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ENITH PILOT  

MONTRE D’AÈRONEF「 TYPE 20飛行員」腕錶  

 
征服長空的時計  

 

 

Z E NITH 製 錶 廠近 150年來 從未離 開 過其發源地，更於早期便參 與到航空歷 險的偉大征服長空工

程，是首家製造儀 錶板和飛行員腕錶的製 錶 廠之一。  

全新推出的六款 P ILO T  MO NT RE�d’Aéronef「 T YP E�20 飛行員」腕錶；尤其以向紅男爵致敬的特

別型號，讓人們再次領略 Z ENITH在征服長空歷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路易  '布萊里奧（Louis� Blériot）和里昂  '莫蘭（Léon �Morane）二人認識對方。作為航空領域的先驅，兩位著名的飛行員

在二十世紀初都參與了征服天空的活動。在1909年7月25日，當年為37 的布萊里奧(Blt)首次乘坐他自己製造的飛行器穿

越英吉利海峽。不到一年後，時年25 的莫蘭(Morane)，在法國蘭斯會議上首次創下飛行時速超過100公里的紀錄。這一速

度在當時是驚人的。莫蘭(Morane)所乘坐的飛行器是布萊里奧XI（Bl�XI）。兩個人都充滿了對航空的熱愛、冒險精神和競

爭意識。但兩者的共同點並不僅限於此。路易 '布萊里奧（Louis Blériot）和莫蘭(Morane)都擁有一件不可或缺的導航工具，

一枚兩人都認為是精準度最高的Zenith腕錶。路易 '布萊里奧（Louis� Blériot） ：「我對這款經常伴我左右的Zenith腕錶非

常滿意，而且我向追求精確度的朋友們強烈推薦這款錶！」莫蘭(Morane)也讚歎道：「Zenith是註定為飛行員而誕生的品牌

！此外，在美麗錶殼內配備所有腕錶的必備優點，您確應擁有一枚Zenith腕錶！」 

Zenith就是這樣很早就投身於搏擊長空的非凡歷險中。於最早期時是與幾位偉大的航空先驅合作，隨後成為首批生產飛機儀

器的製造商之一。Zenith製造的測高儀和專門為高空飛行生產的航空腕錶，適合作軍用及民用兩種用途。Zenith「Type 20飛

行員」腕錶以其堅固可靠、準確無誤，深得航空製造商和專業人士的好評。自1938年起，許多飛機的儀錶板上皆安裝此儀

器；當中包括Caudron Simon C.635型飛機，此型號飛機也是法國空軍的訓練飛機。今天，Pilot系列腕錶繼承前輩的風範，

展現輝煌時期的戰績和征服天空的抱負。 

 

路易 '布萊里奧（Louis BlÈriot）所擁有的20世紀早期飛行員腕錶。獨特的溝槽錶冠、夜光指針及時標是當時飛行員腕錶的特

色。 

 

 

Montre d’AÈronef Zenith「Type 20飛行員」腕錶，1938年。 
 

Pilot Montre d’Aéronef 「Type 20飛行員」世界標準時間腕錶 

 

「飛行員腕錶」是一個內涵豐富的名稱。這些飛機儀器最初是專為飛行而設，使用條件極為嚴苛，其機件裝置要經過嚴格考

驗，如承受溫度的突然變化、劇烈的震動、濕度以及氣壓強度的改變。讀時清晰度也要無可挑剔：寬闊的黑色啞光錶盤與塗

有白色螢光物料的指針和時標亦必需有鮮明色差。阿拉伯數字時標也刻意設計為超大尺寸。為了使腕錶的操作能夠更加便捷

，錶冠也採用特殊設計，飛行員即使戴著手套也可輕鬆調校腕錶。 



這些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需要達到的技術指標隨著時代轉變和航空技術的發展而不斷演變。自1938年之後，這些特殊指

標被命名為「Type 20」。這些專業飛行儀器及腕錶等生存工具經常被重新審核與保養。例如，法國的空軍、海軍航空部及

試飛中心都配備了該飛行儀器及腕錶。時至今日，這些當年僅有的幾家製造商所生產並獲得「Type 20」認證的儀器及腕錶

，就是經過極為嚴格的篩選而成為飛行儀器聖殿中的一員。 

新款Pilot�Montre� d’Aéronef「Type�20飛行員」世界標準時間腕錶是Zenith早期飛行員系列的尊貴代表。直徑達48毫米，腕

錶包含了所有的視覺效果：特大的槽口螺釘錶冠，大號阿拉伯數字時標覆有白色Superluminova超級夜光物料。寬闊的黑色

啞光錶盤清晰襯托出塗有緞光黑色釕和Superluminova超級夜光物料的指針。底蓋的圖案為一枚鐫刻有布萊里奧（Blt）飛機

的紀念章以及「Montre� d’Aéronef �Type�20�---�ZENITH�Flying�Instruments」（Type�20飛行員腕錶�---�Zenith飛行儀器）

