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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发佈 
格拉苏蒂/ 伦敦，2019 年 7 月 11 日 

致敬莫里茨·格罗斯曼 — 纪念大师的复

古腕表 
 
带有莫里茨·格罗斯曼历史 Logo 标志的 POWER RESERVE
动力储备）复古腕表在伦敦发佈  
 

• 将于 7 月 11 日在伦敦举行的 2019 莫里茨·格罗斯曼国际路演，将用 POWER 
RESERVE（动力储备）复古腕表的宣传片把整场活动的气氛带至高潮 
视频链接: https://zh-hant.grossmann-uhren.com/aktuelles/  
 

• 该款腕表采用 100.2 型机芯，并带有蓝白相间的动力储备指示器 
• 表盘上有格罗斯曼表业 19 世纪的历史原始 Logo 标志字样 
• 动力储备显示器由极为精细的手工制成，其直径达到 0.1 至 1/20 毫米 

• 有玫瑰金和白金两种款式可供选择 

 
随着克莉丝蒂娜·胡特於 2010 年代表新成立的独立的格拉苏蒂本地腕表制造商发佈了

莫里茨·格罗斯曼品牌的首款腕表，企业 125 年来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这一梦想即

是带着富有远见卓识的制表天才莫里茨·格罗斯曼的精神，在格拉苏蒂再次制造出拥有

最高手工艺水準的机械表的梦想。  
 
因此，工厂的设计师开发了一种新的 Logo 标识，其中字母 Moritz Grossmann i / Sa 
由下面两条直线和上面的半圆形框架构成。这两根线条恰好代表了格罗斯曼典型的三

分之二夹板，莫里茨·格罗斯曼曾常用于他生产的怀表中，并透过它们的切口让人们看

到运转的摆轮。 
 
为了纪念品牌的复兴，为了致敬发明者 — 有远见卓识的莫里茨·格罗斯曼，特推出了

一款复古外观的腕表：POWER RESERVE（动力储备）复古腕表以莫里茨·格罗斯曼

的经典怀表为基础，采用了一款历史悠久的 Argenté 颜色表盘。作为对大师的致敬，

表盘采用精细加工制作的黑色罗马数字和源自 1875 年的「M. GROSSMANN」字样

原始字体标志来装点，这也是他在格拉苏蒂的荣誉称谓。 
 
指针 
 

https://zh-hant.grossmann-uhren.com/aktuel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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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新款腕表指针的设计灵感也是源自莫里茨·格罗斯曼 19 世纪设计的怀表款式。

时针的梨形针尖与分针的极纤细设计形成了鲜明的形状对比。最细处仅有 0.1 毫米。

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秒针尖端的掐丝直径竟然只有二十分之一毫米。所有来自格罗斯

曼工厂的指标均是手工加工并透过明火进行手工退火的。与蓝白相间的动力储备指示

器颜色协调，指针也选用蓝色。 
 
莫里茨·格罗斯曼不仅是制表专业的技术大师；同时他也积极投身政治与社会事业，比

如他於 1878 年创办了德国制表匠学校。   
 
格罗斯曼在当时因其参与的政治与社会事业和他无私友好的人格魅力深受民众的爱戴。

因此，他将制表师的培养放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对于年轻制表师难以承担的精密却

昂贵的测量仪器，他总是以便宜的价格订购各个零件，并让他们自己制造和改进。他

在曾为他颁发过奖项的知名的英国钟表研究所的教学刊物「自由运行的钟表锚叉」中

要求平等的价格，他写道： 
 
「我已瞭解到，尤其是在统一的州，上述刊物是以不合理的高价出售的，这与我的观
点背道而驰。由于我期望以适中的价格让每一位工人都能读到它，因此我宣布我将以

邮递的形式将这本书发给大家，费用为商店标价加上 1 马克的邮费（邮局汇票），即

德国境内价格为 8 马克，寄到法国 9 马克，到英国 10 马克（…）M. 格罗斯曼。」 
 
带有动力储备指示器的 100.2 型机芯 
 
POWER RESERVE（动力储备）复古腕表的 100.2 型机芯拥有带有推杆的格罗斯曼式

手动上链，配备格罗斯曼式微调螺丝的阶梯式摆轮夹板，独立的可拆卸升降块和品质

优化后的格罗斯曼式摆轮。100.2 型机芯是 100.1 型机芯的扩展。它额外包含一个用

于显示动力储备的传动装置。这款差速传动装置位于棘轮下方 — 与历史悠久的格拉苏

蒂表一样。制动机构放置于冠状齿轮和棘轮之间。  
 
传动装置输出机构安装在机芯单元的中心位置，这使得 Logo 标志下方可以条形显示

剩余的动力储备。也即表明表的剩余执行时间。弹簧上紧后，条形显示区域因为动力

储备的损失由完全白色逐渐变为可见的蓝色条，以纤细的掐丝形状装点在表盘上。透

过蓝宝石水晶玻璃打造的具有高雅艺术感的背面可以让腕表行家尽情欣赏莫里茨·格罗

斯曼工厂最为精湛的德国工艺。 
 
款式 
 
POWER RESERVE（动力储备）复古腕表有白金和玫瑰金两种款式可供选择 
 
型号：MG-002269 
表壳：750/000 玫瑰金 
表盘：银白色，罗马数字 
指针：手工制作，钢质，蓝色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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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MG-002270 
表壳：750/000 白金 
表盘：银白色，罗马数字 
指针：手工制作，钢质，蓝色退火 
 
