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WC 万国表葡萄牙系列：经典中的传奇

1939:  

型号 325

1930 年代中期，瑞士制表名家沙夫豪森  IWC 万国表收

到一个不同寻常的订单。在那个风靡小巧型装饰派艺术

风格腕表的年代，两位葡萄牙商人订购了一款要求具备怀

表精密度的大尺寸腕表。而他们选择  IWC 万国表绝非偶

然。International Watch Company (IWC 万国表) 由 F.A.·
琼斯于 1868 年创立，很快便以精密怀表建立起全球知名

度。1939 年，品牌制表大师针对葡萄牙商人的需求提出一

个创想：把 74 型猎人怀表机芯置于 41.5 毫米的腕表表壳

内。表盘设计灵感源自 IWC 万国表当时专为英国皇家海军

生产的甲板表，这些怀表大小的航海时计的主要作用之一是

为船只导航，因此需要具备极高的清晰易读性。凭借 6 点钟

位置的小秒针显示、简洁的分钟刻度、阿拉伯数字时标及纤

细的柳叶形指针，型号为 325 的这一表款树立起了恒久经

典、永不过时的设计理念，贯穿整个葡萄牙系列的创作直至

今日。然而，这个采用怀表内核的优雅腕表领先于其所处的

时代几十年之久，直到 1970 年代末，在 IWC 万国表的公司

账目上，该表款仅售出大约 690 枚。

1993:  

IWC 万国表葡萄牙系列周年纪念版

负责将型号 325 的表款从“濒危”状态拯救回来并将其变

身为 IWC 万国表最知名经典杰作的人是时任品牌市场与

销售总监的 Hannes Pantl i。1993 年，公司为庆祝 125 周
年诞辰推出当时号称世界上最复杂的腕表沙夫豪森战驹腕

表 (型号：1868)，但 Pantl i 同时希望推出一款不仅能够代

表 IWC 万国表专业制表传统，且为更广泛表迷群体所接受

的腕表。于是，限量重新发布 325 表款的想法应运而生。它

的新名称“葡萄牙”不仅呼应 325 表款的起源，同时也容

易让人联想到导航、精密性及可靠性等特质。IWC 万国表

葡萄牙系列周年纪念版 (型号：5441) 仅限量生产 1000 枚 
精钢表款、50 0  枚红金表款及  250  枚铂金表款。这些

直径为  42.5  毫米的表款搭载以  98  型怀表机芯为原型

的 9828 型机芯。IWC 万国表葡萄牙系列周年纪念版腕表

一经问世，迅疾售空，且在全球范围创领了“大尺寸腕表”

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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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IWC 万国表葡萄牙系列万年历腕表

2003 年，IWC 万国表葡萄牙系列首次搭载万年历功能，

成为该系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由制表大师葛珞

斯 (Kur t Klaus) 于 1980 年代研制而成的这一万年历复杂

机械装置，能够自动识别不同月份的不同天数以及闰年。

所有显示都精准同步；哪怕腕表较长时间没有使用，通过

表冠即可轻松重置所有显示。葛珞斯以超大号 5000 型机

芯为契机，从头开始重新研制他的日历模块，使其适应这

一新款机芯内更阔绰的空间。由此增大的齿轮尺寸，使得

月相显示更为精准。在 IWC 万国表葡萄牙系列万年历腕表  
(型号：5021) 中，月相显示精确到仅需在 577.5 年后调校

一天误差。IWC 万国表葡萄牙系列万年历双月相腕表 (型
号：50611) 是品牌首款配备双月相显示的作品。这个非同寻

常的功能可以同时展示佩戴者在南、北两半球看到的不同

月相。

2010 年： 

IWC 万国表葡萄牙系列航海精英计时腕表

I W C  万国表于  19 67  年发布的航海精英腕表  (型号： 
811A/D) 坚固耐用、防风抗雨，在任何场合都气度不凡。这

款优雅的运动风格时计采用精钢表链，内部搭载阿尔伯特·
比勒顿 (Albert Pellaton) 研制的超精密 8541B 型自动上链机

芯。经过之后数年发展，这款腕表逐渐成为 IWC 万国表最

受欢迎的表款之一。2010 年，公司决定复兴“航海精英”这

一传奇之名，并将其融入葡萄牙系列。IWC 万国表首席设计

师 Christian Knoop 将此番重新问世的 IWC 万国表葡萄牙

系列航海精英计时腕表 (型号：3902) 打造成满足各种至高

期待的航海运动腕表。45 毫米表壳坚固耐用，防水性能达  
6  巴。得益于  IWC 万国表葡萄牙系列的标志性设计，该

表在陆地上使用也毫不逊色。其核心搭载的  IWC 万国

表 89360 型自制机芯将小时与分钟的计时功能集中在 12 点
位置的同一计时盘中，简单明了，清晰易读。印有四分之一

秒刻度的表壳外圈不仅能够精确读取计时时间， 也成就

了 IWC 万国表葡萄牙系列航海精英计时腕表“精密航海仪

表功能与低调运动风格相结合”的独特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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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

可于网站 press.iwc.com 下载 IWC 万国表葡萄牙系

列表款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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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wc.com
Facebook facebook.com/IWCWatches
YouTube youtube.com/iwcwatches
Twitter twitter.com/iwc
LinkedIn linkedin.com/company/
 iwc-schaffhausen
Instagram instagram.com/iwcwatches
Pinterest www.pintere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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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