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WC万国表以3D虚拟技术和 

NFT项目进军WEB3领域

2022年3月30日，日内瓦/沙夫豪森 – 瑞士制表名家IWC万国表已经向web3领域迈出第一步，开启了一个拟真的3D虚幻世

界，塑造令牌化社区。品牌与知名建筑师哈尼·拉希德 (Hani Rashid) 合作领导web3方案平台Arianee，共同打造IWC 

Diamond Hand Club (钻石手俱乐部)。作为成员的令牌持有者可以解锁独一无二的体验——穿梭于虚拟与现实世界之

间，尽情探奇。IWC万国表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弗·格莱恩格-海尔  (Christoph Grainger-Herr)  于周三在日内瓦举办的 

“钟表与奇迹”(Watches and Wonders) 高级钟表展的主旨演讲中正式公布了这个激动人心的项目。

克里斯托弗·格莱恩格-海尔表示：“IWC万国表素来热爱
大胆探新、果敢突破，而web3领域有着巨大的潜力让品牌
充分演绎这种创新精神。我们在Spatial平台上提供的独一
无二的全新3D虚幻体验将提供一种可让我们与客户进行交
流的有意义的现代方式。通过构建一个可供成员们尽情享
受的包容性社区以及将现实世界与其虚拟对等物联系起
来，我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示我们品牌的风采。”

继周三的主旨演讲官宣后，IWC万国表将首先投放1,868个
会员资格令牌，以此致敬品牌的成立年份1868年；令牌的
发放将主要面向客户、表迷和本品牌的粉丝们，以“先来先
得”为原则。将通过IWC万国表各种渠道及其在“钟表与奇
迹”上的展位发布不可替代令牌 (NFT)。发布之后，凡是购
买IWC万国表新推出的彩色陶瓷款飞行员腕表的客户也将
获得一枚NFT。

联合Arianee NFT管理平台全新打造的每一枚令牌均包含
一个未加工原钻形状的数字化艺术作品，是IWC Diamond 
Hand Club的标志。“Diamond Hand” (钻石手) 一词广泛
用于web3领域，意指对投资的忠诚度和长期的展望。通过
将其环境命名为“IWC Diamond Hand Club”，IWC万国
表意在致敬“钻石手”这个术语——赋予IWC万国表这个
大集体以同样忠贞不移、恪守承诺的坚定品质。

IWC万国表品牌推广副总监Maurice Moitroux表示：“拿到
NFT令牌的持有者将立刻成为‘IWC Diamond Hand Club’
成员。然后他们就可以进入IWC万国表在数字化线上平台
Spatial. io上全新推出的3D虚拟空间；这个平台旨在为创
作者、NFT收藏者以及各个品牌提供触手可得的专属3D虚
拟创意机会，使他们可以打造震撼人心的沉浸式虚拟现实 
(VR) 体验。”

IWC万国表的环境由建筑师拉希德设计，是品牌在“钟表与
奇迹”展上的实体高科技展位的定制数字化版本——同样
采用船运集装箱风格。此外还加入了其他独特元素，代表品
牌全新开发的陶瓷色彩，如“IWC Mojave Desert” (莫哈维
沙漠)、“IWC Woodland” (森林绿) 和“IWC Lake Tahoe” 
(太浩湖白)。IWC Diamond Hand Club是被当作IWC万国表
未来所有web3举措的“门户”而设计的，今后随着越来越多
元素、领域和特性的加入，它将越来越壮大；另外也将在一
些特定时刻再投放更多有收藏价值的令牌。

IWC万国表数字化战略与变革副总监Katharina Doepke-
Schelling表示：“Web3是充满无限可能的、鼓舞人心的前沿
技术，而这对于IWC万国表而言仅仅是开始。我们的虚拟环
境被设计成了一个整体性的生态系统，以我们的用户为考量，
着眼于长期。我们立志提升我们整个集体的体验，加大对3D
技术的钻研和使用，无论我们的客户和表迷在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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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C Diamond Hand Club成员将被邀请参加3D空间内的
独特虚拟活动以及线下实体活动和享受各种服务。此外，成
员们还可以凭令牌加入社区各种频道。俱乐部首批真实世
界“公用事业”之一是有机会参加4月1日在日内瓦莱芒剧院 
(Théâtre du Léman) 专门为IWC万国表全新“Top Gun的
色彩”系列腕表而举办的私人演出。

