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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征征征服服服服长长长长空空空空的的的的时时时时计计计计 

 
真力时制表厂 150年来从未离开过其发源地，很早就参与到航空历险的伟大征程中，是首家

制造仪表盘和航空腕表的制表厂之一。  

新推出六款飞行员系列 “ TYPE�20飞行器 ”腕表是向红男爵的致敬之作，让人们再次领略真

力时在征服长空历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路易 ·布莱里奥（Louis�BlÈriot）和莫兰 (LÈon�Morane)二人为熟识，作为航空领域的先驱，两位著名的飞行员在二十世纪初都参与了征服天

空的活动。1909年7月25日，时年37岁的布莱里奥首次乘坐他自己制造的飞机穿越英吉利海峡。不到一年后，时年25岁的莫兰，在法国莱

茵航空展中首次创下飞行时速超过100公里的纪录，这一速度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记录。莫兰所乘坐的飞行器正是布莱里奥XI（BlÈriot�XI

），两个人都充满了对航空的热爱、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但二者的共同点并不限于此。路易 ·布莱里奥和莫兰都拥有一件不可或缺的导航

工具，一枚两人都认为是精确度最高的真力时腕表。路易 ·布莱里奥说：‘‘我对这款经常伴我左右的真力时表非常满意，而且我向追求精确度

的朋友们强烈推荐这款表！ ’’莫兰也赞叹道： ‘‘真力时是注定为飞行员而诞生的品牌！此外，在美丽表壳内配备所有腕表的必备优点，您确

应拥有一枚真力时腕表！ ’’ 

真力时很早就投身于航空旅程的非凡历险中。首先与几位伟大的航空先行者合作，随后成为首批生产飞机仪器的制造商之一。真力时制造

的测高仪和为高空飞行专门生产的航空腕表既用于军用，也用于民用。真力时Type�20飞行器腕表以其坚固可靠、准确无误，深得航空制

造商和专业人士的好评。自1938年起，许多飞机的仪表板上皆安装此仪器，其中包括Caudron�Simoun C.635型飞机。此型号飞机也是法国

空军的训练飞机。今天，飞行员系列腕表继承前辈的风范，展现辉煌年代的雄风和征服天空的抱负。  

 

路易 ·布莱里奥（Louis BlÈriot）所拥有的20世纪早期飞行员腕表。独特的沟槽表冠、夜光指针以及时标是当时飞行员腕表
的特色。 
 

真力时Type 20飞行器腕表， 
1938年 

 

飞行员系列 ‘‘Type 20飞行器 ’’  两地时区腕表  

 
法文名称中 ‘‘飞行器腕表 ’’（montre�d'aÈronef）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名称。这些飞机仪器最初是专为飞行设计，使用条件极为严苛，机械要经

受严格考验，如承受温度的突然变化、剧烈的震动、湿度以及气压强度的改变。读时清晰度也要无可挑剔：宽阔的黑色哑光表盘与涂有白

色荧光材料的指针和时标形成鲜明色差，阿拉伯数字时间标记也为超大尺寸。为了使腕表的操作能够更加便捷，表冠也采用特殊设计，飞

行员即使戴着手套也可轻松调校腕表。 

这些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需要达到的技术指标随着时间推移和航空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演变。自1938年之后，这些特殊指标被命名为

‘‘Type�20 ’’。这些专业飞行生存工具经常被重新审核与保养。例如，法国的空军、部分海军航空及试飞中心都配备了该腕表。直至在今天，

这些当年仅有几家制造商生产并获得‘‘Type�20 ’’认证的仪器，经过极为严格的筛选，成为飞行仪器圣殿中的一员。 

新款飞行员 ‘‘Type�20飞行器 ’’腕表是真力时早期飞行员系列的尊贵代言人。直径宽达48毫米，腕表包含了所有的视觉特效：硕大的洋葱头锁

入式表冠，大号阿拉伯数字时标覆有白色超级夜光涂料。宽阔的黑色哑光表盘清晰衬托出缎光黑色钌金属超级夜光涂料指针。底盖的图案为

一枚镌刻有布莱里奥飞机的纪念章以及 ‘‘Montre�d'AÈronef�Type�20�--- ZENITH�Flying�Instruments ’’（Type�20飞行器腕表�---�真力时飞行仪

