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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西敏寺钟声自鸣报时怀表
“致敬约翰内斯·维米尔”

- 由品牌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部门根据藏家的意愿，特别定制的怀表杰作

- 全新品牌自制3761机芯，配备西敏寺钟声大自鸣报时和陀飞轮功能

- 精心雕饰的表壳，吊环饰有两只手工雕琢的狮首

- 军官式表底盖，由珐琅艺术大师安妮塔·波尔谢（Anita Porchet）运用微绘珐琅技艺，惟妙
惟肖地再现了荷兰绘画巨匠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的经典名作《戴珍珠
耳环的少女》（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

日内瓦，2021年9月27日——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西敏寺钟声自鸣报时怀表——“致敬约翰
内斯·维米尔”是一枚定制时计作品。作品于2013年开始研制，巧妙融汇了江诗丹顿的精湛制表
技艺与非凡艺术工艺。怀表搭载全新品牌自制3761机芯，具备大自鸣报时和陀飞轮功能，负责研
发的制表大师团队即是江诗丹顿复杂功能时计巨作——参考编号57260的原班人马。这枚时计的装
饰工艺同样精妙非凡。从表圈、表背到表侧，采用多样化艺术装饰工艺，打造出精美的手工雕刻图
案，表壳上方的吊环以手工雕饰了两只栩栩如生的狮首。军官式表底盖由珐琅艺术大师安妮塔·
波尔谢（Anita Porchet）运用微绘珐琅工艺，惟妙惟肖地再现了荷兰绘画巨匠约翰内斯·维米尔
（Johannes Vermeer）的经典名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 

在江诗丹顿的浩瀚钟表世界中，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部门自成一派，专注于打造独一无二的时
计杰作。启蒙时代的日内瓦制表大师们有着“阁楼工匠（cabinotiers）”的美誉，秉承这一深厚传
统，如今，专业制表大师团队再次克服
艰难挑战，将一位钟表藏家的热切梦想
变为现实，倾力打造出一枚兼具出众技
术与美学风范的怀表杰作，尽显18世纪
的高级制表传统精髓。

凝聚品牌逾266年的深厚制表积淀，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西敏寺钟声自鸣
报时怀表——“致敬约翰内斯·维米
尔”历时八年研制而成，淋漓演绎艺术
美感、精密机械与超卓技艺，将藏家内
心最深处对于时计的渴望化为了现实。
怀着坚定的信念——“热情，就是锲而
不舍地追寻理论上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以及对一枚真正独一无二之作的热
忱，这位藏家与江诗丹顿携手展开长达
八年的密切合作，跨越充满挑战、探索
和交流的漫长旅程，最终共同打造出一
枚名副其实的高级钟表杰作。

http://www.vacheron-constantin.com/en/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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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精湛制表技艺的3761机芯

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西敏寺钟声自鸣报时怀表——“致敬约翰内斯·维米尔”搭载全新手动上
链机芯，包含806个零件，由陀飞轮精准调节运转，具备西敏寺钟声大自鸣、小自鸣和三问报时功
能。 在各类复杂功能表款中，大自鸣时计始终闪耀着独特的魅力光芒，这不仅是因为其中搭载了多
组音簧鸣响装置，尽显机械构造的精巧复杂，更是因为其悠扬悦耳的报时乐音。

江诗丹顿与大自鸣时计

江诗丹顿制作大自鸣时计的传统已逾几个世纪。在现存的江诗丹顿古董时计中，最早一款具备大自
鸣报时功能的旅行钟问世于1820年，而品牌典藏系列中最古老的一枚配备大自鸣及小自鸣功能的怀
表诞生于1827年。此后，江诗丹顿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搭载这一报时机制的时计作品，其中一些还同
时具备多项极为精妙的复杂功能，成为了彪炳历史的经典名作，包括1918年问世的詹姆士·沃德·
帕克怀表、1929年制成的埃及国王弗阿德一世怀表，以及2015年为庆祝品牌成立260周年推出的参
考编号57260——品牌迄今最复杂的怀表作品，彰显了江诗丹顿的超卓制表技艺。