字樣。錶殼側面可見瑞士民用航空註冊號碼，並有「HB」標記以及作為識別腕錶編號的一個數字。 

腕錶配有Zenith�Elite�693型自動上鏈機芯，動力儲存達50小時，精鋼錶款配上啡色皮帶的腕錶具有時分顯示、及位於9時

位置的小秒針錶盤和世界標準時間功能。如今大多數的旅行者可以自如地在手腕上調校時區，在當年卻絕非易事。在十九

世紀二十年代，人們決定以86,400秒為一天，作為世界通行的計時單位。於1833年，美國成為首個採用時區劃分的國家。

直到1844年，在紛爭不斷的華盛頓國際會議後，全球被正式劃分為24個時區，由英國的格林威治起作時間計算的開始。自

此，格林威治時間成為世界標準時間（英文為Greenwich�Mean�Time或GMT），成為全世界飛行員的唯一計時標準。 

 

Pilot�Montre d’Aéronef「Type 20飛行員」世界標準時間紅男爵腕錶 

 
世界標準時間腕錶成為征服天空的直接繼承人。這也就是Zenith想通過一個特別的世界標準時間系列腕錶，向一位當時最傑

出的傳奇飛行員紅男爵致敬。曼弗雷德 （Manfred Albrecht Freiherr von Richthofen）是他的真名，於1892年5月出生在波蘭。

對於剛剛興盛的航空飛行十分著迷，他很快就成為了一位名副其實的特技飛行大師，他的駕駛技術使人們對聯軍的戰鬥機

駕駛員產生敬意。他的盛名及綽號源於他駕駛的一駕紅色福克Dr.1三翼戰鬥機，以及日後所積累的80次勝利。他是當時其

中最後一位在戰鬥中具有貴族價值觀的代表者：即榮譽、公平與勇氣。 

為了紀念這位至今仍然被人稱頌的航空天才，Zenith特別製造了500枚限量版腕錶：Pilot Montre d’Aéronef「Type 20飛行員」

世界標準時間紅男爵腕錶。採用經黑色DLC處理的精鋼材質，配上黑色手工縫製皮帶，這款腕錶的獨特之處在於其以紅色

所顯示的世界標準時間、錶底鐫刻的福克Dr.1三翼戰鬥機以及「Montre d’Aéronef  Type 20 ---  ZENITH Flying Instruments」

（Type 20飛行員腕錶  --- Zenith飛行儀器）字樣。這款腕錶絕對是一枚經典珍藏時計。 

 

年曆與陀飛輪腕錶 

 

在2013年的Pilot系列中另有三款全新腕錶。第一款是Pilot「Type�20飛行員」年曆腕錶，配有El�Primero�4054�B型高精準

度機芯。該機芯是著名的計時碼錶El�Primero發展而來，每小時振頻高達36,000次，40多年來一直由Zenith製錶廠自行製

造。除時分顯示、小秒針和位於6時位置的60分鐘計時盤功能外，腕錶還配有年曆功能，包括日期、星期以及月份顯示，每

年二月和三月之間調校一次。這項複雜功能的設計極為精妙簡潔，只有9個活動組件，而大部分年曆裝置則需要30或40個

組件裝嵌而成。這款時計有精鋼型號和鈦金與玫瑰金雙色型號。錶殼側面可見瑞士民用航空註冊號碼，並有「HB」標記以

及其腕錶編號。 

而2013年的Pilot系列新款腕錶中還有一枚引人注目的Pilot「Type�20飛行員」陀飛輪腕錶。它以鈦金和玫瑰金為材質，於錶

盤左上方設置陀飛輪旋轉框架，同時還加入一個日曆。這種不對稱的美學設計從視覺上突出了陀飛輪設計裝置，從鏤空錶

盤即可清晰看見其運作，同時還保持了細膩的比例與優雅的線條。專利的日期顯示設於陀飛輪框架上。腕錶裝置

El�Primero�4035�D自動計時機芯。錶殼側面可見「HB」標記以及其腕錶編號。 

而第三款全新Pilot「Type�20飛行員」腕錶將歷史悠久的作品與經典的尺碼(直徑40毫米)互相結合。這款中性腕錶包含了所

有飛行員腕錶的基本功能，包括時分顯示及位於9時位置的小秒針盤。於精鋼錶殼外側可見瑞士民用航空註冊號碼，並有「

HB」標記以及其腕錶編號。 



 



  

PILOT MONTRE D’AÉRONEF「TYPE 20飛行員」世界標準時間腕錶  

  

•  向ZENITH的飛行歷史致敬 

•   全新48毫米直徑錶殼 

•   ELITE雙時區693型自動機芯  

•   SUPERLUMINOVA超級夜光物料阿拉伯數字 

•   錶背刻有飛行儀器標誌 

• 紅男爵版本限量發行500枚 

 

