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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Cabinotiers閣樓工匠Symphonia Grande Sonnerie交響樂大自鳴 – 
The sixth symphony腕錶

• La Musique du Temps®：由品牌Les Cabinotiers閣樓工匠部門打造的獨一無二時計傑作，旨在向

音樂藝術致敬。

• 著名的倫敦Abbey Road Studios (艾比路錄音室) 作為江詩丹頓的合作夥伴，為該系列每一枚問錶

作品錄製原版聲音記錄，提供專屬的認證證書。

這枚獨一無二的錶款向江詩丹頓「音樂」時計的悠久傳統致敬，搭載裝置著大自鳴、小自鳴及三問報時
機構的機芯，錶殼飾有貝多芬《The sixth symphony》(第六號交響曲)樂譜圖案，彰顯品牌的手工雕刻
藝術。

大自鳴時計  
由於其高複雜性，大自鳴時計在音樂鐘錶界始終獨樹一幟。第一枚大自鳴腕錶更是直至1992年方才面
世。在此之後，由於極其嚴格的結構要求，擁有整時整刻自動報時功能 (每刻都會自動報時報刻的大自
鳴報時模式，逢刻不再重複整點報時的小自鳴報時模式)的時計佳作依舊相當罕見。生產一枚大自鳴時
計需要集成式的機芯設計，還必須綜合考量複雜機械裝置的多種特殊情況。首先需要考慮的是時計的安
全運作，因為不同功能間的任何干擾都可能會損壞機芯。其次，由於大自鳴機構一天 (24小時)要啟動96
次，音錘會敲擊音簧912次，所以動力管理也是必不可少的設計參數。此外，時計的鳴響還需要精湛的
製錶技藝及豐富的樂感，以確保清晰悅耳的報時樂音。

兩個多世紀的沉澱
早在兩個多世紀前，江詩丹頓便已掌握了報時鐘錶所需的技藝。品牌檔案中甚至記載著於1817年推出
的第一枚配有大自鳴、小自鳴及三問報時功能的懷錶。品牌還保存著眾多報時鐘錶的資料，這些報時
錶款通常配備其他複雜功能或天文功能。隨著腕錶的誕生，通過超薄問錶，尤其是2017年推出的Les 
Cabinotiers閣樓工匠Symphonia交響樂大自鳴腕錶，江詩丹頓進一步展現了品牌在音樂時計上的專
業技藝。作為品牌歷史上首款配備大自鳴功能的腕錶，Les Cabinotiers閣樓工匠Symphonia交響樂大
自鳴腕錶搭載擁有三問報時功能的1860機芯。這款機芯歷經十年研發才能面世，如今也被運用在 Les 
Cabinotiers閣樓工匠Symphonia Grande Sonnerie交響樂大自鳴 – The sixth symphony腕錶上。

這款獨一無二的時計搭配了環形交叉編織紋裝飾的手工機刻雕花錶盤，18K 5N粉紅金錶環中央飾有由浮
凸雕刻工藝精心雕刻的樂譜圖案。樂譜來自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的F大調第六號交響曲《
田園》("Pastoral" Sixth Symphony in F major)。此外，還以手工雕刻的橄欖葉圖案作為背景裝飾，靈
感源於江詩丹頓典藏系列中一枚於1923年推出的《Les Bergers d’Arcadie (阿爾卡迪亞的牧人)》懷
錶。除了可奏響純淨的報時樂音之外，低調簡潔的錶盤上還設有小秒針和兩個動力儲存指示 (一個是報
時動力儲存，通過高音譜號形狀的指針指示；另一個則為機芯動力儲存指示)，賦予這枚腕錶別具一格的
優雅氣質。米色調錶盤、開口指針和立體數字時標相得益彰，為腕錶增添了一抹古典氣息。

https://twitter.com/Vacheron1755
https://www.facebook.com/vacheronconstantin/
https://www.youtube.com/user/vacheronconstantin
https://www.instagram.com/vacheronconstan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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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節處更見真章
Les Cabinotiers閣樓工匠Symphonia Grande Sonnerie交響樂大自鳴 – The sixth symphony腕錶滿
足了對超卓複雜機芯的雙重要求─操作簡單，安全可靠。機芯由727個零件組成，需要花費500小時裝
配於直徑僅37毫米的空間裡。這款雙向手動上鍊機芯搭載了兩個發條盒，分別提供72小時的動力儲存和
20小時的報時動力儲存，因此還配有創新的報時機構保護系統。報時機構由錶圈和錶冠按鈕控制，其中
大自鳴和小自鳴通過錶圈調節，錶冠按鈕則可啟動三問報時功能。通常，小時和分鐘報時之間短暫的停
頓被稱為「幽靈刻鐘 (phantom quarters)」。為確保音錘能有規律地流暢敲擊單組音簧，江詩丹頓製
錶大師成功消除了「幽靈刻鐘」現象。此外，這款機芯還配置了一個非拖曳式「奇想」跳時定位簧，可
確保整時和整刻的精準報時，盡顯品牌卓越製錶技藝。Les Cabinotiers閣樓工匠Symphonia Grande 
Sonnerie交響樂大自鳴 – The sixth symphony腕錶是一枚融合優雅風範與高級複雜功能的時計傑作，透
過透明藍寶石水晶錶底蓋可一窺報時機芯的精密構造。