委托江诗丹顿进行此次定制的藏家表示：“我一直梦想收藏一枚真正的西敏寺钟声报时怀表，配有
五组音簧和音锤，具备大自鸣和小自鸣两种报时模式，并且采用微绘珐琅工艺装饰。”为此，江诗
丹顿制表师专门打造了3761机芯，直径71毫米，厚17毫米，由陀飞轮精准调节运转。陀飞轮瞩目地
设于机芯下半部分，透过表底盖，可以欣赏到这一精巧的装置以每分钟一圈的速度持续旋转，由一
个振动频率2.5赫兹（每小时振动18,000次）的摆轮驱动。机芯配备了西敏寺钟声报时，这也是机械
结构中最为复杂的报时装置之一，需要五个音簧传递声音，每一个音簧对应一个独立的音锤控制，
由四个齿条带动着音锤，依次敲击音簧报时，传递出和谐美妙的钟乐声。腕表中的大自鸣报时机制
通常只配备一个齿条，尽可能节省机芯空间。而这枚怀表中，自动报时和报刻共由四个齿条驱动，
其中三问报时由单独一个齿条驱动。这种四个齿条配合蜗形轮的机械结构，能带动音锤更有序地敲
击音簧，并在每个整刻奏响多样旋律，带来微妙的听觉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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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行时钟（典藏编号10709）- 1820年
2. 具备大自鸣和小自鸣功能的高级定制怀表（典藏编号10715）-1827年
3. 詹姆士·沃德·帕克（James Ward Packard）的高级定制怀表（典藏编号11527）-1918年
4. 埃及国王弗阿德一世（King Fouad I）的高级定制怀表（典藏编号11294）-1929年

http://www.vacheron-constantin.com/en/home.html
https://twitter.com/Vacheron1755
https://www.facebook.com/vacheronconstantin/
https://www.youtube.com/user/vacheronconstantin
https://www.instagram.com/vacheronconstan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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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西敏寺钟声自鸣报时怀表
“致敬约翰内斯·维米尔”

西敏寺钟声

“西敏寺钟声”（Westminster chime）是伦敦西敏寺英国国会大厦著名的大本钟（Big Ben）使用
的报时乐曲，其报时钟声为四小节旋律，由四个不同频率的音符组成。在大自鸣报时模式下，时计
在每个整刻会完整报出刻钟和小时。例如，如果时间为早上5:45，会首先奏响三小节西敏寺钟声（
一小节代表一刻钟），然后奏响五次单音，代表五小时。在小自鸣报时模式下，整刻仅报出整刻时
间，而不继续报出小时；整时则报出四刻音，即完整的四小节西敏寺钟声，同时也报出小时。通过
表壳侧面的滑杆，可以随时启动三问报时功能，按照刻钟、分钟和小时的顺序依次报时。此外，9点
钟位置设有选择器，提供“自鸣”（报时）、“夜间静音”和“静音”三种模式选择。 

 “自鸣”（报时）模式下，时计会如时钟一般，每逢整刻自动报时。“夜间静音”模式是特别研发
的新功能，在藏家选定时区后，引入到怀表搭载的3761机芯中，可在晚上11点至次日早上9点之间
自动关闭报时模式，节省动力的同时，亦可营造出安心宁静的夜间睡眠氛围；在第三种模式，“静
音”模式下，报时机制则完全关闭。此外，怀表的10点和11点位之间另设有一个选择器，用于切换
大自鸣和小自鸣报时模式。3761机芯配备两个发条盒，可在大自鸣报时模式下为乐音报时机制提供
约16小时的动力储存，为时间显示提供80小时的动力储存，直至动力完全耗尽之前，始终坚持稳定
的扭力输出。

