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士汉伯顿系列 Hampton石英腕表小型款 10471   技术参数 

 

 

系列   汉伯顿  

型号   M0A10471 

机芯   石英机芯（MHH057） 

功能   时/分显示                                        

表壳   矩形 

尺寸：35x22.2 毫米 

厚度：8.1 毫米 

抛光精钢表壳 

耐刮弯弧形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 

密闭表背* 

表盘   矩形 

银乳白色表盘 

镀铑铆钉式阿拉伯数字和表刻 

镀铑剑形指针 

灰色分钟刻度圈 

表带   可自行更换式甘草色小牛皮表带，饰以同色缝线 

可靠的滑动式表带承轴装置，无需工具可自行更换表带 

表扣   针式表扣  

防水性能  5 ATM（约 50 米）  

*表壳可定制镌刻  

 

石英机芯  

小型 – 精钢表壳 / 小牛皮表带 

参考价格：10,900 RMB 

上市时间 ： 2020 年 4月 

 



 

 

名士汉伯顿系列 Hampton 石英腕表小型款 10472   技术参数 

 

 

系列   汉伯顿  

型号   M0A10472 

机芯   石英机芯（MHH057） 

功能   时/分显示                                        

表壳   矩形 

尺寸：35x22.2 毫米 

厚度：8.1 毫米 

抛光精钢表壳 

耐刮弯弧形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 

密闭表背* 

表盘   矩形 

银乳白色表盘 

镀金铆钉式阿拉伯数字和表刻 

镀金剑形指针 

灰色分钟刻度圈。 

表带   可自行更换式浅棕色小牛皮表带，饰以米色缝线 

可靠的滑动式表带承轴装置，无需工具可自行更换表带 

表扣   针式表扣  

防水性能   5 ATM（约 50 米）  

*表壳可定制镌刻  

 

石英机芯  

小型 – 精钢表壳 / 小牛皮表带 

参考价格：10,900 RMB 

上市时间 ： 2020 年 4月 



 

 

名士汉伯顿系列 Hampton 石英腕表小型款 10473   技术参数 

 

 

系列   汉伯顿  

型号   M0A10473 

机芯   石英机芯（MHH057） 

功能   时/分显示  

表壳   矩形 

尺寸：35x22.2 毫米 

厚度：8.1 毫米 

抛光精钢表壳 

耐刮弯弧形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 

密闭表背* 

表盘   矩形 

银乳白色表盘 

镀铑铆钉式阿拉伯数字和表刻 

镀铑剑形指针 

灰色分钟刻度圈 

表链   可自行更换的一体式抛光/缎面打磨三排式精钢表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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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英机芯  

小型 – 精钢表壳 / 精钢表链 

参考价格：12,900 RMB 

上市时间 ： 2020 年 4月 



 

 

名士汉伯顿系列 Hampton 石英腕表小型款 10476   技术参数 

 

 

系列   汉伯顿  

型号   M0A10476 

机芯   石英机芯（MHH057） 

功能   时/分显示                                        

表壳   矩形 

尺寸：35x22.2 毫米 

厚度：8.1 毫米 

抛光精钢表壳 

耐刮弯弧形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 

密闭表背* 

表盘   矩形 

太阳缎面打磨的蓝色表盘 

镀铑铆钉式阿拉伯数字和表刻 

镀铑剑形指针 

蓝色分钟刻度圈 

表链   可自行更换的一体式抛光/缎面打磨三排式精钢表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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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英机芯  

小型 – 精钢表壳 / 精钢表链 

参考价格：12,900 RMB 

上市时间 ： 2020 年 4月 



 

 

名士汉伯顿系列 Hampton 石英腕表小型款 10474   技术参数 

 

 

