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士克里顿系列 Baumatic 18K玫瑰金万年历腕表 10583   技术参数 

 

 

系列   克里顿 Baumatic 

型号   M0A10583 

机芯  品牌自制 Baumatic自动上链机芯 

（BM13 1975 AC2 搭载 Dubois-Dépraz 55102 模块） 

圆形饰纹打磨的夹板桥 

蜗型饰纹打磨的喷砂底盘 

镀金镂空摆陀饰以日内瓦饰纹及蜗型饰纹， 

并镌刻 Baume&Mercier名士标志 

动力储存：5 天（120 小时） 

宝石数： 21 

振频: 4赫兹 （28’800 次/小时） 

厚度：5.8 毫米 

功能   时/分/秒，万年历（日期，星期，月份，月相，闰年周期指示）                                            

表壳   圆形 

直径：42 毫米 

厚度：12.1毫米 

抛光 & 缎面打磨 18K 玫瑰金表壳 

防眩光（单面）耐刮圆弧形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 

抛光打磨 18K 玫瑰金表冠 

以 6 颗螺钉固定的透视表背* 

表盘   陶瓷质感暖白色表盘 

镀金铆钉式刻面长梯形表刻和 Alpha型指针，蓝色精钢小表盘指针 

以蓝漆饰面搭配抛光镀金月相盘 

表带   可自行更换的方形鳞纹黑色鳄鱼皮表带 

正面装有与表带同色的缝线，背面及表扣束带为蓝色缝线 

可靠的滑动式弧形表带承轴装置，无需工具可自行更换表带 

表扣   抛光/缎面打磨 18K 玫瑰金针式表扣  

防水性能   5 ATM（约 50 米）  

玫瑰金重量   约 47.05 克  

*表壳可定制镌刻  

BAUMATIC 万年历  

直径 42毫米 – 18k玫瑰金表壳 / 鳄鱼皮

表带 

参考价格：190,500 RMB 

上市时间 ： 2020 年 8月 



 

 

名士克里顿系列 Baumatic 18K玫瑰金月相显示腕表 10547  技术参数 
 

 

系列   克里顿 Baumatic 

型号   M0A10547 

机芯  品牌自制 Baumatic自动上链机芯（BM14-1975 AC2） 

圆形饰纹打磨的夹板桥 

蜗型饰纹打磨的喷砂底盘 

镀金镂空摆陀饰以日内瓦饰纹及蜗型饰纹， 

并镌刻 Baume&Mercier名士标志 

动力储存：5 天（120 小时） 

宝石数： 21 

振频: 4赫兹 （28’800 次/小时） 

厚度：5.7 毫米 

功能   时/分/秒，星期、日期、月相显示                                                          

表壳   圆形 

直径：42 毫米 

厚度：12.95毫米 

抛光 & 缎面打磨 18K 玫瑰金表壳 

防眩光（双面）耐刮圆弧形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 

抛光打磨 18K 玫瑰金表冠 

以 4 颗螺钉固定的透视表背* 

表盘   漆面渐变灰色表盘 

镀金铆钉式刻面长梯形表刻和和 Alpha型指针 

6 点钟位置灰色透明蓝宝石水晶玻璃视窗 

以蓝漆饰面搭配抛光镀金月相盘 

表带   可自行更换的方形鳞纹蓝色鳄鱼皮表带 

正面装有与表带同色的缝线，背面及表扣束带缝线为勃艮第红色 

可靠的滑动式弧形表带承轴装置，无需工具可自行更换表带。 

表扣   抛光/缎面打磨 18K 玫瑰金针式表扣。  

防水性能   5 ATM（约 50 米）。  

玫瑰金重量   约 42.9 克  

*表壳可定制镌刻  

 

BAUMATIC 日期-星期/月相显示  

直径 42毫米 – 18k玫瑰金表壳 / 鳄鱼皮

表带 

参考价格：91,900 RMB 

上市时间 ： 2020 年 10 月 



 

 

名士克里顿系列 Baumatic月相显示腕表 10548   技术参数 

 

 

系列   克里顿 Baumatic 

型号   M0A10548 

机芯  品牌自制 Baumatic自动上链机芯（BM14-1975 AC2） 

圆形饰纹打磨的夹板桥 

蜗型饰纹打磨的喷砂底 

镂空摆陀饰以日内瓦饰纹及蜗型饰纹， 

并镌刻 Baume&Mercier名士标志 

动力储存：5 天（120 小时） 

宝石数： 21 

振频: 4赫兹 （28’800 次/小时） 

厚度：5.7 毫米 

功能  时/分/秒，星期、日期、月相显示                                                          

表壳   圆形 

直径：42 毫米 

厚度：13.2毫米 

抛光 & 缎面打磨精钢表壳 

防眩光（双面）耐刮圆弧形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 

以 4 颗螺钉固定的透视表背* 

表盘   漆面渐变灰色表盘 

镀铑铆钉式刻面长梯形表刻和 Alpha型指针 

6 点钟位置灰色透明蓝宝石水晶玻璃视窗 

以蓝漆饰面搭配抛光镀铑月相盘 

表带   可自行更换的方形鳞纹蓝色鳄鱼皮表带 

正面装有与表带同色的缝线，背面及表扣束带缝线为勃艮第红色 

可靠的滑动式弧形表带承轴，无需工具可自行更换表带 

表扣   三重摺迭式安全表扣  

防水性能   5 ATM（约 50 米）。  

*表壳可定制镌刻  

 