3761机芯搭载向心性鸣响调速器，可调节报时音序，确保报时音律清晰悦耳。此装置的内配有一
对特殊造型的砝码，经过优化设计，能通过向心力的作用对调速机构上的枢轴产生“制动”效果，
从而确保发条盒能量输出的稳定。这一装置采用独特原创设计，在运行过程中完全静音。在时间指
示方面，机芯还采用了特别的设计，即配备了一个双轮系统，用以调节间隙。这一设计规避了因指
针尺寸较大， 6点位的小秒针可能发生轻微抖动的问题。系统由两个同轴齿轮构成，以一根弹簧连
接，从而消除齿轮啮合的间隙，确保小秒针平稳转动。

http://www.vacheron-constantin.com/en/home.html
https://twitter.com/Vacheron1755
https://www.facebook.com/vacheronconstantin/
https://www.youtube.com/user/vacheronconstantin
https://www.instagram.com/vacheronconstan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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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细的装饰打磨到严谨的组装工序

这枚凝聚多项罕见技艺打造而成的 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怀表，在机芯装饰打磨方面彰显出严
谨的制表标准，对细节处一丝不苟。机芯所有零件均经过手工装饰打磨：摆轮板桥通体饰以精美雕
饰；机芯板桥则用钻石膏悉心打磨出镜面抛光效果；夹板经过电镀处理，并装饰日内瓦波纹，呈现
出柔和的香槟色调。每一处细节都尽显高贵的制表传统精髓。

其中，棘轮和两个发条轮的加工工序便充分展现了这一细致匠心。表面先经过喷砂处理，再以旭日
纹装饰，随后对轮齿的五个齿面进行光面处理，即边缘倒角打磨，令切面呈现出镜面抛光的装饰效
果。这一传统的制表打磨技艺，如今在江诗丹顿的悉心传承与诠释下，再焕光彩。仅仅装饰这三个
零件，就需要倾注长达一周的耐心与细心。

音簧的调音同样需要精益求精。在组装前，每一根音簧均经过严格测试，确保塑形后的音簧能发出
精准的乐音。为此，制表师必须用锉刀细致地打磨音簧，直至获得理想的鸣音。即使组装完毕后，
报时机制也有可能出现意料之外的状况。在制作这枚怀表时，为确保鸣音的整体和谐，不得不舍弃
了原先五个音簧中的两个。调整精钢合金的成分比例后，两个新制成的音簧音色更加清脆透亮，实
现了与其他三个音簧的协调共鸣。

因此，大自鸣报时机制在调音过程中需要进行多次的依序组装，因为每次“试运行”后如有调整，
都需要将整个报时机制拆下。事实上，除了报时机制，组装好的机芯中还有其他零部件也需要反复
调整，正因如此，必须在对表壳进行工艺装饰前，先完成机芯的反复组装与调校。然而，这枚独一
无二的怀表还存在着更复杂的挑战，即制表师不能预先将整个机芯完全装配好，一部分组装工序只
能在表壳内直接进行。机芯的组装共有十道工序，而要拆下重新调整，则需要将这些步骤一步不落
地还原。由于机芯的每个零件和表壳都经过精细的装饰打磨，整个过程中稍有不慎便可能损害到这
些细节，因此需要制表师以极其灵巧的双手完成所有工序。3761机芯由一支精练的制表师团队倾力
打造，从不同零件的研发、制造及装饰打磨，到最后的机芯组装和表壳装配，均由这些技艺娴熟的
制表大师悉心完成。

http://www.vacheron-constantin.com/en/home.html
https://twitter.com/Vacheron1755
https://www.facebook.com/vacheronconstantin/
https://www.youtube.com/user/vacheronconstantin
https://www.instagram.com/vacheronconstan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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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日内瓦技法的微绘珐琅

藏家表示希望委托珐琅艺术大师安妮塔·波尔谢，以微绘珐琅工艺，在军官式表底盖上再现荷兰艺
术巨匠约翰内斯·维米尔于1665年左右创作的名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要生动重现大师名作风
采，绝非易事，更何况要将这一画作的精妙之处悉数呈现于直径98毫米的方寸之间，难度更是非同
寻常。由于这枚怀表的尺寸大于普通怀表，更接近历史上的马车（Carriage Watch）表，在呈现
画作时任何细微的差异都会清晰可见，这更要求珐琅大师运用极为灵巧的手工，精确还原每一处细
节。

