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calibur王者系列全速驰骋 
 

 

2018年，Roger Dubuis罗杰杜彼创意实验室的深处传来强劲呼啸——这个向来坚持“勇创非凡”的品牌再度前往令他

人怯步之处，推出绚丽时计，为其经典Excalibur王者系列呈现崭新演绎。这些腕表的诞生皆获得合作伙伴的鼎力协

助：体现“Perfect it天造之合”的Pirelli倍耐力，以及承载“Raging Mechanics桀骜机械”的Lamborghini Squadra Corse兰

博基尼赛事运动部。 

 

Roger Dubuis罗杰杜彼便是王者；王者便是Roger Dubuis罗杰杜彼。具有绝然绚丽风采的经典Excalibur王者系列，已然

深植于Roger Dubuis罗杰杜彼的品牌基因中，是品牌无惧探索精神的最佳体现，也象征着品牌在高级制表领域保持超

前领先地位的决心。Roger Dubuis罗杰杜彼携这个标志性系列与品牌的完美盟友于2017年联袂登场，在几个全球最具

代表性的赛道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深刻印记。 

 

对创意转化的热忱是引领“持续创新者”前进的动力。在专设的内部研发部门与完备的全线制表厂的实质支持下，

Roger Dubuis 罗杰杜彼“结合颠覆性材质与先进复杂功能”的创作秘诀强而有力地体现于一场迎向所有挑战的征程

上：勇创非凡。 

 

坚持以行动改造世界。在此优越环境中，Roger Dubuis 罗杰杜彼得以不断超越技术极限，并体现坚定不移的承诺：迈

向无人前往的陌生领域，勇于开创崭新天地；将服务质量推向更高远的境界。Roger Dubuis 罗杰杜彼独创革新技艺的

年度揭晓，通过多种创新管道展示出品牌当前在研发领域极具“系统性”的成果。 

 

当工程师的超卓远见与制表师的非凡创意相遇...... 2017年，一份难以抗拒的相互吸引力驱使了Roger Dubuis 罗杰杜彼

分别与Pirelli倍耐力轮胎以及Lamborghini Squadra Corse兰博基尼赛事运动部展开令人震撼的合作联盟。无论涉及企业

理念、研发远见，或者创造魅力线条与非凡技术的才能，以及满足客户严格要求的态度，双方在各方面皆呈现出圆

满的契合。Roger Dubuis 罗杰杜彼与这两个标志性品牌的结合，缔造出两个秉持着相同承诺的绝佳联盟：提供隽永无

价的客户体验，并且推出一系列符合日内瓦印记标准的精湛表款。 

 

Pirelli倍耐力轮胎是技术和工业领域的创新先驱，也是世界赛车运动顶级赛事中的高级轮胎供货商，并且拥有与全球

最知名汽车厂商共同开发创新产品的悠久历史，因而成为Roger Dubuis 罗杰杜彼的完美搭档。2017年，Roger Dubuis 罗

杰杜彼与Pirelli倍耐力合作研发出的两款突破性的“Pirelli”Excalibur腕表和一系列品牌全球首发的创新技艺，生动地

体现了此联盟的卓越绩效。 

 

卓绝机械，桀骜驰骋。Lamborghini兰博基尼的核心价值与Roger Dubuis罗杰杜彼的品牌精神产生了必然的强烈共鸣：

具备前卫思维、竭力追求卓越性能、重视革新材质和全球首创技艺，以及提供隽永难忘的客户体验和极致独创的时

计作品——自然也包含了精致定制服务。为了庆祝此合作关系的展开，Roger Dubuis罗杰杜彼制表厂的技术专家们从

Lamborghini兰博基尼的赛车精神中汲取灵感，为这个高效联盟创造出第一款时计作品：Excalibur Aventador S腕表。此

时计由一个强力“引擎”所驱动，以效仿 Lamborghini兰博基尼真正Aventador超跑车的引擎——两者皆是具有极致性

能的精湛机械，造就了令人震撼的科技壮举。 



 
 

 

 
Excalibur Aventador S. 
 