LES CABINOTIERS閣樓工匠系列：成就獨一無二
在江詩丹頓的浩瀚鐘錶世界中，Les Cabinotiers閣樓工匠部門自成一派，專注於私人高級訂製和打造獨
一無二的時計傑作。這一傳統源自18世紀，在日內瓦城建築物頂樓自然光線充足的工作室中，經驗豐富
的製錶大師運用精湛工藝創造鐘錶傑作，這些工作室被稱為「閣樓 (cabinets)」，於是這些製錶大師也
就被稱為「閣樓工匠 (cabinotiers)」。他們接納啟蒙運動的新思潮，從天文學、機械工程和藝術等領
域中汲取靈感，用雙手打造精妙時計作品。他們的專業技藝奠定了日內瓦製錶的偉大傳統，自江詩丹頓
1755年誕生之初就流淌在品牌的血液之中。

江詩丹頓與報時錶
報時錶在複雜功能鐘錶中享有特殊地位。200多年來，江詩丹頓一直致力於精進這一複雜功能的製造技
藝。如今，Les Cabinotiers閣樓工匠部門以「La Musique du temps®」為主題，為這一複雜功能呈獻
無雙傑作。

曾經，黑暗中人們只能依靠燭光照明，而知曉時間的需求促使了各類「可聆聽」的鐘錶誕生：問錶 (按
需鳴報整點，或鳴報整點、整刻與分鐘)，自鳴錶 (自動鳴報整點與整刻)、鬧鈴錶 (可設置特定時間鳴報)
。儘管每一種複雜功能都各具特點，但它們都配備了集成式的複雜機械裝置，而且在共振、聲學技術、
諧頻方面均呈現出樂器般的精良音質。複雜機芯被精心裝配至錶殼之中，以聲音實現時間表達，代表著
登峰造極的微型化工藝。
報時錶在江詩丹頓的首次現身可追溯至1806年：在江詩丹頓檔案庫的首本產品登記冊中，創始人之孫
Jacques-Barthélemy記載了一枚金質三問報時懷錶。此後，自鳴錶、問錶家族不斷被壯大，譜寫出江
詩丹頓引以為傲的輝煌成就。

https://twitter.com/Vacheron1755
https://www.facebook.com/vacheronconstantin/
https://www.youtube.com/user/vacheronconstantin
https://www.instagram.com/vacheronconstan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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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EY ROAD STUDIOS 提供聲音記錄認證書 
聲音和音樂一直以來都是江詩丹頓合作中崇尚的兩大元素。品牌近期的合作夥伴倫敦Abbey Road 
Studios便與The Beatles樂隊、Adele和Oasis樂隊等傳奇音樂人物緊密相聯。此前，江詩丹頓於
Abbey Road Studios推出了Fiftysix®系列，並精彩呈獻「One of not Many卓爾不群」的全新品牌宣
傳活動。此次再續前緣，江詩丹頓誠意邀請Abbey Road Studios為「La Musique du Temps」主題下
的每一枚時計錄製專屬的聲音記錄。

對此，江詩丹頓市場推廣總監Laurent Perves詮釋：「基於雙方極其相似的價值追求，江詩丹頓和
Abbey Road Studios緊密合作，探索內容創意並分享各自的專業技藝。委託Abbey Road Studios這
一聞名世界的專業錄音工作室為品牌的時計錄製聲音記錄，是我們其中一個重要的創意合作，讓「La 
Musique du Temps」的問錶作品首次擁有了由Abbey Road Studios錄製並獲認證的專屬聲音記錄。
」Abbey Road Studios負責人Jeremy Haffelmann說：「很榮幸有機會能記錄這些非凡時計的聲音，
這些錄音詮釋著雙方合作中共同秉承的精湛技術、專業技能和精益求精的價值理念，同時讓這些獨款時
計作品的個性永遠留存。」

