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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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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 Cabinotiers閣樓工匠三問陀飛輪 – Four seasons腕錶是四枚獨一無二的全新傑作，彰顯了江詩丹頓

製錶工藝的豐富特色。四枚時計傑作巧妙地運用手工雕刻和琺瑯工藝，精心呈獻融入自然主義藝術的錶

盤。腕錶搭載2755 TMR機芯，配備精密陀飛輪裝置及展現品牌高超技藝的三問報時功能。

報時錶的優良傳承
1941年，江詩丹頓推出一款超薄三問報時腕錶，配備兩個音簧機構，可按需要鳴報整點、整刻和分鐘，
融合卓越製錶技藝與美學理念，盡展江詩丹頓腕錶所獨有的優雅氣質。Les Cabinotiers閣樓工匠三問陀
飛輪 – Four seasons腕錶從這款經典時計中汲取靈感，延續了品牌在報時錶領域的悠久傳統。

四款腕錶均搭載2755 TMR機芯，帶有旋轉框架的陀飛輪每分鐘轉動一圈，可抵消地心引力對時計的影
響，並調節報時機構。此款手動上鍊機芯動力儲存約58小時，錶背可顯示動力儲存狀態。機芯震頻為傳
統製錶業常用的2.5赫茲低速震頻 (每小時18,000次)。由471個零件組成的2755 TMR機芯還配備靜音的向
心性飛行報時調速器，能夠確保三問報時的卓越性能。

https://twitter.com/Vacheron1755
https://www.facebook.com/vacheronconstantin/
https://www.youtube.com/user/vacheronconstantin
https://www.instagram.com/vacheronconstan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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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義藝術臻品
錶盤裝飾以四季色彩為背景，生動描繪錦鯉於水中暢遊的靈動姿態，展示了高超的藝術工藝。而三問報
時功能則彰顯了機械製錶技術，方寸間盡展出類拔萃的專業水準。作為微型化的大師傑作，時計錶盤採
用浮凸雕刻工藝，為圖案增添透視的層次感。每個錶盤至少需要60個小時的精心雕刻，才能於1.35毫米
的厚度間營造出縱深效果。琺瑯彩繪大師精選12種顏色，採用內填琺瑯工藝（champlevé）將琺瑯填
充在手工雕刻的凹槽中。大約經過15次燒製及連續上色後，才可獲得預期的色彩。琺瑯燒製的風險程度
極高，工匠必須極為謹慎避免多次燒製導致的琺瑯裂痕或暗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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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总览
–
自然主義藝術臻品
–
ABBEY ROAD 
STUDIOS 提供聲音記錄
認證書 
–
綜述
–
技術規格

La Musique du Temps®

Les Cabinotiers閣樓工匠三問陀飛輪 – 
Four seasons腕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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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詩丹頓Les Cabinotiers閣樓工匠部門從品牌於1941年推出的首款三問報時腕錶 ─ 一枚超薄三問報時
腕錶中汲取靈感，精心呈獻搭載2755 TMR機芯的Les Cabinotiers閣樓工匠三問陀飛輪 ─ Four seasons
腕錶，傳承品牌精湛製錶技藝。2755 TMR機芯通過帶有旋轉框架的陀飛輪 (可抵消地心吸力對時計的影
響) 調節報時機構，該報時機構可按需鳴報整點、整刻和分鐘。每個錶盤都堪稱微型化工藝的傑作。首
先採用浮凸雕刻工藝將四季色彩手工鐫刻於錶盤上，為圖案增添透視的層次感。隨後採用內填琺瑯工藝 
(champlevé) 將十餘種顏色連續填充，並經多次回爐燒製，最後獲得獨一無二的錶盤，專為這四款時
計臻品精心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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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樓工匠三問陀飛輪 – Four seasons summer腕錶

型號 6520C/000J-B602
     
機芯                            2755 TMR
 江詩丹頓自行研發並製造
 直徑33.90 毫米 (14 ¾法分)，厚度6.1毫米
 動力儲存約58小時
 震動頻率2.5赫茲 (每小時18,000次)
 471個零件
 40顆寶石
 經日內瓦印記認證

顯示功能    小時、分鐘、小秒針位於陀飛輪框架上
 三問報時 (按需鳴報整點、整刻和分鐘) 
 陀飛輪

錶殼   18K 3N黃金
 直徑44毫米，厚度13.5毫米
 透明藍寶石水晶錶底蓋

錶盤    18K金，融合手工雕刻及內填琺瑯工藝，
 描繪「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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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N黃金折疊式錶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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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配一個18K 3N 黃金針扣式錶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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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Les Cabinotiers」(閣樓工匠) 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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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樓工匠三問陀飛輪 – Four seasons spring腕錶

型號 6520C/000R-B604

機芯  2755 TMR
 江詩丹頓自行研發並製造
 直徑33.90毫米 (14 ¾法分)，厚度6.1毫米
 動力儲存約58小時
 震動頻率2.5赫茲 (每小時18,000次)
 471個零件 
 40顆寶石
 經日內瓦印記認證
 
顯示功能  小時、分鐘、小秒針位於陀飛輪框架上
 三問報時 (按需鳴報整點、整刻和分鐘)
 陀飛輪

錶殼 18K 5N粉紅金
 直徑44毫米，厚度13.5毫米
 透明藍寶石水晶錶底蓋

錶盤 18K金，融合手工雕刻及內填琺瑯工藝，
 描繪「春季」

錶帶                  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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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配一個18K 5N粉紅金針扣式錶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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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Les Cabinotiers」(閣樓工匠) 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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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樓工匠三問陀飛輪 – Four seasons autumn腕錶

型號 6520C/000G-B605

機芯 2755 TMR
 江詩丹頓自行研發並製造
  直徑33.90毫米(14 ¾法分)，厚度6.1毫米
  動力儲存約 58小時
  震動頻率2.5赫茲 (每小時18,000次)
 471個零件 
 40 顆寶石
 經日內瓦印記認證

顯示功能 小時、分鐘、小秒針位於陀飛輪框架上
 三問報時 (按需鳴報整點、整刻和分鐘)
 陀飛輪

錶殼 18K白金
 直徑44毫米，厚度13.5毫米
 透明藍寶石水晶錶底蓋

錶盤 18K金，融合手工雕刻及內填琺瑯工藝，
 描繪「秋季」

錶帶 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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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折疊式錶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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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配一個18K白金針扣式錶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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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Les Cabinotiers」(閣樓工匠) 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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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樓工匠三問陀飛輪 – Four seasons winter腕錶

型號 6520C/000P-B606

機芯  2755 TMR
  江詩丹頓自行研發並製造
 直徑33.90毫米，厚度6.1毫米
 動力儲存約58小時
 震動頻率2.5赫茲 (每小時18,000次)
 471個零件
 40顆寶石
 經日內瓦印記認證 

顯示功能 小時、分鐘、小秒針位於陀飛輪框架上
 三問報時 (按需鳴報整點、整刻和分鐘)
 陀飛輪

錶殼  950鉑金
 直徑44毫米，厚度13.5毫米
 透明藍寶石水晶錶底蓋

錶盤   18K金，融合手工雕刻及內填琺瑯工藝，
 描繪「冬季」
 
錶帶 深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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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鉑金折疊式錶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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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配一個950鉑金針扣式錶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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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Les Cabinotiers」(閣樓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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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