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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公告 

格拉苏蒂，2021 年 8 月 5 日 
 

源于传统–HAMATIC Vintage 手拭镀银
表盘新款将创新机芯、制表工艺和最高
美学相结合     
 
莫里茨·格罗斯曼 (Moritz Grossmann) 推出两款全新 

HAMATIC Vintage 18K 金表壳款式，其中配置手拭镀银表
盘和自动上链机芯 
 
综观古今，德国格拉苏蒂(Glashütte)制表业总坚持对钟表制作的精雕细琢，其优雅内

敛外观始终承载一流机芯。即使是看不见的微小部件，亦都尽心费时加工，透过精致

切割、抛光和雕刻加强视觉效果，彰显独有的文化传承与工艺价值。  

 

莫里茨·格罗斯曼 (Moritz Grossmann) 在 HAMATIC Vintage 的 18K 白金和玫瑰金壳

新款中遵循此历史使命，以最高精度与复杂的美学协调相融。表盘采用源自 19 世纪

的格拉苏蒂传统的手拭镀银修饰风格，腕表并搭载自行研发的独特撞陀自动上链机芯。

在理解撞陀上链的历史发展与机械装置后，品牌的机芯研发师巧妙进一步诠释，打造

独一无二撞陀式自动上链的机芯结构。因此，HAMATIC Vintage 手拭镀银新款可谓

一则以现代方法实现传统工艺与机械的杰出范例，同时传承卡尔·莫里茨·格罗斯曼先

生 (Carl Moritz Grossmann) 的终身制表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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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苏蒂顶级传统工艺：内敛优雅的 HAMATIC Vintage 手拭镀银表盘 

在高科技时代的制表产业中，表盘的设计与创新已百家争鸣。表盘的鎸刻多依循生产

电子化的既定流程，从最初切割至最终上涂料，都在电化学槽中逐步进行。然而十九

世纪中期，电气化程度不高，这些技术还无法全面普及与完善。尽管如此，当时的格

拉苏蒂仍制造出高水准性能的精美腕表，例如格罗斯曼先生 (Carl Moritz 

Grossmann) 的作品。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制表师们经常以手拭镀银的方式，来修饰

表盘的表面。这种工艺在前工业化时代很普遍，在格拉苏蒂经常使用。这项工艺乃透

过制表师以双手将银质粉粒镀上表盘面，不需要电流辅助。 

如今，以大师之名复兴的品牌莫里茨·格罗斯曼 (Moritz Grossmann) 再次完美呈现

「最美的德国工艺」。本次 HAMATIC Vintage 新款证明了这一点，其经典优雅的表

盘采用目前已非常罕见的工艺饰面：在表盘上以手工镀上粗糙却又细密的银质颗粒。

从外观上看，表盘具柔和如丝绒般的表面，可以有效减少光的反射，不会造成刺眼，

进而达到了极佳的读时性。 

在此传统工艺中，先使用小刷子和少量的水，将由银粉盐混合物和葡萄酒石组成的一

种特殊的配方，擦到早先精心清洁过的表盘毛坯上，从而形成细粒结构。所有雕刻都

是在镀银前填上亮漆，然后在烤箱里烧制，从而无需再镀上银粉，银粉本身亦不粘漆，

得以完整保留了亮漆颜色。然后匠人小心地打磨表面，同时去除上层多余的亮漆。最

终在表盘呈现上保留了雕刻凹槽处浓郁的黑色，与浅银色背景形成最佳对比。为了保

护高品质的镀银层不被氧化，匠人最终在表盘上涂上透明保护漆。  

这项技术完全采用手工完成，目前只有极少数匠人能掌握，需要高度的专注、敏锐和

经验。但结果证明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光影、光泽和哑光的相互作用创造一种独特

的效果，在几十年和几个世纪之后依然熠熠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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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 HAMATIC Vintage 新款以格罗斯曼先生 (Carl Moritz Grossmann) 的历史怀表设

计为基础，采用 1875 年的原创商标「M. Grossmann」，并饰有独具风格的罗马数

字，凸显了高贵的复古外观。盘面并缀以手制的紫棕色退火梨形针，更显完美协调。 

致敬自动机芯发展史之特色作品：106.0 机芯独特撞陀自动上链机制 

本次新款搭载 品牌自行研发制造的 106.0 机芯，采撞陀式自动上链机制，具有停秒功

能，可精确调整时间。当机芯上满链时，可提供 72 小时的动力储备：因此，上满链

后的撞陀机芯可连续运转整整一个周末。 2/3 夹板上饰有六条格拉苏蒂宽行条纹，使

机芯的呈现更显经典优雅。 

机芯研发灵感来源于十八世纪以降的撞陀怀表，乃品牌致敬自动机芯发展史之特色作

品。与传统自动陀相比，撞陀体的重心离旋转轴远，由此带来的高力矩确保上链时的

力道。透过高扭矩与金质的摆锤头，摆陀体仅需偏移五度便可轻松上链，效率较传统

自动陀高。 

撞陀上链机制可双向运动，配戴者手臂无论朝何方向移动皆得以为腕表上链。此外，

因为人体的移动幅度与力道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快速冲击力量大的情况下，安置陀体

