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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 “谧海之境” 主题作品
“飞翔的荷兰人”三问报时陀飞轮腕表

简介

澎湃的艺术工艺创意

品牌自制的2755 TMR超卓复杂机芯

“谧海之境”

江诗丹顿与海洋世界

解构之美

综述

技术规格

- 品牌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部门推出的全新主题作品，致敬海洋世界及其孕育的神话故事

- 独一无二的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时计杰作，重现“飞翔的荷兰人”的古老传说

- 表盘以微绘珐琅与灰阶珐琅相结合的珍罕工艺制成，刻画出船只在骤风巨浪的海面上若隐若
现的景象

- 江诗丹顿自行研发并制造的2755 TMR机芯，配备陀飞轮和三问报时装置

日内瓦，2022年3月30日——这枚独一无二的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三问报时陀飞轮腕表以传
说中的幽灵船 “飞翔的荷兰人（The Flying Dutchman）”为灵感而打造。表盘上以微绘珐琅
和灰阶珐琅工艺，生动呈现出这艘传奇之船迎着闪电与风暴劈浪驶来的画面。腕表搭载由江诗丹
顿自行研发并制造的2755 TMR机芯，配备一分钟陀飞轮和三问报时装置。

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飞翔的荷兰人”三问报时陀飞轮腕表的灵感源自17世纪以来在水手
中广为流传的一则海上传说。据传，一位受诅咒的船长带着他的船员仿佛幽灵般终年在海上漂
泊，如果有人在迷雾中看到这艘船的船首，必会遭遇不幸。在德国作曲家瓦格纳（Wagner）以
此创作的歌剧《飞翔的荷兰人》中，饱经命运惩罚的荷兰人悲鸣道：“寻觅陆地是种恩赐，然
而我永远也找不到”，“大海的浪潮，我会忠诚于你！”在这款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腕表
中，这位因为亵渎上帝而被诅咒永远在海上漂泊的荷兰人，是否正徘徊于方寸间的船只甲板上？
这枚独一无二时计的表盘生动非凡，传神地刻画出一艘在风浪中如幻影般穿行的船只。暴风掀
起巨浪，闪电划破满月的夜空，幽灵船势不可挡地迎面驶来。三问报时装置仿佛随时准备鸣响警
钟，阻挡它去路的水手定会被拖入深不可测的机械漩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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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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的艺术工艺创意

表盘以精湛的艺术工艺呈现出一幅气势恢宏的画面，由江诗丹顿艺术大师运用微绘珐琅和灰阶珐
琅相结合的罕见技艺打造而成。第一道工序采用了在17世纪达到鼎盛的微绘珐琅技法，也正是
这一精妙艺术工艺令当时的“日内瓦珐琅”声名远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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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金质的基底上涂覆一层不透明的白色珐琅，
再用极为精细的笔刷将不同色调的釉料逐层在白色基底上上色，仿佛在“画布”上绘制一副水
粉画。每上一层釉料便需入炉烧制一次，达到釉彩固色的效果，火候和时间均需精准把控。在这
枚“飞翔的荷兰人”腕表上，闪电照亮了汹涌巨浪上方的铅灰色夜空，这一场景必须悉心刻画，
恰到好处地为暗处的船只留出空间。为了生动描摹出这幅海上壮景，需历经十几次反复入炉烧
制，随后涂覆一层被称为“溶釉（fondant）”的透明珐琅釉层，并用细砂石小心翼翼地研磨抛
光，直至表面散发出细腻的光泽，再经过最后一道烧制工序，使珐琅釉层更加光洁并略微凸起。
此时，一幅微绘珐琅作品才算最终完成。

不过对于江诗丹顿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飞翔的荷兰人”三问报时陀飞轮腕表而言，这离
真正的完成品还为时尚早，著名的幽灵船还待创作完成。为了营造海上幽灵的效果，艺术大师特
意选用灰阶珐琅工艺勾勒船身，使其呈现出明暗不定的光影层次。这一工艺需要逐层涂覆薄薄的
白釉或“利摩日白釉”，每绘好一层便入炉烧制，层层相叠，使图案更加饱满立体。对火候和烧
制时间的把控极为重要，因为这种白色珐琅的熔点在40℃左右，要低于下层微绘珐琅，使得烧制
过程不会破坏下层已有的珐琅图案，但这也意味着必须在短短几秒内即完成固色。作为表盘制作
的第二道工序，灰阶珐琅工艺同样需经反复入炉烧制十余次。由于这一过程是在已完成的微绘珐
琅的基础上进行，更需要谨慎细致，稍有不慎便可能将过去两个月的心血毁于一旦。最终完工的
作品可谓一件珍罕的艺术工艺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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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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自制的2755 TMR超卓复杂机芯

