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力时 | www.zenith-watches.com | Rue des Billodes 34-36 | CH-2400 Le Locle 

国际媒体关系-邮箱：press@zenith-watches.com 

ZENITH 真力时于 RE-LUXURY 展会发布“真力时典藏腕表：ACT II”系列 

荟萃多款 1970 年代 EL PRIMERO 计时码表 
 

时值全球首个二手和古董奢侈品与收藏品交易展会——首届 RE-Luxury 活动在日内瓦举办之际，ZENITH

真力时发布了倍受期待的真力时典藏腕表系列第二篇章，汇集多款精心挑选并经品牌认证的古董腕表，

进一步弘扬品牌 HORIZ-ON 可持续发展倡议。RE-Luxury 致力于倡导奢侈品循环经济，令奢侈品牌的标志

性杰作能够重新焕发生机，无疑是发布真力时典藏腕表：ACT II 胶囊系列的理想平台。此胶囊系列腕表

以 1970 年代的太空时代风格设计为特色，并为 El Primero 星速机芯增添附加功能，引领收藏家和鉴赏

家探索往往被忽视，但对于真力时而言却是充满活力、大胆进取的时代。 

 

凸显真力时表厂出类拔萃的历史传承，以及品牌腕表作品对整个制表业发展进程产生的重大影响，真力

时不仅藉此致敬其辉煌往昔，更为目光敏锐的藏家们奉上匠心杰作。“真力时典藏腕表”计划于 2020

年立项，涵盖一系列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备受欢迎的真力时珍罕古董腕表，这些时计是真力时发展历

程的时代见证，其中不少成为品牌富有标志性的经典作品。 

 

真力时典藏腕表仅在真力时精品店和线上精品店以胶囊系列的形式发售，系列腕表经由真力时表厂收购、

修复并加以认证，通过追溯每一枚真力时腕表的完整历史，确保腕表所有部件皆为 100%原装。其目的

在于，在通常缺乏公开透明的古董表市场，消除藏家们的后顾之忧，确保信息透明度。  

 

RE-Luxury 展会于 11 月 4 日至 7 日在日内瓦威尔逊酒店（President Wilson Hotel）举行，同时向业内人士

和公众开放，总计有约三十家瑞士和国际品牌以及展商参与此次盛会。此次交易会亦见证了真力时首次

在品牌精品店和线上精品店之外的平台发售真力时典藏腕表，让品牌得以与热情高涨的古董收藏家会面，

并向其介绍真力时典藏腕表作品，以及品牌如何为提供认证古董表的众多表厂树立新标准。 

 

对于参加此次 RE-Luxury 展会并发布最新典藏腕表系列，真力时首席执行官 Julien Tornare（朱利安•托内

尔）先生表示：“如果得到精心维护和保养，机械腕表是极少数能够持续佩戴并不断赏玩的物什之一。
真力时典藏腕表不仅是能够世代相传的配饰，也是我们希望为全世界独具慧眼的藏家们奉上的，见证品
牌辉煌历史的经典杰作。RE-Luxury 为古董和二手奢侈品领域带来了一个全新概念，而我们的最新真力
时典藏腕表胶囊系列，涵盖了多款源自设计大胆创新的 1970 年代的时计精品，在此交易会上亮相，无
疑是最为理想的选择。”  
 

真力时典藏腕表：ACT II - 回归复古未来风尚 

 

真力时典藏腕表系列的第一篇章荟萃 1969 年出品、搭载早期标志性 El Primero 星速机芯的腕表杰作。如

今，真力时再接再励，推出了典藏腕表：ACT II 系列，超越时空，探索开创性机芯的第二个巅峰时代。 

 

那是 1970 年代初，当时，人类刚刚实现登月壮举，未来充满激动人心的全新可能。太空不再遥不可及，

地心引力已无法阻挡人类探索的脚步。而在这一时期，随着廉价石英腕表的出现，传统机械制表行业面

临着根本性的挑战。对此，真力时团队深知必须积极主动地采取应对方法。 

 

第一批搭载 El Primero 机芯的腕表作品采用纤薄精巧的比例造型，散发优雅气息；而第二代时计则截然

相反，采用别开生面的全新造型，同时也为史上首款高振频自动计时机芯增添更多功能。  

 
 
A782 

与 A781 腕表和 A783 腕表一样，A782 腕表也同属第二代真力时 El Primero 自动计时码表作品，完全采用

1970 年代太空时代风格设计，见证了人类与制表行业同时挣脱地心引力束缚的全新时代。这也是表厂

首次将 El Primero 高振频自动计时机芯搭载于 DEFY 系列腕表之中，将悬空安装的 El Primero 机芯，置于

以坚固耐用著称，被誉为“时间保险箱”的 DEFY 系列表壳之中，为机芯的精准性能提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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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82 腕表仅推出 1000 枚，以其别致造型而备受喜爱，采用渐变蓝色表盘，搭配条状镶贴时标和镜面抛