最终的成果，淋漓展现了微绘珐琅这一日内瓦传统艺术工艺的不朽魅力。早在16世纪末，日内瓦
便凭借精美的珐琅制品而闻名。事实上，“日内瓦”已成为了发源于此的诸多精湛工艺的代名词，
其中就包括“日内瓦珐琅”。这一术语在当时已广泛运用，指的是表面涂覆 名为“日内瓦熔剂
（Fondant de Genève）”透明釉层的珐琅画作。这一技艺在珐琅图案经过层层烧制后，最后在
表面添加一层无色透明的保护层，令珐琅艺术作品更有光泽感、层次更丰富。它的问世在当时也有
效地改善了怀表容易在使用中出现磨损的情况。

如今只有极少数珐琅大师能熟练掌握这门技艺。要将精美艺术浓缩于表款之上，需要极为耐心细
致，仅仅是在少女充满东方风情的头巾上填涂一层釉料，就要耗费至少两周的时间。为了重现原作
丰富的色彩层次，仅黑色就需由七种不同色调的釉料精心调配而成，此外还要在炉内反复烧制20次
左右，才能达到釉彩固色的效果。整个微绘过程历经了七个月的累积和努力。整个研发过程则更为
漫长，珐琅大师从2018年起开始着手准备，尤其在调制色彩和釉料方面倾注了巨大心血，直至2020
年才得以完成。

早在18世纪，各种用于钟表装饰的珐琅技艺蓬勃兴起，为日内瓦城中的钟表和珠宝制造业树立了卓
著声誉。当时的“日内瓦珐琅”一词，即是指微绘珐琅技艺。这种工艺首先要将金属氧化物研磨成
粉，并通过油基粘合剂混合，调配成预期的色彩，然后在铜箔叶或金箔叶基底上先涂覆一层白色珐
琅，再以不同色调的釉料逐层在白色基底上上色。珐琅大师仿佛是在绘制一副水粉画或油画，在“
画布”上悉心着色，如今还会借助双目显微镜，小心翼翼地描绘出纤毫细节。每上一层釉料便需
入炉烧制一次，如此反复多次，直至达到釉彩固色的效果，整个过程中没有重新修改调整的机会。

怀表的主表盘采用大明火珐琅工艺，呈现出温润的蛋壳色，与蓝色珐琅阿拉伯数字时标相映生辉。

http://www.vacheron-constantin.com/en/home.html
https://twitter.com/Vacheron1755
https://www.facebook.com/vacheronconstantin/
https://www.youtube.com/user/vacheronconstan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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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的雕刻与雕塑艺术

表壳的雕饰图案风格经由江诗丹顿雕刻大师悉心研究，确保与维米尔的画作和谐相融。在提出多种
设计方案并与藏家反复沟通后，雕刻大师最终确定了核心装饰主题：茛苕叶饰与涡卷纹相辅相成，
搭配点缀了珍珠形花蕊的花饰。这一柔美婉约的古典装饰风格，巧妙呼应《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这
幅传世画作的经典主题。

江诗丹顿雕刻大师运用精湛工艺，呈现出迷人的视觉美感。这一过程中，首先要用划线器细致地勾
勒出装饰图案的轮廓，在图案周围用雕刻刀以平雕手法，凿刻出内凹的背景空间和层次感。雕刻大
师在动刀前必须对图案进行细致观察和分析，才能精确地把握需要凿刻的空间比例。为了勾勒出
茛苕叶沿侧自然舒展的生动形态，还要在金属表面精心刻画出优美的曲线弧度。随后还要对切面和
边缘线条进行细致的打磨修整和抛光处理。这一步骤需经过时间与耐心的考验。抛光是一门寻求微
妙平衡的“艺术”，既要打磨出金属光泽，又要避免雕刻图案被过多地磨去线条与棱角，失去灵动
感。为了突出花叶上的阴影和细节，需要运用细线雕刻技法，在图案上刻入或凿出细致的线条。最
后对图案背景一点点地进行手工敲花，突显出内凹的哑光表面与抛光图案的鲜明对比，令图案更加
清晰，更呈现其光泽感。“敲花”指通过敲击金属表面，营造出特定的装饰或纹理效果，但与雕刻
或雕塑技法不同，不会削去部分金属材质。