两端的缓冲弹簧亦可以吸收过高的撞击力道，保护撞陀体外，并使陀体反弹运动，传

递从而向发条盒注入新的能量。 

除了自动上链，还可以手动为腕表上链。为此，在一单独夹板上安置了一种摇杆上链

(yoke winder)的手动上链装置。摇杆的作用是，在撞陀腕表系统可透过运动激活运作

时，确保手动上链装置始终与棘轮解耦。另一方面，若偶尔手动给腕表上链，减速轮

系(reduction gear)将透过一个棘爪擒纵叉飞轮(click-pawl idler)与棘轮脱离。 

机芯的开放式结构，尤其是椭圆形陀体，让人一眼看到内部机芯的迷人运动。毋庸置

疑，对该机芯的所有零件，无论是肉眼可见或不可见的，制作上都给予了精雕细琢。

撞陀的摆动与细腻的工艺修饰，为钟表爱好者打造了一场静态兼具流动的视觉盛宴。 



格羅斯曼錶業有限責任公司  2021 年 08 月 4/10 

 

 
 

全球各款限量 8 枚 
 

玫瑰金版配有手工缝制的棕色鳄鱼表带，白金版配有黑色鳄鱼皮表带。 
 

这两款版本在全球各限量 8 枚。 
 
 

莫里茨·格罗斯曼官方线上精品店 
 

本次新款与全型号现在都可以在官方线上精品店购得。 
 

在线上专卖店，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需求来订制专属腕表。透过线上即时模拟，
顾客能够找出哪种表带颜色与他们最喜欢的款式相配。此外，还可以选择喜爱的表带
长度和表扣类型。 
 
品牌自有制表厂的生产具高灵活度。举凡特制孤品至特殊款再到小量限定版，品牌总
能够满足客户的各种愿望。诚挚欢迎顾客与客服专员进行一对一谈话，从而讨论乃至
实现表款订制的需求。 
 
 

线上精品店 
 

HAMATIC 手拭镀银表盘款： 
https://boutique.grossmann-uhren.com/product/benu-hamatic/  
 
 

HAMATIC Vintage手拭镀银表盘款： 
 

型号：MG-003160 

表壳：玫瑰金  

型号：MG-003168 

表壳：白金   
 

表盘：手工刷拭方式镀银 

https://boutique.grossmann-uhren.com/product/benu-ha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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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针手工制作，紫棕色退火 

限量：各款 8 枚 

HAMATIC Vintage 手拭镀银表盘款技术规格： 
 

机芯  106.0 型自制机芯、自动上链、五方位调校  

零件  312 个  

宝石  38 颗宝石，其中 3 颗安装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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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附四个平头螺丝与两个
微调螺丝，Nivarox 1 游丝  

摆轮  直径：10.0 毫米，振频：21,600 次/小时  

动力储存 上满发条 72 小时  

功能  小时与分钟显示，小秒针附停秒装置  

操控零件  750/000 金表冠，用于为腕表上链 

                                    时间设定  

表壳尺寸 直径：41.0 毫米，厚度：11.35 毫米  

机芯尺寸  直径：36.4 毫米，厚度：5.15 毫米  

表壳  三件式，750/000 金材质  

表盘 雕刻，设计为黑色，手工摩擦镀银 

指针 手工制作，钢质，紫棕色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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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000 金针式表扣  

特性  格罗斯曼摆陀；减速轮系中有棘爪棘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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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柱机芯随
附未经处理的德国银材质的 2/3 夹板与支柱，2/3 夹板和
摆轮凸轮随附手工镌刻；宽形横向格拉苏蒂菱纹，发条盒
带有双重阶梯式太阳纹饰；以螺丝固定的凸出黄金套筒；
可单独拆卸的离合上链装置；指针位置摆轮轮缘上有停秒
装置；自动上链装置配备摆动撞陀，双向作用的棘轮；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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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擒纵叉棘爪实现的自动飞轮，透过摇杆上链机制实现的
手动上链装置 

 
莫里茨·格罗斯曼 (Moritz Grossmann) 腕表：   
莫里茨·格罗斯曼于 1826 年生于德勒斯登，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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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854 年在格拉苏蒂创办自己的制表机械工坊。除了创造出举世闻名的腕表机芯外，格罗斯曼还致力于
政治和社会发展，并于 1878 年创立了德国制表学院。莫里茨·格罗斯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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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 2008 年 11 月 11 日，格罗斯曼腕表有限公司于格拉苏蒂成立。 
 
格罗斯曼的制表大师守护传统，但绝不照历史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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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资讯及图片资料：  
https://my.hidrive.com/share/zeqa9j6e7s  

 
格罗斯曼表业有限责任公司：  
https://www.grossmann-uhren.com/  

 
莫里茨·格罗斯曼 (Moritz Grossmann) 在线上精品店：  
https://boutique.grossmann-uhren.com/  
 

欲获取更多资讯和高解析度图片，请联络：  
 
媒体联络：  
Sandra Behrens – 通讯与市场部主管  
Uferstr.1  
01768 Glashütte  

电话：0049-35053-320020  

传真：0049-35053-320099  

电子邮件：sandra.behrens@grossmann-uhren.com 

https://my.hidrive.com/share/zeqa9j6e7s
https://www.grossmann-uhren.com/
https://boutique.grossmann-uhr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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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ATIC Vintage 手拭镀银表盘玫瑰金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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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ATIC Vintage 手拭镀银表盘白金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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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ATIC Vintage 手拭镀银表盘玫瑰金款, 106.0 机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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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ATIC Vintage 手拭镀银表盘白金款, 106.0 机芯 
 
 

 
 

106.0 机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