系列   汉伯顿  

型号   M0A10474 

机芯   石英机芯（MHH057） 

功能   时/分显示                                        

表壳   矩形 

尺寸：35x22.2 毫米 

厚度：8.1 毫米 

抛光精钢表壳 

耐刮弯弧形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 

密闭表背* 

表盘   矩形 

白色珍珠母贝表盘 

镀铑铆钉式和镶钻表刻 

（4 颗明亮型切割美钻，Top Wesselton，VS 净度等级，

0.015克拉） 

镀铑剑形指针 

灰色分钟刻度圈 

表链   可自行更换的一体式抛光/缎面打磨三排式精钢表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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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英机芯  

小型 – 精钢表壳 / 精钢表链 

参考价格：14,900 RMB 

上市时间 ： 2020 年 4月 



 

 

名士汉伯顿系列 Hampton 自动上链腕表 10522中型款   技术参数 

 

 

系列   汉伯顿  

型号   M0A10522 

机芯   自动上链机芯（ETA 2671） 

圆形饰纹打磨的夹板桥 

喷砂及蜗型饰纹打磨的底盘 

摆陀饰以日内瓦饰纹及蜗型饰纹  

动力储存：38小时。 

宝石数：21颗。 

振频：4赫兹（每小时 28’800 次）。 

厚度：4.8 毫米。 

功能   时/分/秒显示                                        

表壳   矩形 

尺寸：43x27.5 毫米 

厚度：10 毫米 

抛光精钢表壳 

耐刮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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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白色及银色粒面表盘 

铆钉式黑钌阿拉伯数字和表刻 

黑钌剑形指针 

黑色和灰色分钟刻度圈 

表带   可自行更换式方形麟纹黑色鳄鱼皮表带，饰有灰色缝线 

可靠的滑动式表带承轴装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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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上链腕表  

中型 – 精钢表壳 / 鳄鱼皮表带 

参考价格：18,400 RMB 

上市时间 ： 2020 年 4月 



 

 

名士汉伯顿系列 Hampton自动上链腕表大型款 10528   技术参数 

 

 

系列   汉伯顿  

型号   M0A10528 

机芯   自动上链机芯（ETA 2895） 

圆形饰纹打磨的夹板桥 

喷砂及蜗型饰纹打磨的底盘 

摆陀饰以日内瓦饰纹及蜗型饰纹  

动力储存：42小时 

宝石数：27颗 

振频：4赫兹（每小时 28’800 次） 

厚度：4.35毫米。 

功能   时/分，小秒针、日期显示  

表壳   矩形 

尺寸：48x31毫米 

厚度：9.35毫米 

抛光精钢表壳 

耐刮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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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白色及银色粒面表盘 

铆钉式黑钌阿拉伯数字和表刻 

黑钌剑形指针 

黑色和灰色分钟刻度圈 

表带   可自行更换式方形麟纹黑色鳄鱼皮表带，饰有灰色缝线 

可靠的滑动式表带承轴装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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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上链腕表  小秒针/日期显示  

大型 – 精钢表壳 / 鳄鱼皮表带 

参考价格：19,700 RMB 

上市时间 ： 2020 年 4 月 



 

 

名士汉伯顿系列 Hampton 自动上链腕表大型款 10523   技术参数 

 

 

系列   汉伯顿  

型号   M0A10523 

机芯   自动上链机芯（TT651） 

圆形饰纹打磨的夹板桥 

喷砂及蜗型饰纹打磨的底盘 

摆陀饰以日内瓦饰纹及蜗型饰纹  

动力储存：42小时 

宝石数：21颗 

振频：4赫兹（每小时 28’800 次） 

厚度：5.25毫米 

功能   时/分/秒，大型日期显示，双时区，昼夜显示  

表壳   矩形 

尺寸：48x31毫米 

厚度：10.8毫米 

抛光精钢表壳 

耐刮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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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白色及银色粒面表盘 

铆钉式黑钌阿拉伯数字和表刻 

黑钌剑形指针 

黑色和灰色分钟刻度圈 

表带   可自行更换式方形麟纹黑色鳄鱼皮表带，饰有灰色缝线 

可靠的滑动式表带承轴装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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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上链腕表  大日期/双时区显示  

大型 – 精钢表壳 / 鳄鱼皮表带 

参考价格：31,300 RMB 

上市时间 ： 2020 年 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