 

超卓引擎，时间推手 
 

Roger Dubuis 罗杰杜彼与Lamborghini Squadra Corse兰博基尼赛事运动部的合作联盟于2018年推出45毫米Excalibur 

Aventador S系列蓝色腕表和Excalibur Aventador S系列玫瑰金腕表，再度以令人惊叹的卓越表款展现受到汽车世界之启

发的高复杂制表技艺。 

 

这两款具有超高性能的腕表承载着Roger Dubuis 罗杰杜彼与Lamborghini Squadra Corse兰博基尼赛事运动部对尖端复杂

技艺的共同热忱，完美呈现此合作联盟“卓绝机械，桀骜驰骋”的精神。 它们皆由一款经过精心研发、体现超卓

Duotor概念（配备双摆轮）的机芯所驱动——即以312枚零件组成的全新RD103SQ机芯。此机芯的特点之一在于其明显

的“引擎室拉杆”：它们重新诠释了Roger Dubuis罗杰杜彼的标志性“星际镂空”概念，并与机芯的其他部分形成鲜

明的对比效果，仿佛腕表配备着一个透明“引擎盖”。Lamborghini兰博基尼为了提高汽车性能而让引擎呈纵向设

置，并且配合超跑车简洁明快的流线造型，此腕表机芯两个摆轮的配置便效法此一设计，以特定的倾斜角度定位，

并由一组犹如三角齿轮悬挂组件般的架构所支撑和突显。此款独创的Roger Dubuis罗杰杜彼机芯体现了品牌在制表专

业上不断求新求变的毅力：透过与汽车界的联盟，为其机芯进行了全新的演绎。 

 

崭新的Excalibur Aventador S系列蓝色腕表与其2017年以8枚限量版形式问世的前身“Arancio Argos”（橙色阿尔戈斯）

时计一样，采用与Lamborghini兰博基尼汽车相同技术制成的C-SMC（片状塑模）碳纤维。此腕表以象征欧洲皇室的标

志性蓝色作为颜色特征，配备了黑色与海王星蓝色的双材质表带、蓝色橡胶涂层表壳与表冠，以及饰有蓝色标记的

碳纤维凹槽表圈，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极致的蓝色体验。 

 
Excalibur Aventador S系列玫瑰金腕表则延续以88枚限量版形式推出的前身“Giallo Orion”（黄色猎户座）时计，配备

着相同的复层碳纤维镂空表壳，但这次以具有丰富光彩和温暖特质的玫瑰金来装点腕表，并搭配一条极其精致的黑

色Alcantara欧缔兰表带。 

 

这些激情时计的问世也宣告着即将于二月份展开的2018年Super Trofeo超级挑战赛的到来，Roger Dubuis 罗杰杜彼将是

这项Lamborghini兰博基尼传奇赛事主要赞助商之一。 



 
 

 

 
Excalibur Spider Pirelli. 
 
 

卓越性能、产品差异化和独家服务 
 

以绚丽的蓝白旋律诠释完美联盟。无可置疑地，2018年将是热情激昂的一年：具有显著造型特征与色彩标志的

Excalibur Spider Pirelli系列将推出崭新的Excalibur Spider Skeleton Automatic Pirelli自动上链镂空腕表，以优雅明快的黑色钛

合金搭配深蓝色或纯白色点缀元素，配色设计令人联想到由沥青铺设而成的赛道，也正是Pirelli倍耐力这个传奇轮胎

品牌展露锋芒的舞台。这些独特的Pirelli倍耐力表款搭载着极受欢迎的820SQ机芯，其钛合金黑色DLC涂层镂空表圈搭

配着覆有白色或蓝色橡胶涂层的表冠以及点缀着白色或蓝色缝线的表带，以强化色彩效果。为了向深植于两个非凡

品牌基因中的“勇创赛绩”特质致意，这些表带皆镶接着经过Pirelli倍耐力认证的轮胎橡胶皮——它们都是曾经实际

在赛事中赢得胜利的退休战将；同时，表带轮胎皮的反面还装饰着一种传奇性花纹，将 Pirelli倍耐力CinturatoTM中性

胎的独特胎面纹路复制于上，为两品牌间的联盟烙下最具标志性的印记。 

 

展望2018年，Roger Dubuis罗杰杜彼时计作品的独创性将再掀高峰，一系列专为品味独特的客户所制作的特别限量版

腕表，犹如永不停息、勇往直前的震撼旋风，一再席卷钟表天地。誰能预料下一个驰骋赛道的辉煌之星会以什么面

貌出现？ 
 

  



 
 

 

 
Roger Dubuis罗杰杜彼制表厂，瑞士日内瓦 
 
 