为呼应表壳中层的精巧装饰，表壳边缘精心点缀两圈“珍珠”饰带，致敬维米尔的这幅传世画作。
雕刻大师首先要沿着表圈和表背边缘，均匀地雕刻出一个个精细的小方块，然后运用带有镂空球形
尖头的刻珠工具，沿着这些小方块在金属表面小心翼翼地压印出半珠图案。使用这一工具时，手法
必须平稳而富有节奏。随后要用涂有钻石膏的细刷，对这些直径仅0.8毫米的“珍珠”进行手工抛
光。在此过程中，必须确保每一颗“珍珠”的抛光效果协调一致，同时又各具灵动之美，折射出相
似而又有微妙差异的光泽感。这种珠饰工艺在20世纪初尤为风靡，需要极为精湛的雕刻技艺及灵巧
的手工。

延续表壳中层的精湛装饰风格，顶端的吊环上雕饰一对昂首咆哮的雄狮，堪称艺术之作。依照藏家
的意愿，这一极具立体感的圆雕作品以经典的雄狮雕像为灵感，由一整块金材质雕琢而成，栩栩如
生，展现出极为罕见的精湛工艺。在原材料上进行雕刻之前，需要先制作出多个3D打印模型，确定
最合适的尺寸，以便雕刻大师施展出非凡技艺。两个狮首非常相似，只有鬃毛略有差异。雕刻大师
需要先用描迹针，勾勒出狮首的正面和头顶轮廓。最重要的是，必须牢记狮首的立体尺寸，因为一
旦开始雕刻，原先标记的参考点便会被逐一剔除。整个过程中，狮首的形象必须精准无误地烙印于
雕刻大师的脑海中，才能将一对雄狮勾勒的如此跃然灵动。为了刻画出惟妙惟肖的动物雕塑，敏锐
的洞察力与精准技艺缺一不可，一旦用力过重，便会彻底破坏最终呈现的形象。

雕刻大师首先会用铣刀粗略地雕出狮首的轮廓，然后用不同的雕刻刀进行更细致、精准的刻画；随
后采用特定工具，交替呈现出缎面拉丝、哑光、抛光等丰富的纹理细节，有时还需要专门制作工
具。历经五个月的细心雕琢，这枚怀表最终得以充分展现出雕刻与雕塑艺术的细节美感。

http://www.vacheron-constantin.com/en/home.html
https://twitter.com/Vacheron1755
https://www.facebook.com/vacheronconstantin/
https://www.youtube.com/user/vacheronconstan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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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滴细节，尽显匠心

为了确保安全性，以铰链固定的军官式表底盖亦经过精心设计。表壳搭载独特的内部装置，按下内
嵌于表冠中的按钮后，可使表底盖“半开”。铰链采用锥形钛金属针设计，隐藏在金质螺钉下。配
备的弹簧可将表壳开启至约90度角，确保饰有精美珐琅和雕刻细节的表底盖可以缓缓闭合。

怀表配备超长指针，其中分针更是长达35毫米，无论是指针表面的抛光打磨装饰，还是确保指
针表面匀称平整，对于制表技艺的挑战都不言而喻。为了让指针更加轻盈，江诗丹顿特别采用了
Pfinodal材质，即经过镀金处理的铜镍锡合金。

http://www.vacheron-constantin.com/en/home.html
https://twitter.com/Vacheron1755
https://www.facebook.com/vacheronconstan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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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西敏寺钟声自鸣报时怀表——“致敬约翰内斯·维米尔”是江诗丹顿为钟
表藏家定制的一枚独一无二的时计杰作，于2013年开始研制，将品牌在高级制表和装饰艺术领域的
深厚技艺积淀贯通于一身。怀表搭载全新品牌自制3761机芯，由创制了品牌复杂功能时计巨作——
参考编号57260的制表师团队亲自打造。这枚手动上链机芯包含806个零件，由陀飞轮精准调节运
转，具备西敏寺钟声大自鸣、小自鸣和三问报时功能。在各类复杂功能表款中，大自鸣时计始终闪
耀着独特的魅力光芒，这不仅是因为其中搭载了多组音簧鸣响装置，尽显机械构造的复杂精妙，更
是因为其悠扬悦耳的报时乐音。