这枚独一无二的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腕表搭载由471个零件组成的2755 TMR三问报时陀飞
轮机芯。此款手动上链机芯以品牌专用于超卓复杂功能时计的2755机芯为基础研制，配备一分
钟陀飞轮，每小时振动18,000次（2.5赫兹），动力储存达58小时，表背可显示动储状态。机芯
还具备三问报时功能，可实现按需报时，由表圈上的三问报时滑杆控制。为打造出这一极为复杂
的报时机制，江诗丹顿的工程师和制表大师从2005年推出的Tour de l'Île周年纪念表款中汲取灵
感，特别是借鉴了其鸣响调速器设计。这一装置可以控制音锤敲击两个环形音簧的节奏，让腕表
以清晰、和谐的美妙音色报出小时、刻钟和分钟。因此，该款腕表也配备了这一完全静音的向心
性飞行报时调速器，能有效避免机械结构过度磨损。

机芯经过精湛的高级制表装饰打磨工艺处理。其中，板桥经以悉心手工倒角打磨并饰有日内瓦波
纹，底板采用圆形粒纹打磨，陀飞轮框架横桥则予以弧面抛光。机芯的每一处零件均以手工悉心
装饰打磨，即使是隐于内部的细节亦经过精心雕琢，与表盘一样蕴含细致匠心，展现出江诗丹顿
标志性的美学风格——整体的和谐美感，源自对点滴细节的专注。腕表表壳以18K白金制成，直
径45毫米，厚度13.52毫米，配有深蓝色鳄鱼皮表带和18K白金折叠式表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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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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谧海之境”

 “谧海之境（Les Royaumes Aquatiques®）”旨在致敬奇妙的海洋世界及其神话传说。自文
明伊始，人类便对构建宇宙的各类元素怀有崇敬之情，譬如水，并以海神作为水的化身。宙斯的
兄弟、海洋之神波塞冬手持三叉戟巍然屹立，象征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希腊神话中，他是海洋世
界唯一的统治者。在他的统治下，波涛汹涌的大海里遍布着神秘的生物，有时化为美丽的仙女精
灵，有时变作骇人的巨兽海妖，在水手之间总是流传着关于它们的动人传说。瓦格纳的歌剧《飞
翔的荷兰人》吟唱的便是那个征服海洋的黄金时代，有着横行四方的汪洋大盗和大胆狂妄的黑胡
子海盗。

尽管人类开展过无数次科学探险，海洋世界仍充满着神秘的色彩。海底几乎从未被深入勘探过，
大部分海域至今无人涉足。人们潜入深海后，发现了诸多不知名的物种，比如栖息海底的巨枪乌
贼，由此产生了各种神话传说。海洋覆盖着近四分之三的地表面积，孕育了地球上大部分的生
物，是地球气候的“调节器”，但至今仍是一片巨大的未知领域。从古至今，神秘莫测的七大海
域以及生活在其中的神奇生物，始终散发着无穷的魅力。海洋是诗人的灵感源泉、探险者的向
往之地、寓言家的奇幻梦忆、博物学家的天然宝库。海洋也启发了江诗丹顿的时计创作，2022
年品牌便以“谧海之境”为主题，打造出多款独一无二的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腕表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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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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诗丹顿与海洋世界

在江诗丹顿的制表历史中，海洋世界一直是取之不尽的创意源泉。这是一个必须经由航行探索
发现的广阔世界，穿越湖泊直抵远海。自19世纪中叶起，江诗丹顿开始创作采用微绘珐琅或雕
刻工艺装饰的特别定制时计，阐释对海洋世界、海底生物和神话生灵的无限向往。碧波荡漾的湖
泊、岸边停靠的大三角帆船和双桅帆船，还有海豚、海龙乃至美人鱼，都是这些定制怀表的创作
主题。品牌对于航海时计也投注了极大热情。20世纪初，江诗丹顿凭借其精密计时造诣，为多
国海军供应航海天文钟，这是当时测算海上经度位置必不可少的工具。还有一些更富想象力的
时计作品，同样散发着浓郁的海洋气息。例如，江诗丹顿于1940年代推出了多款船舵造型的天
文台座钟；1937年问世的“卡拉维尔帆船（La Caravelle）”怀表则以精湛的雕刻和珠宝镶嵌
工艺呈现出栩栩如生的帆船图案，并采用著名的“魔术手（arms in the air）”显示设计，可按
需显示小时和分钟；1996年全新推出的Overseas纵横四海系列更是恰如其名，蕴含着扬帆远航
的探索豪情。该系列腕表的表底盖精心镌刻帆船图案，取材自著名探险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
（Amerigo Vespucci）在发现新世界之旅中驾驶的三桅帆船。

21世纪初，江诗丹顿Métiers d'art艺术大师系列问世，采用精湛的装饰工艺，焕新演绎与水
及水生动植物有关的自然主题。2011年，品牌再次发布三款Métiers d'art艺术大师系列La 
Symbolique des Laques莳绘腕表，运用日本传统工艺“莳绘（Maki-e）”，呈现出迷人的水
下世界。这一工艺需要先在漆面（通常为黑色）勾绘出图案，再于尚湿润的漆面上绘洒金粉或银
粉。三款腕表分别饰有海龟、青蛙和鲤鱼图案，在其文化中象征着长寿、吉祥和力量。2012年
推出的Métiers d'art艺术大师系列Les Univers Infinis无限宇宙腕表则从荷兰艺术家莫里茨·科内
利斯·埃舍尔（Maurits Cornelis Escher）的画作中汲取灵感，再次诠释水的魅力。其中“鱼”
主题的腕表采用机刻雕花和掐丝珐琅工艺，“贝壳”主题腕表则运用雕刻和内填珐琅工艺，均以
细腻的装饰细节生动呈现出自然之美，同时亦不乏现代气息。