光外缘环圈、独特出众的酒桶形精钢表壳与十四边形表圈和旋入式表冠，以及由著名的盖·费尔（Gay 

Frères）公司首次设计的“龙虾式”精钢表链，与表壳轮廓浑然一体。 

 
 
A788  

与 A787 和 G787 腕表一样，真力时 A788 腕表为真力时第二代 El Primero 计时码表增添独树一帜的全新

表壳造型，借鉴 1970 年代风靡一时的太空时代美学理念，圆拱造型令精钢表壳仿若挣脱地心引力束缚。  

 

A788 腕表设计独特，洋溢未来主义风格特色，配备全磨砂十二边枕形表壳，线条圆润流畅，搭配隐形

表耳设计，蓝色电镀表盘与银色计时盘和计时秒针轨道刻度形成鲜明对比，并以脉搏计刻度代替传统的

测速刻度。 

 
 

A7817 “ESPADA” 

A7817 腕表是第二代真力时 El Primero 自动计时码表中的开创性杰作，也是首款将带月相的全历功能融

入具有划时代意义机芯的时计，成为“ESPADA”系列正式推出的首款腕表。 

 

A7817 腕表将 El Primero 机芯的高振频出色性能和以坚固耐用著称，被誉为“时间保险箱”的 DEFY 系列

相结合，采用别具一格的酒桶形精钢表壳，搭配十四边形表圈和旋入式表冠，银色表盘与标志性蓝色电

镀计时盘、测速刻度、条状镶贴时标相映成趣，此外还融入了月相和全历显示功能，并搭配第二代一体

式精钢“龙虾式”表链。 

 
01.0140.415 

41501.0140.415腕表是第二代真力时 El Primero 腕表中至为难得一见的作品，仅推出一批，共计 500枚。

这款时计体现当时风靡的未来主义特色设计，采用太空时代风格造型，尺寸较大，仿佛已挣脱地心引力。

蓝色电镀固定表圈设有测速刻度，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 
 

这款腕表个性突出，别具一格的酒桶形精钢表壳搭配带测速刻度的蓝色电镀固定表圈，深蓝色磨砂电镀

表 盘 采 用 全 新 荧 光 巴 顿 式 时 标 ， 配 备 第 二 代 一 体 式 精 钢 “ 龙 虾 式 ” 表 链 。 
 
 

01.0200.415 “TV Screen / Big Blue” 

“TV Screen” ref. 01.0200.415 腕表在第二代真力时 El Primero 腕表中独占鳌头，采用一眼可辨的独特设

计，彰显 1970 年代的太空时代美学，表壳、表盘和漆面按钮皆从当时的电视机设计汲取灵感。 

 

ref. 01.0200.415 腕表是 El Primero 精钢计时码表中非凡出众的代表作，采用形如电视机屏幕的长方形精

钢表壳，搭配漆面“切换”按钮，深蓝色金属表盘搭配形如电视机屏幕的长方形计时盘和倾斜的外缘环

圈，配备一体式三链节表链，饰有从 1972 年开始启用的全新真力时品牌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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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力时：以星为梦，与真同行 
 

真力时激励我们每个人心怀鸿鹄之志，砥砺前行，让梦想成真。自 1865 年真力时成为瑞士制表历史上

首家整合式制表厂以来，腕表便伴随着有远大梦想的杰出人物实现改变人类历史的壮举——路易·布莱

里奥（Louis Blériot）历史性地飞越英吉利海峡，菲利克斯·鲍加特纳（Felix Baumgartner）创纪录地以

平流层高空自由落体方式突破音障。真力时颂赞女性的远见卓识与开拓精神，打造了可供女性分享经验

并激励其他女性实现自己梦想的 DREAMHERS 平台，致敬女性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以创新作为其启明星的真力时所有腕表作品皆搭载由品牌自主开发并生产的机芯。自史上首款自动计时

机芯——El Primero 星速机芯于 1969 年问世以来，真力时作为计时大师，在高频计时领域陆续以计时精

度达 1/10 秒的 CHRONOMASTER 旗舰系列，以及精确至 1/100 秒的 DEFY 系列呈现更为精准的时间测量。

真力时坚信，进步与创新离不开可持续发展和责任，ZENITH HORIZ-ON 倡议彰显品牌对于包容性与多元

化、可持续发展及员工福祉许下的郑重承诺。自 1865 年以来，真力时伴随着那些敢于挑战自己并为理

想积极奋斗的人们，秉持着“以星为梦，与真同行”的品牌信条，共同创造瑞士制表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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