关于Roger Dubuis罗杰杜彼  

 
自1995年以来，Roger Dubuis罗杰杜彼便在现代高级制表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品牌秉持勇于创新的精神，作品融合大

胆亮眼的设计，展现品牌在高级制表机械领域的精湛工艺和权威地位，在21世纪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大胆创新和

华丽高雅是品牌独树一帜的特色，坚毅决心则是推动品牌往前迈进的动力。 

 

品牌拥有遍布全球的精品店和专属销售网，您可在世界各地找到由Roger Dubuis罗杰杜彼制造的Excalibur王者和Velvet

名伶系列。这家位于日内瓦的瑞士制表厂秉持追求完美的精神，孜孜不倦地研发着超越巅峰的制表工艺和卓越非凡

的技术。 

 

若欲下载不同语言的新闻稿和高清照片，请联结此网站：press.rogerdubuis.com 
 
Photographic credits 
Cover Picture: Diode © Roger Dubuis 2017 
Roger Dubuis Manufacture: Wachout © Roger Dubuis 2017 
 
Disclaimer 
The material provided in this press release is strictly reserved for use by accredited journalists for editorial newsworthy purposes only. It is subject to 
specific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Use which can be found on the Roger Dubuis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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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alibur Aventador S腕表 

 

 

表壳：  Excalibur Spider镂空表壳，直径45毫米，C-SMC复层碳纤维；钛合金表环，覆有蓝

色橡胶涂层；C-SMC复层碳纤维凹槽表圈，搭配蓝色标记；黑色DLC涂层钛合

金表冠，覆有蓝色橡胶涂层； 蓝宝石水晶玻璃， 

覆有防眩目涂层； 黑色DLC涂层钛合金表背，覆盖蓝宝石水晶玻璃 

 

厚度：    14.05毫米 

 

表盘： C-SMC复层碳纤维镂空表盘；黑色和红色盘缘，搭配覆有白色SLN夜光涂料的镀

铑刻度；黑色PVD涂层18K金指针，搭配具有红色转印边框和填充白色SLN夜光

涂料的针头；黑色PVD涂层秒针 

 

防水性能：    5巴（50米） 

 

表带： 双材质表带，黑色橡胶边框，内部嵌衬海王星蓝色面料，饰有红色缝线； 配

备易于更换表带的快拆装置 

 

表扣： 黑色DLC涂层钛合金可调节折叠式表扣 

 

机芯：    RD103SQ双游丝摆轮镂空机芯  

 

产量：    88枚 

 

认证：    日內瓦印记（Poinçon de Genève） 

RD103SQ机芯：双游丝摆轮镂空机芯 

特性： 手动上链机械机芯，双游丝摆轮，经六方位精准调校 

 

功能：    时、分、跳秒显示，动力储存显示  

 

装饰：  依照日内瓦印记标准全面精修 

 

零件：    313枚 

 

宝石：    48颗 

 

直径：    16法分 

 

厚度：    7.80毫米 

 

振频：    2x4赫兹（每小时振动57,600次） 

 

动力储存：   40小时 
  



 
 

 

Excalibur Aventador S腕表 

 

 

表壳：  Excalibur Spider镂空表壳，直径45毫米，复层碳纤维；钛合金表环，覆有黑色橡

胶涂层；玫瑰金凹槽表圈，搭配黑色标记；玫瑰金表冠，覆有黑色橡胶涂层； 

蓝宝石水晶玻璃，覆有防眩目涂层； 黑色DLC涂层钛合金表背，覆盖蓝宝石水

晶玻璃 

 

厚度：    14.05毫米 

 

表盘： 镂空表盘；黑色盘缘，搭配覆有白色SLN夜光涂料的玫瑰金刻度；黑色PVD涂层

18K金指针，搭配填充黑色SLN夜光涂料的针头；玫瑰金秒针   

      

防水性能：    5巴（50米） 

 

表带： 双材质表带，黑色橡胶边框，内部嵌衬黑色Alcantara®欧缔兰材质 ，饰有黑色缝

线； 配备易于更换表带的快拆装置 

 

表扣： 黑色DLC涂层钛合金可调节折叠式表扣 

 

机芯：    RD103SQ双游丝摆轮镂空机芯  

 

产量：    28枚 

 

认证：    日內瓦印记（Poinçon de Genève） 

RD103SQ机芯：双游丝摆轮镂空机芯 

特性： 手动上链机械机芯，双游丝摆轮，经六方位精准调校 

 