器）字样。表壳侧面可见瑞士民用航空注册码 ‘‘HB ’’字样以及腕表序号。 



腕表配以真力时Elite�693型自动上链机芯，动力储存达50小时，这款精钢表壳、咖啡色皮带的腕表具有时分显示、位于9时位置的小秒针

和两地时区功能。如果说今天的旅行者可以自如地在手腕上调整时区，在当年却绝非易事。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人们决定以86,400秒为

一天，作为世界通行的计时单位。1883年，美国成为首个采用时区划分的国家。直到1884年，在纷争不断的华盛顿国际会议后，全球被正

式划分为24个时区，起始线位于英国的格林威治。自此，格林威治时间成为世界标准时间（英文为Greenwich�Mean�Time或GMT），成为

全世界飞行员的唯一计时标准。  

飞行员系列 ‘‘Type 20飞行器 ’’  两地时区腕表  

红男爵（Baron Rouge）限量版  

 
真力时想通过特别版两地时区腕表向一位当时最杰出的传奇飞行员红男爵致敬。曼弗雷德 ·阿 布雷希特 ·冯 ·里希特霍芬男爵

（Manfred�Albrecht�Freiherr�von�Richthofen）是他的真名，1892年5月出生在今天的波兰。曼弗雷德对于刚刚诞生的航空飞行十分着迷，

他很快就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花式飞行艺术家，他的驾驶技术甚至令世界大战中的对立阵营亦产生敬意。他的盛名及绰号源于他驾驶的

一驾红色福克Dr.1三翼战斗机。积累了80次胜利，他是贵族价值观在战斗中的最后代言者：意即荣誉、公平与勇气。  

为了纪念这位至今仍然被人称颂的航空天才，真力时制造推出限量500枚的系列腕表：飞行员系列 ‘‘Type�20飞行器 ’’第二时区红男爵腕表。

采用黑色DLC处理精钢材质，黑色手工缝制皮质表带，这款腕表的独特之处在于红色第二时区指示、表底镌刻的福克Dr.1三翼战斗机以及

‘‘Montre�d'AÈronef�Type�20�---�ZENITH�Flying�Instruments ’’（Type�20飞行器腕表�---�真力时飞行仪器）字样。这款腕表绝对是一枚经典

珍藏时计。  

 

年历与陀飞轮腕表 
 

2013年飞行员系列另有三款新式腕表。第一款是飞行员系列 ‘‘Type�20飞行器 ’’年历腕表，配有El�Primero�4054�B型高精确度机芯。该机芯

是著名的计时码表El�Primero发展而来，每小时振动频率高达36,000次，40多年来一直由真力时制表厂内部制造。除时分显示、小秒针和位

于6时位置的60分计时盘功能外，腕表还配有年历功能，包括日期、星期以及月份显示，每年只需在二月过度到三月时进行一次调时。这项

复杂功能的设计极为精妙简洁，只有9个活动部件，而大部分年历则需要30或40个部件。这款时计有精钢版本和钛金与玫瑰金双色版本。

表壳侧面可见瑞士民用航空注册码 ‘‘HB ’’字样以及腕表序号。 

2013年飞行员系列新款腕表中还有一枚引人注目的飞行员系列 ‘‘Type�20飞行器 ’’  陀飞轮腕表。钛金和玫瑰金材质，这款陀飞轮旋转框架在

表盘左上方显示，同时还加入日历显示。这种不对称的美学设计从视觉上突出了陀飞轮，从开放式表盘即清晰可见，同时还保持了细腻的

比例与优雅的线条。日期系统已申请专利，通过置于陀飞轮框架外围的圆盘显示。外观部件上，表壳侧面可见瑞士民用航空注册码 ‘‘HB ’’字

样以及腕表序号。 

第三款则为直径40mm新款飞行员系列 ‘‘Type�20飞行器 ’’腕表，这款中性腕表包含了所有飞行员腕表的基本功能，包括时分显示、位于9时

位置的小秒针。精钢表壳外侧可见瑞士民用航空注册号码 ‘‘HB ’’字样以及腕表序号。 

 