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成就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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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私人高级定制
和打造独一无二的时计杰作。阁楼工匠的传统源自18世纪，在日内瓦城建筑物的顶楼，工作室
内自然光线充足，经验丰富的制表大师运用精湛工艺创造钟表杰作，这些工作室被称为“阁楼
（cabinets）”，这些制表大师也就被称为“阁楼工匠（cabinotiers）”。他们接纳启蒙运动
的新思潮，从天文学、机械工程和艺术等领域中汲取灵感，用双手打造精妙时计作品。他们的专
业技艺奠定了日内瓦制表的伟大传统，自江诗丹顿诞生之初就流淌在品牌的血液之中。

1 18K黄金腕表，手工雕刻美人鱼图案，约1910年制
2 船舵造型的天文台座钟 - 1938年
3 “卡拉维尔帆船”怀表，以手工雕刻呈现帆船图案，并采用“魔术手”（arms in the air）显示设计 - 
 19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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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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之美

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飞翔的荷兰人”三问报时陀飞轮腕表将江诗丹顿的年度主题——“
解构之美”体现得淋漓尽致，赞颂对点滴细节倾注的非凡匠心。从设计师每一次深思熟虑的美学
抉择，到手工匠人细致入微的装饰打磨，无不彰显出对细节的执着追求。每一枚时计作品的各个
部件都饱含匠心，即便是隐于机芯内部的细节也一丝不苟。放眼细看，可欣赏到表盘上精致的机
刻雕花图案，还有镶嵌珠宝的分钟刻度圈、线条优美的经典马耳他十字造型表链链节、陀飞轮框
架上指示秒钟的精巧蓝钢螺钉，以及镜面抛光的三问报时音锤、夹板和板桥上精细的倒角打磨，
更有以微绘珐琅工艺生动呈现风暴下破浪前行的船只。江诗丹顿深信，对细节的入微关切成就了
解构之美，美在此真正得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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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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江诗丹顿以“谧海之境”作为2022 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的年度主题，推出独一无二的“飞
翔的荷兰人”三问报时陀飞轮腕表，将瓦格纳歌剧作品中一名受到诅咒的荷兰船长的传奇故事娓
娓道来。以珍罕珐琅工艺制作的表盘上，“飞翔的荷兰人”的幽灵船在风暴中破浪驶来。艺术大
师首先运用微绘珐琅工艺，延续17至18世纪“日内瓦珐琅”技法的悠久传承，描绘出闪电划过
满月夜空下的惊涛骇浪。随后以灰阶珐琅工艺刻画出幻影般的船身轮廓，以明暗交迭的光影层
次，烘托出古老传说的神秘气息。腕表搭载江诗丹顿自行研发并制造的2755 TMR三问报时陀飞
轮机芯，由471个零件组成。这款手动上链机芯以品牌专用于超卓复杂功能时计的2755机芯为基
础研制，搭载一分钟陀飞轮，每小时振动18,000次（2.5赫兹），动力储存达58小时，表背可显
示动储状态。机芯还具备按需报时的三问报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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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谧海之境” 主题作品
“飞翔的荷兰人”三问报时陀飞轮腕表

简介

澎湃的艺术工艺创意

品牌自制的2755 TMR超卓复杂机芯

“谧海之境”

江诗丹顿与海洋世界

解构之美

综述

技术规格

技术规格
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飞翔的荷兰人”三问报时陀飞轮腕表

型号  6540C/000G- 034C
 
机芯  2755 TMR
  江诗丹顿自行研发并制造
  手动上链机械机芯
  直径33.9毫米，厚度7.1毫米
  动力储存约58小时
  振动频率2.5赫兹（每小时18,000次）
  471个零件
  40颗宝石
  经日内瓦印记认证

显示功能  小时、分钟
  小秒针位于6点位的陀飞轮框架上
  三问报时、陀飞轮、表背动力储存显示

设置  小时和分钟调校：旋转表冠（2节表冠位置）

表壳  18K白金表壳
  直径45毫米，厚度13.52毫米
 
表盘  18K金，以大明火微绘珐琅和灰阶珐琅工艺演绎“飞翔的荷兰人”传说
  18K白金指针 

表带  深蓝色密西西比鳄鱼皮表带，手工缝制，骑缝工艺，大方格纹

表扣  18K白金折叠式表扣
  经抛光处理的半马耳他十字造型

展示盒  LES CABINOTIERS阁楼工匠专属表盒

独一无二的时计
表底盖镌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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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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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