功能：    时、分、跳秒显示，动力储存显示 

 

装饰：  依照日内瓦印记标准全面精修 

 

零件：    313枚 

 

宝石：    48颗 

 

直径：    16法分 

 

厚度：    7.80毫米 

 

振频：    2x4赫兹（每小时振动57,600次） 

 

动力储存：   40小时 

 



 
 

 

Excalibur Spider Pirelli - Automatic Skeleton 

自动上链镂空腕表 

 

 

表壳  Excalibur Spider镂空表壳，直径45毫米，黑色DLC涂层钛合金；黑色DLC涂层钛合

金凹槽表圈，搭配蓝色数字与线条；黑色DLC涂层钛合金表冠，覆有蓝色橡胶

涂层； 蓝宝石水晶玻璃，覆有防眩目涂层； 黑色DLC涂层钛合金表背，覆盖蓝

宝石水晶玻璃 

 

厚度    14.02毫米 

 

表盘 黑色和蓝色镂空表盘；黑色盘缘，搭配覆有白色SLN夜光涂料的镀铑刻度；黑

色PVD涂层18K金指针，搭配具有蓝色转印边框和填充白色SLN夜光涂料的针头 

      

防水性能    5巴（50米） 

 

表带 双材质表带，黑色橡胶边框，内部镶接一块真实Pirelli倍耐力获胜赛车轮胎皮，

饰有蓝色缝线； 内侧装饰独特的Pirelli倍耐力轮胎花纹； 配备易于更换表带的

快拆装置 

 

表扣    钛合金可调节折叠式表扣，搭配黑色DLC涂层钛合金扣盖  

 

机芯    RD820SQ自动上链镂空机芯，搭载微型摆陀 

 

产量    88枚 

 

认证    日內瓦印记（Poinçon de Genève）  

RD820SQ机芯：自动上链镂空机芯，搭载微型摆陀 

特性： 自动上链机械机芯，搭载镂空微型摆陀，经六方位精准调校 

 

功能：    时、分显示  

 

装饰：  镂空机芯，NAC涂层、圆形粒状主夹板和桥板，依照日内瓦印记标准全面精修 

 

零件：    166枚  

 

宝石：    35颗  

 

直径：    16法分 

 

厚度：    6.38毫米 

 

振频：    4赫兹（每小时振动28,800次） 

 

动力储存：   60小时 
  



 
 

 

Excalibur Spider Pirelli - Automatic Skeleton 

自动上链镂空腕表 

 

 

表壳：  Excalibur Spider镂空表壳，直径45毫米，黑色DLC涂层钛合金；黑色DLC 涂层钛合

金凹槽表圈，搭配白色数字与线条；黑色DLC涂层钛合金表冠，覆有白色橡胶

涂层 ； 蓝宝石水晶玻璃，覆有防眩目涂层； 黑色DLC涂层钛合金表背，覆盖

蓝宝石水晶玻璃。  

 

厚度：    14.02毫米 

 

表盘： 黑色和白色镂空表盘；黑色盘缘，搭配覆有白色SLN夜光涂料的镀铑刻度；黑

色PVD涂层18K金指针，搭配具有白色转印边框和填充白色SLN夜光涂料的针

头。  

 

防水性能：    5巴（50米） 

 

表带： 双材质表带，黑色橡胶边框，内部镶接一块真实 Pirelli倍耐力获胜赛车轮胎

皮，饰有白色缝线； 内侧装饰独特的Pirelli倍耐力轮胎花纹； 配备易于更换表

带的快拆装置。  

 

表扣：    钛合金可调节折叠式表扣，搭配黑色DLC涂层钛合金扣盖  

 

机芯：    RD820SQ自动上链镂空机芯，搭载微型摆陀 

 

产量：    88枚 

 

认证：    日內瓦印记（Poinçon de Genève） 

RD820SQ机芯：自动上链镂空机芯，搭载微型摆陀 

特性： 自动上链机械机芯，搭载镂空微型摆陀，经六方位精准调校 

 

功能：    时、分显示  

 

装饰：  镂空机芯，NAC涂层、圆形粒状主夹板和桥板，依照日内瓦印记标准全面精修 

 

零件：    166枚  

 

宝石：    35颗  

 

直径：    16法分 

 

厚度：    6.38毫米 

 

振频：    4赫兹（每小时振动28,800次） 

 

动力储存： 60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