https://twitter.com/Vacheron1755
https://www.facebook.com/vacheronconstantin/
https://www.youtube.com/user/vacheronconstantin
https://www.instagram.com/vacheronconstan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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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述
直至1992年，第一枚大自鳴腕錶始才面世。在此之後，由於極其嚴格的結構要求，擁有整時整刻自動
報時功能 (每刻都會自動報時報刻的大自鳴報時模式，不再重複整點報時的小自鳴報時模式) 的時計佳
作依舊相當罕見。江詩丹頓檔案中記載著品牌自19世紀以來推出的報時懷錶。2017年，品牌推出首款
大自鳴腕錶，腕錶搭載由727個零件組成的1860機芯，配備三問報時功能。這款機芯同樣驅動著Les 
Cabinotiers閣樓工匠Symphonia Grande Sonnerie交響樂大自鳴 – The sixth symphony腕錶。Les 
Cabinotiers閣樓工匠Symphonia Grande Sonnerie交響樂大自鳴 – The sixth symphony腕錶的18K 
5N粉紅金錶殼上飾有由淺浮雕工藝精心雕刻的樂譜圖案。樂譜來自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的F大調第六號交響曲《田園》("Pastoral" Sixth Symphony in F major)，樂譜圖案背景為橄欖葉。錶殼
裝飾靈感源於江詩丹頓在1923年推出的江詩丹頓歷史典藏系列《Les Bergers d’Arcadie (阿爾卡迪亞
的牧人)》懷錶。

https://twitter.com/Vacheron1755
https://www.facebook.com/vacheronconstantin/
https://www.youtube.com/user/vacheronconstantin
https://www.instagram.com/vacheronconstan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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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格
Les Cabinotiers閣樓工匠Symphonia Grande Sonnerie交響樂大自鳴 
– The sixth symphony腕錶

型號 9200C/000R-B667
機芯 1860 
 江詩丹頓自行研發並製造
 雙向手動上鍊機械機芯
 直徑37毫米(16 ¼法分)，厚度9.1毫米
 機芯動力儲存約72小時
 報時動力儲存約20小時
 震動頻率3赫茲 (每小時21,600次) 
 2個發條盒
 727個零件
 74顆寶石
 經日內瓦印記認證 
顯示功能   小時、分鐘、小秒針位於7點鐘位置
 大自鳴
 小自鳴
 三問報時
 通過選擇錶圈上的報時模式顯示大/小自鳴/靜音報時狀態
 機芯動力儲存指示
 報時動力儲存指示
錶殼 18K 5N粉紅金，貝多芬F大調第六號交響曲《田園》
 由淺浮雕工藝雕刻於橄欖葉背景之上，裝飾靈感源於Les Bergers 

d’Arcadie (阿爾卡迪亞的牧人)》懷錶
 直徑45毫米，厚度15.1毫米
 透明藍寶石水晶錶底蓋
錶盤 18K金，米色錶盤，飾有手工機刻雕花而成的「古典環狀編織紋」
裝飾 18K 5N粉紅金鑲貼式時標和機芯動力儲存指針
錶帶 棕色密西西比鱷魚皮錶帶，搭配鱷魚皮襯裡，
 手工縫製，騎縫工藝，大方格紋
 
錶扣                18K 5N粉紅金折疊式錶扣
                      經拋光處理的半馬耳他十字造型  

展示盒及配件 Les Cabinotiers閣樓工匠專屬錶盒
 Abbey Road Studios認證證書

獨一無二的時計
時計背面刻有「Pièce unique」(獨一無二的錶款)」、「Les Cabinotiers」(閣樓工匠) 和
「AC」字樣

https://twitter.com/Vacheron1755
https://www.facebook.com/vacheronconstantin/
https://www.youtube.com/user/vacheronconstantin
https://www.instagram.com/vacheronconstantin/


江詩丹頓創立於1755年，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並且260多年以來從不間斷生產的鐘錶製造商。品牌始終恪守著
引以為傲的高級製錶傳統，傳承精湛製錶技藝，弘揚由歷代工藝大師們傾力打造的高級鐘錶美學以及精湛製
錶技藝的風範。

作為低調優雅的高級鐘錶傑出代表，江詩丹頓以別具一格的製錶技術與美學設計，及高超的藝術工藝和裝飾
技法，不斷創製出卓爾不凡的鐘錶作品。

江 詩 丹 頓 為 製 錶 傳 統 和 創 新 精 神 賦 予 無 限 活 力 ， 並 將 其 注 入 主 要 產 品 系 列 之 中 ： P a t r i m o n y 系
列、Traditionnelle系列、Métiers d’Art藝術大師系列，Overseas系列、FIFTYSIX®系列和Historiques系列
等，此外，還提供「Les Cabinotiers閣樓工匠」特別訂製服務為鐘錶鑒賞家們創製獨一無二的時計傑作。

#vacheronconstantin
#OneOfNotMany

https://twitter.com/Vacheron1755
https://www.facebook.com/vacheronconstantin/
https://www.youtube.com/user/vacheronconstantin
https://www.instagram.com/vacheronconstant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