  

飞飞飞飞行行行行员员员员MONTRE D'AERONEF‘ ‘TYPE 20飞行器 ’ ’世界标准时间腕表  

•  向真力时的飞行历史致敬 
•   全新48毫米直径表壳  

•   ELITE双时区693型自动机芯  

•   完全由SUPERLUMINOVA超级夜光物料制作的阿拉伯数字 

•   表背刻有飞行仪器标志 

• 红男爵版限量发行500枚  

 

机机机机芯芯芯芯 

Elite 693型自动机芯  

机芯：11Ω ```（直径：25.6毫米）  

厚度：3.94毫米  

组件数：186 

宝石数：26 

振频：28,800 VpH -（4 Hz） 

动力储备：至少50小时  

工艺处理：摆铊饰以“Côtes de Genève”图案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中置时、分显示  
小秒针位于9时位置  

24小时第二时区显示 

表表表表壳壳壳壳、、、、表表表表盘盘盘盘及及及及指指指指针针针针 

材质：DLC（类钻碳）镀层钛金属表壳或精钢表壳  

直径：48毫米  

表面直径：40毫米  

厚度：15.80毫米  

表镜：拱形双面防眩处理蓝宝石水晶  

表背：刻有真力时飞行仪器标志  

防水深度：10 ATM 

表面：黑色哑光  

时标：SuperLuminova SLN C1超级夜光物料  

指针：黑色钌金属，经缎光处理  

 

参参参参考考考考资资资资料料料料 

03.2430.693/21.C723 

棕色小牛皮表带及精钢针式表扣  

96.2430.693/21.C703 

黑色小牛皮表带及DLC类金刚石处理精钢针式表扣  

红男爵，限量发行500枚

 

 

 

 

 

 

 

 

 

 

 

 

 

 

 

 

 

 

 

 

 

 

 

 

 

 

 

 

 



 

 

 

 

 

  

飞飞飞飞行行行行员员员员MONTRE D'AERONEF‘ ‘TYPE 20飞行器 ’ ’陀飞轮腕表  

•  向真力时的飞行历史致敬 
•   全新48毫米直径表壳  

•   抗敏钛金属及玫瑰金表壳 
•   EL PRIMERO日期显示陀飞轮计时码表自动机芯 

•   完全由SUPERLUMINOVA超级夜光物料制作的阿拉伯数字 

•  表背刻有飞行仪器标志 

 

机机机机芯芯芯芯 

4035型自动机芯  

机芯：13Ω ```（直径：37毫米）  

厚度：7.66毫米  

组件数：381 

宝石数：35 

振频：36,000 VpH -（5 Hz） 

动力储备：至少50小时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中置时、分显示  
陀飞轮：  
 -陀飞轮框架位于11时位置  

 -陀飞轮框架每分钟转动一圈  
 -小秒针位于陀飞轮框架上  
 -日期显示位于陀飞轮框架周围  
计时码表：  
 -中置秒针  
 -30分钟计时盘位于3时位置  

 -12小时计时盘位于6时位置

表表表表壳壳壳壳、、、、表表表表盘盘盘盘及及及及指指指指针针针针 

材质：钛金属表壳，18K玫瑰金表圈、表耳、按钮及表冠  

直径：48毫米  

表面直径：40毫米  

厚度：15.80毫米  

表镜：拱形双面防眩处理蓝宝石水晶  

表背：刻有真力时飞行仪器标志  

防水深度：10 ATM 

表面：黑色哑光  

时标：SuperLuminova SLN C1超级夜光物料  

指针：镀金铑金属，经缎光处理  

 

参参参参考考考考资资资资料料料料 

87.2430.4035/21.C721 

棕色鳄鱼皮表带，配米色缝线及钛金属针式表扣 

 



 

飞飞飞飞行行行行员员员员MONTRE D'AERONEF‘ ‘TYPE 20飞行器 ’ ’年历腕表  

•  向真力时的飞行历史致敬 
•   全新48毫米直径表壳  

•   EL PRIMERO年历计时码表自动机芯 

•   完全由SUPERLUMINOVA超级夜光物料制作的阿拉伯数字 

•  表背刻有飞行仪器标志 

 

