的玫瑰金高级珠宝腕表，采用“无定向”或“雪花”镶嵌工艺。该系

列可谓女性永恒优雅的全新化身，为其精心制作的宣传广告一经面世便引起巨大反响。这部广

告片重点展现了一位迷人的 Twenty~4 女性：独立自主，果敢自信，凭一己之力崭露头角。  

 

全新 Twenty~4 石英腕表：Ref.4910/1200A-001 与 Ref.4910/1200A-010 

 

百达翡丽对中号（25.1×30 毫米）不锈钢石英腕表进行重新诠释，为 Twenty~4 系列再添新成员。

新推出的两款全新腕表中，罗马字块被白金立体阿拉伯字块“12”和“6”取代，先前的钻石时标也

更换为白金立体梯形时标。这是对 1999 年款 Twenty~4 腕表进行的首次重大创新，也是与

Twenty~4 自动机械腕表设计步调一致的审美革新。两款全新腕表分别采用蓝色日辉纹表盘

（Ref. 4910/1200A-001）以及由内而外呈黑色渐变效果的灰色日辉纹表盘（Ref. 4910/1200A-

010）。其白金立体字块、时标以及白金巴顿式指针，均覆以荧光涂层，确保在夜间清晰易读。

精细的日辉纹自表盘中心向四周辐射，营造光影变幻，别具精致格调与动感活力。  

 

别出心裁的双层矩形表壳镶嵌两排（每排 18颗）顶级威塞尔顿钻石（约 0.42克拉），彰显精准

工艺。表冠饰有 Calatrava 十字星图案。表链搭配一枚折叠式表扣。每个部件均由手工整饰处理

并全面抛光。E15 石英机芯沿承百达翡丽机械机芯的精湛工艺。新款 Ref. 4910/1200A-001 与

Ref. 4910/1200A-010 采用阿拉伯字块，取代此前搭配罗马字块的 Ref. 4910/10A-001、Ref. 

4910/10A-010、Ref. 4910/10A-011 以及 Ref. 4910/10A-012 表款。 

 
 



 

 

 

续 3 

 

 

全新广告宣传片：“我的生活仪式感” 

 

随着全新 Twenty~4 腕表的发布，百达翡丽同期推出主题为“我的生活仪式感”的数字媒体广告

宣传着重刻画现代女性形象。她们坚毅果敢，喜爱精致美好的设计；她们独立自主，享受生活，

拥有广泛的兴趣爱好。“我的生活仪式感”宣传片记录现代女性生活中的美好时刻：在黎明时分的

曙光中感受片刻宁静，迎接崭新一天，出门前对镜精致装扮，留出时间潜心于书卷或专心运动，

愉悦身心。这些都是当今女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悦己时刻，亦是值得在社交媒体上与好友分享

的欢乐时光。 

 

系列宣传片广告语“开创属于你的传统”成为 Twenty~4 女性与品牌之间的情感纽带，与百达翡丽

著名的“代代相传”系列广告相得益彰。图像、视频与影片的交互，阐述着 Twenty~4 系列背后的

创新理念：恒久弥新的设计、现代经典的象征、腕表的黄金准则。一切均旨在巩固百达翡丽在

女式腕表领域的杰出成就，赢得更多高雅女性的青睐，为其呈献精致时尚、历久弥新的设计。  

 
 

（完） 
 
 

欲了解更多全新 Twenty~4 系列腕表信息，敬请访问 https://www.patek.com/chs/百达翡丽/新

闻/百达翡丽推出全新-twenty4-系列腕表     

 
  

https://www.patek.com/chs/百达翡丽/新闻/百达翡丽推出全新-twenty4-系列腕表
https://www.patek.com/chs/百达翡丽/新闻/百达翡丽推出全新-twenty4-系列腕表


 

 

 

续 4 

 

 

技术规格 

 

Twenty~4中号石英表款Ref. 4910/1200A-001 

 

机芯： E15 石英机芯 

尺寸： 15×13 毫米 

厚度： 1.8 毫米 

零件数量： 57 

宝石数量： 6 

石英机芯振频： 32,768 赫兹 

动力来源： 氧化银电池 1.55 V 

电池寿命： 约 3 年 

 

显示： 指针式：时针与分针 

 

表冠功能： 拉出式：可停止机芯运转，设置时间 

 
 

特征 

 

表壳： 不锈钢，表圈镶嵌 36颗顶级威塞尔顿明亮式切割钻石（约 0.42克

拉） 

 实心底盖 

 防水表冠 

 防水系数：30 米（3 巴） 

 

表壳尺寸： 25.1×30 毫米 

 厚度：6.8 毫米 

 表耳间距：14.1 毫米 

 

表盘： 蓝色日辉纹 

18K 白金立体阿拉伯字块和 18K 白金立体梯形时标，均覆有

Superluminova®荧光涂层 

18K 白金巴顿式时针和分针，均覆有 Superluminova®荧光涂层 

 

表链： 不锈钢，折叠式表扣 

  



 

 

 

续 5 

 

 

技术规格 

 

Twenty~4中号石英表款Ref. 4910/1200A-010 

 

机芯： E15 石英机芯 

 

尺寸： 15×13 毫米 

厚度： 1.8 毫米 

零件数量： 57 

宝石数量： 6 

石英机芯振频： 32,768 赫兹 

动力来源： 氧化银电池 1.55 V 

电池寿命： 约 3 年 

 

显示： 指针式：时针与分针 

 

表冠功能： 拉出式：可停止机芯运转，设置时间 

 
 

特征 

 

表壳： 不锈钢，表圈镶嵌 36颗顶级威塞尔顿明亮式切割钻石（约 0.42克

拉） 

 实心底盖 

 防水表冠 

 防水系数：30 米（3 巴） 

 

表壳尺寸： 25.1×30 毫米 

 厚度：6.8 毫米 

 表耳间距：14.1 毫米 

 

表盘： 灰色日辉纹，由内而外呈黑色渐变效果 

18K 白金立体阿拉伯字块和 18K 白金立体梯形时标，均覆有

Superluminova®荧光涂层 

18K 白金巴顿式时针和分针，均覆有 Superluminova®荧光涂层 

 

表链： 不锈钢，折叠式表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