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灵推出全新璞雅诺顿特别版腕表
（PREMIER NORTON EDITION）
致敬两大品牌强大的合作伙伴关系

百年灵璞雅诺顿特别版腕表（Premier Norton Edition）是两个标志性品牌之间合作关系的有力象征，
双方拥有相似的发展历程与悠久历史。这款腕表彰显出瑞士奢华腕表制造商和以独家英国工程工艺而闻名
的摩托车品牌所冀望的时尚风格和卓越性能。
百年灵璞雅B01计时腕表42诺顿特别版（Breitling
Premier B01 Chronograph 42 Norton Edition）
是对高端制表品牌百年灵与英国摩托车公司诺顿之
间合作伙伴关系的献礼，后者以其高性能摩托车享
誉全球。这款腕表是百年灵以优雅而著称的璞雅系
列的成员之一，极具时尚品味。全新诺顿特别版腕
表是对璞雅系列恣意潇洒的都市时髦风格的独特诠
释。威利·百年灵（Willy Breitling）曾说过这样的
金句：“当男人戴上他的腕表，腕表就是他无可挑
剔的品位的象征。”诺顿摩托车同样是车主个人风
格的代表。

百年灵首席执行官乔治 · 科恩（Georges Kern）
表示，百年灵与诺顿摩托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百年灵和诺顿都极具创新和创业精神，并拥有
丰厚的历史传承。这一新款腕表彰显出两个雄心勃
勃的品牌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他笑着补充道，
“我认为任何一个佩戴上这款腕表的人，都会突然
在脑海中浮现《天生狂野》（Born to be Wild）
这首歌的旋律。”
诺顿首席执行官斯图尔特 · 加纳（Stuart Garner）
对此表示赞同：“百年灵全新璞雅诺顿特别版融汇
了两个品牌的DNA元素，为表迷和摩托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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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表达自己独特个性的机会，并完美体现了两
大品牌的本质。”
集两大品牌之大成
百年灵和诺顿摩托车共享悠久的历史传承。两者都
创建于19世纪，富有远见的创始人以自己的名字为
公司命名，并从很大程度上树立了行业的标杆。当
詹姆士·兰斯敦·诺顿（James Lansdowne Norton）
在1898年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以制造两轮车零部
件起家，并于1902年生产出第一款摩托车时，莱
昂·百年灵（Léon Breitling）在汝拉山脉的作坊
也已拥有十逾年的制表经历。这两个品牌都曾在
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中亮相——007在1965年的
《雷霆万钧》（Thunderball）中佩戴百年灵Top
Time腕表，而诺顿统治者SS则在《007：幽灵
党》（Spectre）（2015）中担纲配角。
百年灵璞雅B01计时腕表42诺顿特别版（Breitling
Premier B01 Chronograph 42 Norton Edition）
反映出两大品牌的文化和价值观。防水性能达10个
大气压（100米）的42毫米精钢表壳别具一格：表
壳左侧铭刻“Norton”字样，透明蓝宝石表底则
印有一辆诺顿摩托图案及其品牌标志。
优雅的黑色表盘搭配金色数字时标、时针和分针，
与棕色复古原皮表带形成鲜明对比，不但吸引表
迷，也令摩托车发烧友着迷。该款腕表还可选配时
尚的精钢表链。银色小表盘（3点钟位置设有分钟
累积计时器，9点钟位置设有小秒盘）与黑色表盘
对比鲜明，搭载为腕表提供长达70小时动力储存的
百年灵自制01机芯。
腕表经瑞士官方天文台 (COSC) 认证，表盘的白色内
圈上具有黑色测速标尺, 饰有红色“TACHYMETER”
标识。时 针 和 分 针 均 覆 有 S u p e r- L u m i N o va ®
夜光涂层，不论是繁华的都市街道还是偏远的乡间
小路，骑手都能够清晰读时。
百年灵璞雅B01计时腕表42诺顿特别版只是两个非
凡品牌之间独特合作关系的开始，更多新款将于本
年度惊喜亮相。
璞雅B01计时腕表诺顿特别版的终极搭配：诺顿
突击队961咖啡骑士MKII百年灵限量版摩托车
（Norton Commando 961 Café Racer MKII
Breitling Limited Edition Motorcycle）