机机机机芯芯芯芯 

El Primero 4054型自动机芯  

机芯：13º ```（直径：30毫米）  

厚度：8.30毫米  

组件数：341 

宝石数：29 

振频：36,000 VpH -（5 Hz） 

动力储备：至少50小时  

工艺处理：摆铊饰以“CÙtes de GenËve”图案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中置时、分显示  
小秒针位于9时位置  

1计时盘计时码表：  

 -中置计时码表指针  
 -60分钟计时盘位于6时位置  
星期及月份显示位于3时位置  
日期显示位于6时位置

表表表表壳壳壳壳、、、、表表表表盘盘盘盘及及及及指指指指针针针针 

材质：钛金属表壳，18K玫瑰金表圈、表耳、按钮及表冠或精钢表壳  

直径：48毫米  

表面直径：40毫米  

厚度：15.80毫米  

表镜：拱形双面防眩处理蓝宝石水晶  

表背：刻有真力时飞行仪器标志  

防水深度：10 ATM 

表面：黑色哑光  

时标：SuperLuminova SLN C1超级夜光物料  

指针：镀金铑金属，经缎光处理或黑色钌金属指针：镀金铑金属，经

缎光处理  

 

参参参参考考考考资资资资料料料料 

87.2430.4054/21.C721 

棕色鳄鱼皮表带，配米色缝线及钛金属针式表扣  

03.2430.4054/21.C721 

棕色鳄鱼皮表带，配米色缝线及精钢针式表扣 

 

 

 

 

 

 

 

 

 

 

 

 

 

 

 

 

 

 

 

 

 

 

 

 

 

 

 

 

 

 

 

 

 

 

 

 

 

 

 

 

 

 



飞飞飞飞行行行行员员员员MONTRE D'AERONEF‘ ‘TYPE 20飞行器 ’ ’40毫米腕表  

•  向真力时的飞行历史致敬 
•   全新48毫米直径表壳  

•   ELITE 681型自动机芯 

•   由SUPERLUMINOVA超级夜光物料制作的阿拉伯数字 

•  表背刻有飞行仪器标志 

 

机机机机芯芯芯芯 

ELITE 681型自动机芯  

机芯：11Ω ```（直径：30毫米）  

厚度：3.47毫米  

组件数：128 

宝石数：27 

振频：28,800 VpH -（4 Hz） 

动力储备：至少50小时  

工艺处理：摆铊饰以“CÙtes de GenËve”图案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中置时、分显示  
小秒针位于9时位置

表表表表壳壳壳壳、、、、表表表表盘盘盘盘及及及及指指指指针针针针 

材质：精钢  

直径：40毫米  

表面直径：32.5毫米  

厚度：11.80毫米  

表镜：拱形双面防眩处理蓝宝石水晶  

表背：刻有真力时飞行仪器标志  

防水深度：10 ATM 

表面：黑色哑光  

时标：SuperLuminova SLN C1超级夜光物料  

指针：黑色钌金属，经缎光处理  

 

参参参参考考考考资资资资料料料料 

03.1930.681/21.C723 

棕色小牛皮表带，配橡胶保护衬里及精钢针式表扣



 

MANUFACTURE ZENITH 

 

 

 

Maud Tiberti - Rue des Billodes 34-36 - CH-2400 Le Locle - 电话：+41 (0)32 930 65 84 

电邮：maud.tiberti@zenith-watches.com - www.zenith-watches.com 

 

 

真力时制表厂由具有远见卓识的制表大师乔治斯 · 法福  -  杰科特（Georges�Favre-Jacot）于1865年成立。在近一百五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凭

借获得的2,333项测时大奖，品牌在精密计时领域迅速崛起，并在怀表、航海时计和腕表类别中创造行业记录。1969年整合式导柱轮自动机芯

El�Primero的推出使品牌声名鹊起，该机芯每小时振动36,000次，确保短时测量精确至1/10秒，这是真力时经过600多项机芯改进后的研制成果

。如今，真力时的所有腕表均搭载表厂自制机芯，而且从头至尾均由位于力洛克的表厂研制。如今的表厂仍处于公司创始人建厂之初的位置，

体现了品牌罕见的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