BAUMATIC 日期-星期/月相显示  

直径 42毫米 – 精钢表壳 / 鳄鱼皮表带 

参考价格：33,800 RMB 

上市时间 ： 2020 年 10 月 



 

 

名士克里顿系列 Baumatic月相显示腕表 10549   技术参数 

 

 

系列   克里顿 Baumatic 

型号   M0A10549 

机芯  品牌自制 Baumatic自动上链机芯（BM14-1975 AC1） 

圆形饰纹打磨的夹板桥 

蜗型饰纹打磨的喷砂底盘 

镂空摆陀饰以日内瓦饰纹及蜗型饰纹， 

并镌刻 Baume&Mercier名士标志 

动力储存：5 天（120 小时） 

宝石数： 21 

振频: 4赫兹 （28’800 次/小时） 

厚度：5.7 毫米 

功能   时/分/秒，日期、月相显示                                                          

表壳   圆形 

直径：42 毫米 

厚度：13.2毫米 

抛光 & 缎面打磨精钢表壳 

防眩光（双面）耐刮圆弧形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 

以 4 颗螺钉固定的透视表背* 

表盘   陶瓷质感白色表盘 

镀铑铆钉式刻面长梯形表刻和 Alpha型指针 

以蓝漆饰面搭配抛光镀铑月相盘 

表带   可自行更换的方形鳞纹蓝色鳄鱼皮表带 

正面装有与表带同色的缝线，背面及表扣束带缝线为勃艮第红色 

可靠的滑动式弧形表带承轴，无需工具可自行更换表带 

表扣   三重摺迭式安全表扣  

防水性能   5 ATM（约 50 米）  

*表壳可定制镌刻  

BAUMATIC 日期/月相显示  

直径 42毫米 – 精钢表壳 / 鳄鱼皮表带 

参考价格：29,900 RMB 

上市时间 ： 2020 年 10 月 



 

 

名士克里顿系列 Baumatic 月相显示腕表 10552  技术参数 

 

 

系列   克里顿 Baumatic 

型号   M0A10552 

机芯  品牌自制 Baumatic自动上链机芯（BM14-1975 AC1） 

圆形饰纹打磨的夹板桥 

蜗型饰纹打磨的喷砂底盘 

镂空摆陀饰以日内瓦饰纹及蜗型饰纹， 

并镌刻 Baume&Mercier名士标志 

动力储存：5 天（120 小时） 

宝石数： 21 

振频: 4赫兹 （28’800 次/小时） 

厚度：5.7 毫米 

功能   时/分/秒，日期、月相显示                                                          

表壳   圆形 

直径：42 毫米 

厚度：13.2毫米 

抛光 & 缎面打磨精钢表壳 

防眩光（双面）耐刮圆弧形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 

以 4 颗螺钉固定的透视表背* 

表盘   陶瓷质感白色表盘 

镀铑铆钉式刻面长梯形表刻和 Alpha型指针 

以蓝漆饰面搭配抛光镀铑月相盘 

表链   可自行更换的一体式抛光/缎面打磨五排式精钢表链 

表扣   三重摺迭式安全表扣  

防水性能   5 ATM（约 50 米）  

*表壳可定制镌刻  

 

BAUMATIC 日期/月相显示  

直径 42毫米 – 精钢表壳 / 精钢表链 

参考价格：30,900 RMB 

上市时间 ： 2020 年 10 月 



 

 

名士克里顿系列 Baumatic COSC天文台腕表 10550   技术参数 
 

 

系列   克里顿 Baumatic 

型号   M0A10550 

机芯  品牌自制 Baumatic自动上链机芯（BM13-1975A COSC） 

圆形饰纹打磨的夹板桥 

蜗型饰纹打磨的喷砂底盘 

镂空摆陀饰以日内瓦饰纹及蜗型饰纹， 

并镌刻 Baume&Mercier名士标志 

动力储存：5 天（120 小时） 

宝石数： 21 

振频: 4赫兹 （28’800 次/小时） 

厚度：4.2 毫米 

功能   时/分/秒，日期，精密计时（COSC 认证）                                                      

表壳   圆形 

直径：40 毫米 

厚度：11.1毫米 

抛光 & 缎面打磨精钢表壳 

防眩光（双面）耐刮圆弧形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 

以 4 颗螺钉固定的透视表背* 

表盘   漆面渐变灰色表盘，正中饰有白色十字线饰纹 

镀铑铆钉式刻面长梯形表刻和 Alpha型指针 

表带   可自行更换的蓝色方形鳞纹鳄鱼皮表带 

正面装有与表带同色的缝线，背面及表扣束带缝线为勃艮第红色 

可靠的滑动式弧形表带承轴，无需工具可自行更换表带 

表扣   三重摺迭式安全表扣  

防水性能   5 ATM（约 50 米）  

*表壳可定制镌刻  

 