在伦敦举办的莫里茨·格罗斯曼路演 
 
POWER RESERVE（动力储备）复古腕表将于 2019 年 7 月 11 日在伦敦举行的莫里

茨·格罗斯曼国际路演活动发佈。这次路演将致敬莫里茨·格罗斯曼，这将是本次 2019 
国际路演的最终亮点。在伦敦，大师曾出版过他的第一篇文章并在英国钟表学院比赛

中获得第一名。  
 
过去的数月中莫里茨·格罗斯曼公司团队为了路演已提前前往迪拜、东京和香港展示他

们的计时产品。 
 
 
POWER RESERVE（动力储备）复古腕表宣传片 — 特写镜头下的细节 
 
您可点击这里观看 POWER RESERVE（动力储备）复古腕表最新宣传片。 
https://zh-hant.grossmann-uhren.com/aktuelles/ 
 
 
技术规格： 
机芯    100.2 型自制机芯、手动上链、五方位调校  
零件    227 个  
宝石   26 颗宝石，其中 3 颗安装在以螺丝固定的黄金套筒中   
擒纵系统   锚式擒纵  
摆动系统 防震式轴承固定格罗斯曼摆陀，带有四个平头螺丝与两个微调螺

丝，Nivarox 1 游丝带有 80 号宝玑末端曲线，形状源于古斯塔

夫·戈斯腾柏格（Gustav Gerstenberger）  
摆轮  直径：14.2 毫米，振频：18,000 次/小时  
动力储存  上满链 42 小时  
功能   小时、分钟与秒钟显示，小秒针附停秒装置，格罗斯曼按钮式手

动上链装置，动力储存显示 
操控零件  750/000 金表冠，用于腕表上链与时间设置，750/000 金腕表启

动按钮 
表壳尺寸  直径：41.0 毫米，厚度11.65 毫米 
机芯尺寸   直径：36.4 毫米，厚度：5.4 毫米  
表壳   三件式，贵金属材质 
表盘   实心银，银白色，罗马数字 
指针    手工制作，钢或精钢材质 

https://zh-hant.grossmann-uhren.com/aktuelles/


 

 
 格羅斯曼表業有限責任公司  2019 年 7 月 4/8 

表镜与透明表底  单面防反光蓝宝石水晶  
表带 手工缝制鳄鱼皮表带，贵金属实心针式表扣 
 
特性  格罗斯曼摆轮；透过侧方按钮解锁指针设定并启动机芯；双色条

状动力储存显示区域，由差动轮系驱动；节省空间、经过改良的

格拉苏蒂棘轮，具有回转功能；透过位于阶梯式摆轮凸轮上的格

罗斯曼微调计螺丝进行调校；导柱机芯带有未经处理的德国银材

质的 2/3 夹板与支柱；2/3 夹板、摆轮与擒纵轮板带有手工镌刻；

宽形横向格拉苏蒂菱纹；棘轮带有三重阶梯式太阳纹饰；以螺丝

固定的凸出黄金套筒；可单独拆卸的离合上链装置；停秒功能，

用于指针设定 
 
莫里茨·格罗斯曼（Moritz Grossmann）腕表： 
莫里茨·格罗斯曼於 1826 年生于德勒斯登，咸认是德国高级制表领域中一位极具远见卓识的制表大师。

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制表师在挚友费尔迪南多·阿道夫·朗格（Ferdinand Adolph Lange）的说服下，

於 1854 年在格拉苏蒂开办了自己的制表机械工坊。除了创造出举世闻名的腕表机芯外，格罗斯曼还

致力於政治和社会发展，并於 1878 年创立了德国制表学院。莫里茨·格罗斯曼於 1885 年意外逝世，
其工厂被迫解散。 
 
2008 年，技艺卓著的制表师克莉丝蒂娜·胡特（Christine Hutter）发现了历史悠久的格拉苏蒂腕表品
牌「莫里茨·格罗斯曼」，并取得品牌商标权，从此，莫里茨·格罗斯曼的传统制表工艺精神重焕生机。

她开发出品牌概念，倾注心力在近 120 年后以超卓精美的腕表延续这位制表大师的悠久传承。她说服

私人腕表爱好者帮助她实现自己的梦想。2008 年 11 月 11 日，格罗斯曼腕表有限公司於格拉苏蒂成
立。 
 
格罗斯曼的制表大师守护传统，但绝不照搬历史设计。透过创新的技术、高超的手工技艺、传统与现
代并存的制造工艺，以及高贵的材质，格罗斯曼的制表大师打造超卓腕表，并借此致敬「最美的德国
手工艺」。   
 
 
图片和视频资料下载地址： 
 
https://my.hidrive.com/share/gu8jaf2pjw 
 
下载 Grossmann Uhren GmbH 的其他资讯： 
 
https://my.hidrive.com/share/griputry38 
 
Grossmann Uhren GmbH: 
 
https://zh-hant.grossmann-uhren.com/  
 
https://zh-hant.grossmann-uhren.com/aktuelles/  
 
 
 
欲获取更多资讯和高分辨率图片，请联络 
 
媒体联络： 

https://my.hidrive.com/share/gu8jaf2pjw
https://my.hidrive.com/share/griputry38
https://zh-hant.grossmann-uhren.com/
https://zh-hant.grossmann-uhren.com/aktuel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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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ra Behrens — 通讯部经理 
Uferstr.1 
01768 Glashütte 
电话：0049-35053-320020 
传真：0049-35053-320099 
电子邮箱：sandra.behrens@grossmann-uhren.com 
 
  

mailto:sandra.behrens@grossmann-uhr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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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RESERVE（动力储备）复古腕表，玫瑰金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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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RESERVE（动力储备）复古腕表，白金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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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 型机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