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WC 万国表与设计师品牌
ORLEBAR BROWN 联手打造超凡夏日

2020 年 7 月 15 日，沙夫豪森 - 瑞士制表名家沙夫豪森 IWC 万国表与英国时尚休闲服装品牌 Orlebar Brown 选择在魅
力七月宣布开始全新合作。为了纪念双方合作关系的开启，瑞士制表名家 IWC 万国表特别推出 IWC 葡萄牙系列航海精
英计时腕表“Orlebar Brown”特别版，而设计师品牌 Orlebar Brown 也全新推出九款休闲服装。比例协调的精钢表壳
搭配海蓝色表盘，表带采用双方联名的侧面扣合式表扣；作为防水性能达 6 巴的航海计时腕表，它是乘船出海及沙滩游
玩的理想侣伴。

Orlebar Brown 品牌由亚当·布朗 (Adam Brown) 创立于伦
敦。彼时他去印度拉贾斯坦邦 (Rajasthan) 参加一个朋友的
40 岁生日聚会，在酒店的泳池边，他注意到平时一贯衣着得
体的男士们在这种场合下并不考究，满眼看去都是贴身短
内裤、冲浪短裤以及根本没有任何造型可言的拳击手风格
的短裤。而后准备为午餐换装时，他意识到应当有一种既适
合游泳又适合社交穿着的兼用型服装。十八个月之后，第一
款 Orlebar Brown 游泳短裤上市了。

沙夫豪森 IWC 万国表行政总裁克里斯托弗·格莱恩格海尔 (Christoph Grainger-Herr) 表示：
“IWC 万国表和
Orlebar Brown 对卓越工艺、非凡创意及超高品质有着同
样一以贯之的热情和追求，我们也因此走到一起。Orlebar
Brown 变革了运动优雅休闲服饰的设计，以独一无二、量体
定制的方法证明：得体的休闲穿搭，男士同样可以拥有。该
公司也是同类细分市场的创意先锋之一，力求高标准的舒适
度、品质与功能性。”

如同 IWC 万国表及其精密时计一般，Orlebar Brown 也
尤为注重哪怕极其微小的细节。该品牌推出的游泳短裤以
男士传统正装长裤的设计为基础，由 60 个元素构成，配
有四分式异形腰带、拉链和可调节式侧面扣件，舒适贴合
形体。以侧面扣件为标志性设计的经典游泳短裤不仅风格
鲜明，每一季都会推陈出新，同时提供为期 5 年的保修服
务，保障卓越品质。每一款都堪称量体裁衣，为海员们、冒
险者和探险家们充满活力的生活方式锦上添花。

为了纪念双方合作关系的开启，瑞士制表名家 IWC 万国表
特别推出 IWC 葡萄牙系列航海精英计时腕表“Orlebar
Brown”特别版 (型号 IW390704)。精钢表壳搭配海蓝色
表盘及双 方联名的侧面扣 合式 表扣，其间点缀白色和红
色，这也是 Orlebar Brown 产品中常用的设计。这款航海
计时腕表的表壳比例优雅，采用蓝色织物内衬橡胶表带。
凭借坚固耐用的设计和 6 巴防水性能，此腕表无论是参加
动感的甲板活动还是在沙滩泳池边休闲娱乐，都是理想佳
选。IWC 万国表自制的 89361 型机芯具备飞返功能，能够
在 12 点钟位置同时显示小时和分钟数，并提供 68 小时
动力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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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菁英 男士打造的 休闲服饰

ORLEBAR BROWN 品牌简介

沙夫豪森 IWC 万国表还与 Orlebar Brown 联合设计推出
了一个“胶囊系列”，包括九款休闲服装。

2007 年以来，英国时尚休闲服装品牌 Orlebar Brown 凭
借其原创而独特的经典服饰变革了男士假日休闲的着装风
格，该产品也被誉为是“可以穿着游泳的短裤”。