Arianee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Pierre-Nicolas Hurstel
表示：“IWC万国表Diamond Hand Club是奢侈品与钟表
行业第一个基于NFT的会员项目。Arianee非常荣幸能够将
我们的web3专业技艺与IWC万国表的创新精神和热忱相
结合。这一合作将为IWC万国表全体打开新视野。”

若要访问NFT，客户和表迷们必须首先扫描向他们出示的二
维码。然后，二维码会提示接收者通过IWC钱包索要令牌，
该钱包由Arianee驱动，可用于储存令牌，留备将来使用。

哈尼·拉希德

哈尼·拉希德是一位富于远见卓识的建筑师，于1989年同
Lise Anne Couture共同在纽约创立了渐近线建筑事务所
(Asymptote Architecture) (www.asymptote.net)。此举
在建筑、城市规划设计和艺术方面实属技术创新的前沿。
渐近线建筑事务所在广泛领域获得了大量奖项和国际认
可，包括建筑、总规划、设计和艺术装置等。哈尼·拉希德

曾于2000年代表美国出席第7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 
(Venice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 Biennale)，而他的渐
近线建筑事务所于2004年负责了第9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
年展Metamorph的设计。同年，哈尼·拉希德和Lise Anne 
Coutu re共同获得了弗里德里克·基斯勒建筑与艺术奖 
(Frederick Kiesler Prize for Architecture and the Arts)，
以此表彰他们对于艺术和建筑发展的杰出贡献。2011年，
渐近线事务所完成了阿布扎比Yas Marina and Hotel酒
店的设计和建造，这个意义非凡的重要项目沿着阿布扎比
Formula 1™ Grand Prix™赛道而建。2008年，哈尼·拉希德
在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执掌丹下健三 (Kenzo Tange) 教
席，此外也曾授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ETH)。目前，哈尼·拉希德是奥地利维
也纳应用艺术大学城市未来实验室 (Urban Futures Lab) 的
负责人。

A R I A N E E

创立于2018年的Arianee是不同品牌的领先web3方案平
台。Arianee的开源协议以区块链为基础，使各品牌得以制
作和分发NFT (或称数字化资产)。Arianee将产品和体验令
牌化，以此增强品牌与他们社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创建尊重
个人信息保护的直接、永久的链接。Arianee致力于将大品
牌和他们的技术合作伙伴聚到一起，以此构建一个去中心
化的互联网络。www.ariane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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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夫豪 森 I WC 万国 表

1868年，美国制表师兼创业家佛罗伦汀·阿里奥斯托·琼斯 
(Florentine Ariosto Jones) 从波士顿前往瑞士，在沙夫豪森 
(Schaffhausen) 创立了International Watch Company (IWC
万国表)。他当年的梦想是将先进的美国制造工艺与瑞士手工
制表技艺相结合，打造出时代经典的怀表杰作，由此也奠定
了IWC万国表独一无二的设计方法，在瑞士实现了机械表的
集中化生产。

经过150年的发展，瑞士制表名家沙夫豪森IWC万国表已在
复杂功能性时计领域声誉卓越，尤其是计时码表和日历腕
表，新颖独创、坚固耐用且易于日常使用。作为率先使用钛金
属和陶瓷材质制表的行业先驱，如今的IWC万国表特别擅长
以各种先进材质打造设计精良、技术精湛的表壳，例如钛铝化
合物和Ceratanium®瓷化钛金属。秉持“形式服从功能”这一
理念，IWC万国表以历久弥新的作品传递出佩戴者生命中的
梦想和抱负。

在材质的选择上，IWC万国表始终秉持负责任的态度，以实
际行动尽量降低对环境的影响，打造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
时计，世代传承、生机焕发。更引以为傲的是：品牌致力于培
养自己的未来制表师和工程师，且为所有员工提供优越的工作
环境。此外IWC万国表还与各种全球化组织合作，共同帮助儿
童和年轻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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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IWC万国表官方网站press.iwc.com下载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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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多信息

沙夫豪森IWC万国表
公共关系部
电子邮箱  press-iwc@iwc.com
网址  press.iwc.com

网 站与社 交 媒体

网址 iwc.com
Tmall  iwcwatch.world.tmall.com/shop/

view_shop.htm
Weibo www.weibo.com/iwcchina
Wechat www.iwc.com/en/wechat.html
YouKu i.youku.com/i/UNDE2Mjk2MDA4

#watchesandwonders2022
#IWCTopG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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