军官式表底盖采用日内瓦技法的微绘珐琅工艺，惟妙惟肖地再现了荷兰绘画巨匠约翰内斯·维米尔
（Johannes Vermeer）于1665年创作的名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
。要生动再现大师名作风采，绝非易事，更何况要将这一画作的精妙之处悉数呈现于直径98毫米
的方寸之间，难度更是非比寻常。表壳侧边有着手工雕刻的精美饰带，由茛苕叶饰和郁金香花饰组
成，外缘环饰一圈宛如“珍珠”的雕刻图案。吊环雕饰了一对昂首咆哮的狮首，由一整块金雕琢而
成。

凝聚江诗丹顿超过266年的超卓制表技艺，经过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部门历时八年的潜心研
发，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西敏寺钟声自鸣报时怀表——“致敬约翰内斯·维米尔”将一位钟表
藏家的梦想变为现实，也恰好印证了这位藏家的坚定信念——“热情，就是锲而不舍地追寻理论上
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http://www.vacheron-constantin.com/en/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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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西敏寺钟声自鸣报时怀表—
—“致敬约翰内斯·维米尔” 

型号 9910C/000J-B413
 
机芯 3761
  江诗丹顿自行研发并制造
  手动上链机械机芯
  直径71毫米（31 ½法分），厚度17.05毫米
  机芯动力储存：约80小时
  报时机制动力储存（大自鸣模式）：约16小时
  振动频率2.5赫兹（每小时18,000次）
  806个零件
  58颗宝石
  经日内瓦印记认证的时计

显示功能 小时，分钟，小秒针
  陀飞轮，三问报时，西敏寺钟声报时

表壳 18K 3N黄金，表壳侧边镌刻茛苕叶饰，表圈和表底盖
镌刻郁金香花饰和“珍珠”纹饰

  吊环雕饰两只狮首
  军官式表底盖，由安妮塔·波尔谢运用大明

火微绘珐琅工艺，手工打造而成，重现了
约翰内斯·维米尔的画作《戴珍珠耳环的
少女》

  直径98毫米，厚度32.60毫米
 
表盘 蛋壳色大明火珐琅
  蓝色珐琅数字时标
  金色PFINODAL材质指针

展示盒 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专属表盒

独一无二的时计
时计背面镌刻“阁楼工匠(LES CABINOTIERS)”、
“独一无二的表款(PIÈCE UNIQUE)”和“AC”字样

http://www.vacheron-constantin.com/en/home.html
https://twitter.com/Vacheron1755
https://www.facebook.com/vacheronconstantin/
https://www.youtube.com/user/vacheronconstantin
https://www.instagram.com/vacheronconstantin/


江诗丹顿创立于1755年，拥有超过265年从未间断过的悠久历史。品牌始终恪守着引以为傲的高级制表传统，
传承精湛制表技艺，弘扬历代工艺大师们倾力打造的精致美学风范。

作为低调优雅的高级钟表杰出代表，江诗丹顿用别具一格的制表技术与美学设计，以及高超的艺术工艺和装
饰技法，不断创制卓尔不凡的钟表作品。

江诗丹顿为制表传统和创新精神赋予无限活力，并将其注入产品系列：Patrimony传承系列、Traditionnelle
传袭系列、Métiers d’Art艺术大师系列、Overseas纵横四海系列、Fiftysix®伍陆之型系列、Historiques历史
名作系列和Égérie伊灵女神系列等，此外，还提供“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定制服务为钟表鉴赏家们创
制独一无二的时计杰作。

#VacheronConstantin
#OneOfNot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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