“同 IWC 葡萄牙系列航海精英计时腕表一样，这个胶囊
系列集恒久优雅与浓郁的探险风格于一体。在设计过程中，
我们从 IWC 万国表的葡萄牙系列精神中汲取了灵感，这是
一个与海洋、航海以及导航有着长久渊源的腕表系列。我们
以成功男士为目标受众，以悦目设计、可靠功能及前卫风格
为海员们、冒险者和探险家们充满活力的生活方式锦上添
花，”Orlebar Brown 创始人亚当·布朗如是说。
该系列拥有众多款式：包括带有蓝色滚边的白色轻便短上
衣，由毛巾布料制成；一款棉 / 丝质编织 polo 衫；另有一款
游泳短裤，堪称整个系列的点睛之作，采用标志性的侧面扣
合方式，上方镌刻 Solaris 55 帆船游艇图案，栩栩如生，仿佛
浸身于意大利撒丁岛的罗通多港 (Porto Rotondo) 。这一设
计作品旨在庆祝 IWC 万国表与意大利奢华游艇品牌 Solaris
开启合作关系。
IWC 葡萄牙系列航海精英计时腕表“Orlebar Brown”
特别版将从 7 月起在 IWC 万国表各大精品店及授权经销
商全面发售。
双方联名打造的“Orlebar Brown x IWC 万国表胶囊系列”
也将从 2020 年 7 月 15 日起售，顾客现在即可通过网站
www.orlebarbrown.com/iwc 进行购买预约。

继品牌带有逼真效果印花的短裤大获成功之后，Orlebar
Brown 于 2015 年推出名为“Design Your Own”的 DIY
设计服务，即顾客可以通过 #SnapShorts 应用程序在实体
店或线上自行设计专属于自己的、带有逼真效果印花图案
的定制游泳短裤。
从泳池晚会着装到衣橱必备品，Orlebar Brown 迅速拓展产
品类别，如今已发展成国际品牌，店铺遍布全球各地，且拥
有货源充足的供货商“军团”— —成就非凡，引人钦佩。品
牌在全球超过 25 个国家及地区设有专卖店，包括英国伦敦
和牛津郡、美国纽约和迈阿密以及法国、伊斯坦布尔、希腊、
澳大利亚、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品牌还通过社交媒体发起 #OBsAroundTheWorld 活动，鼓
励人们在线发布自己身着 OB 服装的照片，凭借大家对于探
险的共同热爱积累起越来越庞大的顾客群。此外，Orlebar
Brown 借助众多声誉卓著的合作系列以及名流粉丝，保持
着受人瞩目的声量。
Orlebar Brown 主要的服饰品类涉及四类领域：沙滩、运
动、度假及海边休闲，致力于打造适合各种场景穿戴的品
质高、功能强、风格经典且量体定制的服装与配饰，让顾客
能够拥有更舒心的度假体验，尽享难忘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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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C 葡萄牙系列航海精英计时腕表
“ORLEBAR BROWN”
特别版
型号 I W 39 070 4

特性

机械机芯 – 12 点钟位置设小时和分钟计时盘 - 日期显示 - 飞返功能 – 小秒针附掣停装置 – 旋入式表冠 –
透明蓝宝石玻璃表底

机芯

IWC 万国表自制机芯
频率
宝石数
动力储备
上链

89361
28,800 次 / 小时 (4 赫兹)
38
68 小时
自动上链系统

腕表

材质
表镜
防水性能
直径
厚度

 钢表壳，蓝色和镀银表盘，镀铑指针和镶贴时标，蓝色织物内衬橡胶表带
精
双面防反光弧面蓝宝石玻璃表镜
6巴
44.6 毫米
14.4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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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夫豪 森 I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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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

可通过网站 press.iwc.com 获取 IWC 葡萄牙系列航海
精英计时腕表“Orlebar Brown”特别版与 Orlebar
Brown“胶囊系列”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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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YouTube
Twitter
LinkedIn
Instagram
Pinterest

iwc.com
facebook.com/IWCWatches
youtube.com/iwcwatches
twitter.com/iwc
linkedin.com/company/
iwc-schaffhausen
instagram.com/iwcwatches
www.pinterest.com

IWC Schaffhausen · Baumgartenstrasse 15 · CH-8201 Schaffhausen
Phone +41 (0)52 235 75 65 · Fax +41 (0)52 235 75 01 · press@iwc.com · press.iw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