当您戴上璞雅诺顿特别版腕表，您佩戴的将是一款
集两大品牌合作之大成的独特时计。而且您可能会
不自觉地渴望拥有一辆性能强劲、能够吸引众人目
光的时尚标志性摩托车。我们的合作伙伴诺顿摩托
车打造出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诺顿突击队961咖
啡骑士MKII百年灵限量版摩托车让人想起经典咖
啡骑士的外貌和风格，但搭载的是现代化的先进组
件和工程设计。其961毫升发动机由诺顿公司内部
研发而成，为您提供只有世界上伟大摩托车品牌方
能实现的出众性能。这款特别的百年灵限量版摩托
车系列限量77台。其特色在于镌刻在离合器外壳上
的复古款式百年灵“B”字样、百年灵风格设计的
速度表和转速表表盘，以及缝于黑色车座上的黑色
复古“B”字样。这款令人惊艳的摩托车可通过诺
顿分销网络购买。
百年灵璞雅系列：风格、目标和行动
早在20世纪40年代，百年灵便推出璞雅系列——以
风格著称的首个优雅腕表系列。百年灵于2018年
再度启用这个名字，推出将功能和风格完美融合的
全新璞雅系列，展现品质、性能和经典设计，再续
百年灵辉煌的历史传承。
早期的璞雅系列腕表作为对时尚强有力的宣言，见
证了20世纪40年代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巨大变革。
全新系列表款延续并焕新了这份传奇——它们不
仅体现了一个伟大品牌的历史传承和经典设计，更
展示出摩登都市风格和对卓越的不懈追求。辉煌过
往，永不过时，其优雅、性能和品质都将满足您对
百年灵的所有期待，这比任何时候都更好地体现出
品牌的理念——专为讲究风格、目标和行动的佩戴
者而设计。
百年灵
自1884年以来，百年灵作为腕表先驱品牌，凭借
着其超凡精准的精密时计，对计时腕表的发展贡
献，以及对卓越设计的不懈追求，在全球树立起
声望。随着品牌与航空业的深厚渊源，百年灵在人
类征服天空的漫漫征程中见证了无数辉煌时刻。以
创新精神而著称的百年灵，在科学、体育和科技领
域均拥有一席之地。同时，百年灵自主研发制造机
芯，每一枚腕表均为瑞士制造，且拥有瑞士官方天
文台认证（COSC）的品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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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璞雅B01计时腕表42诺顿特别版
PREMIER B01 CHRONOGRAPH 42 NORTON EDITION
型号 :

AB0118A21B1A1、AB0118A21B1X1或
AB0118A21B1X2

机芯
机芯：
直径：
厚度：
上弦：
动力储存：
组件数量：
摆频：
计时码表：
显示：
认证：

百年灵自制01机芯
30毫米
7.2毫米
自动上弦、双向滚珠轴承
约70小时
346枚
每小时28,800次或4赫兹
导柱轮、纵向离合、1/4秒、30分钟累积计时器
时钟、分钟、秒钟、日期显示窗
瑞士官方天文台（COSC）认证

表壳
材质：
直径：
厚度：
防水性能：
表镜：
表底：
表冠：

精钢
42毫米
13.65毫米
高达10个大气压（100米）
弧面蓝宝石，双面防眩处理
旋入式精钢，透明蓝宝石
非旋入式，双密封垫

表盘/指针
黑色，与银色秒针小表盘和30分钟累积计时器形成鲜明对比
Super-LumiNova®夜光时针和分针

表带
针扣式或折叠扣棕色复古风格原皮表带或折叠扣精钢表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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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
DOWNLOADS
Sämtliches Pressematerial steht kostenlos unter folgendem Link zum Download bereit:
所有媒体资料可于下列链接免费下载：
https://press.breitling.com/premier-norton

更多资讯请联络
ROMY HEBDEN

STUART GARNER

公关负责人

首席执行官

百年灵总部

NORTON MOTORCYCLES (UK) LTD
Donington Hall
Castle Donington
Derby
DE74 2SG

Schlachthausstrasse 2
2540 格伦兴
瑞士
电话： +41 32 654 54 54
手机： +41 79 731 90 28
电子邮箱：romy.hebden@breitling.com
欢迎访问我们的网页：www.breitling.com

英国
电话： +44 1332 81 19 88
手机： +44 7958 75 77 46

www.nortonmotorcycles.com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
网站
Facebook
YouTube
Twitter
Instagram
Pinterest

www.breitling.com
www.facebook.com/breitling
www.youtube.com/breitling
www.twitter.com/breitling
www.instagram.com/breitling
www.pinterest.com/breitling
#premier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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