BAUMATIC COSC 认证  

直径 40毫米 – 精钢表壳 / 鳄鱼皮表带 

参考价格：22,100 RMB 

上市时间 ： 2020 年 9月 



 

 

名士克里顿系列 Baumatic COSC天文台腕表 10551   技术参数 
 

 

系列   克里顿 Baumatic 

型号   M0A10551 

机芯  品牌自制 Baumatic自动上链机芯（BM13-1975A COSC） 

 圆形饰纹打磨的夹板桥 

蜗型饰纹打磨的喷砂底盘 

镂空摆陀饰以日内瓦饰纹及蜗型饰纹， 

并镌刻 Baume&Mercier名士标志 

动力储存：5 天（120 小时） 

宝石数： 21 

振频: 4赫兹 （28’800 次/小时） 

厚度：4.2 毫米 

功能   时/分/秒，日期，精密计时（COSC 认证）                                                      

表壳   圆形 

直径：40 毫米 

厚度：11.1毫米 

抛光 & 缎面打磨精钢表壳 

防眩光（双面）耐刮圆弧形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 

以 4 颗螺钉固定的透视表背* 

表盘   漆面渐变灰色表盘，正中饰有白色十字线饰纹 

镀铑铆钉式刻面长梯形表刻和 Alpha型指针 

表链   可自行更换的一体式抛光/缎面打磨五排式精钢表链 

表扣   三重摺迭式安全表扣  

防水性能   5 ATM（约 50 米）  

*表壳可定制镌刻  

 

BAUMATIC COSC 认证  

直径 40毫米 – 精钢表壳 / 精钢表带 

参考价格：23,000 RMB 

上市时间 ： 2020 年 9月 



 

 

名士克里顿系列 Baumatic COSC天文台 18K玫瑰金腕表 10584   技术参数 

 

 

系列   克里顿 Baumatic 

型号   M0A10584 

机芯  品牌自制 Baumatic自动上链机芯（BM13-1975A COSC） 

 圆形饰纹打磨的夹板桥 

蜗型饰纹打磨的喷砂底盘 

镀金镂空摆陀饰以日内瓦饰纹及蜗型饰纹， 

并镌刻 Baume&Mercier名士标志 

动力储存：5 天（120 小时） 

宝石数： 21 

振频: 4赫兹 （28’800 次/小时） 

厚度：4.2 毫米 

功能   时/分/秒，日期，精密计时（COSC 认证）                                                      

表壳   圆形 

直径：39 毫米 

厚度：10.74毫米 

抛光 & 缎面打磨 18K 玫瑰金表壳 

防眩光（双面）耐刮圆弧形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 

抛光打磨 18K 玫瑰金表冠 

以 4 颗螺钉固定的透视表背* 

表盘   漆面渐变灰色表盘，正中饰有白色十字线饰纹 

镀金铆钉式刻面长梯形表刻和 Alpha型指针 

表带   可自行更换的蓝色方形鳞纹鳄鱼皮表带 

正面装有与表带同色的缝线，背面及表扣束带缝线为勃艮第红色 

可靠的滑动式弧形表带承轴，无需工具可自行更换表带 

表扣   镀金针式表扣  

防水性能   5 ATM（约 50 米）。  

玫瑰金重量   约 23.46 克  

*表壳可定制镌刻  

 

BAUMATIC COSC 认证  

直径 39 毫米  – 18k 玫瑰金表壳  /  鳄

鱼皮表带  

参考价格：52,600 RMB 

上市时间 ： 2020 年 10 月 



 

 

名士克里顿系列 Baumatic COSC天文台双色腕表 10458   技术参数 

 

 

 

系列   克里顿 Baumatic 

型号   M0A10458 

机芯  品牌自制 Baumatic自动上链机芯（BM13-1975A COSC） 

 圆形饰纹打磨的夹板桥 

蜗型饰纹打磨的喷砂底盘 

镂空摆陀饰以日内瓦饰纹及蜗型饰纹， 

并镌刻 Baume&Mercier名士标志 

动力储存：5 天（120 小时） 

宝石数： 21 

振频: 4赫兹 （28’800 次/小时） 

厚度：4.2 毫米 

功能   时/分/秒，日期，精密计时（COSC 认证）                                                      

表壳   圆形 

直径：40 毫米 

厚度：11.1毫米 

抛光 & 缎面打磨双色表壳 

防眩光（双面）耐刮圆弧形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 

以 4 颗螺钉固定的透视表背* 

表盘   陶瓷质感暖白色表盘，正中饰有烟灰色十字线饰纹 

镀金铆钉式刻面长梯形表刻和镀金 Alpha型时针、分针，烟灰色秒针。 

表链   一体式抛光/缎面打磨五排式双色表链 

表扣   三重摺迭式安全表扣 

防水性能   5 ATM（约 50 米）。  

玫瑰金重量   约 5.75 克  

*表壳可定制镌刻  

 

 

BAUMATIC COSC 认证  

直径 40毫米 – 双色表壳 / 双色表链 

参考价格：33,800 RMB 

上市时间 ： 2020 年 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