機機機機芯芯芯芯  

Elite 693型自動機芯  

機芯：11（直徑：25.6毫米）  

厚度：3.94毫米  

組件數：186 

寶石：26 

震頻：28,800 VpH - 4 Hz 

動力儲存：至少50小時 

表面處理：擺鉈飾以「Côtes de Genève」圖案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中置時、分顯示  
小秒針位於9時位置  
24小時第二時區顯示 

錶錶錶錶殼殼殼殼、、、、錶錶錶錶面面面面及及及及指指指指針針針針  

材質：DLC（類鑽碳）鍍層鈦金屬錶殼或精鋼錶殼 

直徑：48毫米  

錶面直徑：40毫米  

厚度：15.80毫米  

錶鏡：拱形雙面防眩處理藍寶石水晶  

錶背：刻有Zenith飛行儀器標誌 

防水深度：10 ATM 

錶面：黑色啞光  

時標：覆SuperLuminova SLN C1超級夜光物料  

指針：黑色釕金屬，經緞光處理 

參參參參考考考考資資資資料料料料 

03.2430.693/21.C723 

棕色小牛皮錶帶及精鋼針式錶扣  

96.2430.693/21.C703 

黑色小牛皮錶帶及DLC類金剛石處理精鋼針式錶扣  

紅男爵，限量發行500枚

 

 

 



 

 

PILOT MONTRE D’AERONEF「TYPE 20飛行員」陀飛輪腕錶  
•  向ZENITH的飛行歷史致敬 

•   全新48毫米直徑錶殼 

•   抗敏鈦金屬及玫瑰金錶殼 

•   EL PRIMERO日期顯示陀飛輪計時碼錶自動機芯 

•   SUPERLUMINOVA超級夜光物料阿拉伯數字 

•   錶背刻有飛行儀器標誌 

 

機機機機芯芯芯芯     

4035型自動機芯  

機芯：13（直徑：37毫米）  

厚度：7.66毫米  

組件數：381 

寶石：35 

震頻：36,000 VpH -（5 Hz） 

動力儲存：至少50小時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中置時、分顯示  
陀飛輪： 

- 陀飛輪框架位於11時位置  

- 陀飛輪框架每分鐘轉動一圈  

- 小秒針位於陀飛輪框架上  

- 日期顯示位於陀飛輪框架周圍 
計時碼錶：  

- 中置秒針针  

- 30分鐘計時盤位於3時位置  

- 12小時計時盤位於6時位置

錶錶錶錶殼殼殼殼、、、、錶錶錶錶面面面面及及及及指指指指針針針針  

材質：鈦金屬錶殼，18K玫瑰金錶圈、錶耳、按鈕及錶冠  

直徑：48毫米  

錶面直徑：40毫米  

厚度：15.80毫米  

錶鏡：拱形雙面防眩處理藍寶石水晶  

錶背：刻有Zenith飛行儀器標誌 

防水深度：10 ATM 

錶面：黑色啞光  

時標：覆SuperLuminova SLN C1超級夜光物料  

指針：鍍金銠金屬，經緞光處理  

 

參參參參考考考考資資資資料料料料 

87.2430.4035/21.C721 

棕色鱷魚皮錶帶，配米色縫線及鈦金屬 針式錶扣 

 



 

 

 

 

 

PILOT MONTRE D’AERONEF「TYPE 20飛行員」年曆腕錶  
•  向ZENITH的飛行歷史致敬 

•   全新48毫米直徑錶殼 

•   EL PRIMERO年曆計時碼錶自動機芯  

•   SUPERLUMINOVA超級夜光物料阿拉伯數字 

•   錶背刻有飛行儀器標誌 

 

機機機機芯芯芯芯  

El Primero 4054型自動機芯  

機芯：13（直徑：30毫米）  

厚度：8.30毫米  

組件數：341 

寶石：29 

震頻：36,000 VpH -（5 Hz） 

動力儲存：至少50小時 

表面處理：擺鉈飾以「Côtes de Genève」圖案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中置時、分顯示  
小秒針位於9時位置  

1計時盤計時碼錶：  

- 中置計時碼錶指針 

- 60分鐘計時盤位於6時位置  
星期及月份顯示位於3時位置  
日期顯示位於6時位置 

錶錶錶錶殼殼殼殼、、、、錶錶錶錶面面面面及及及及指指指指針針針針  

材質：鈦金屬錶殼，18K玫瑰金錶圈、錶耳、按鈕及錶冠或精鋼錶殼 

直徑：48毫米  

錶面直徑：40毫米  

厚度：15.80毫米  

錶鏡：拱形雙面防眩處理藍寶石水晶  

錶背：刻有Zenith飛行儀器標誌 

防水深度：10 ATM 

錶面：黑色啞光  

時標：覆SuperLuminova SLN C1超級夜光物料  

指針：鍍金銠金屬，經緞光處理或黑色釕金屬 

 

參參參參考考考考資資資資料料料料 

87.2430.4054/21.C721 

棕色鱷魚皮錶帶，配米色縫線及鈦金屬 針式錶扣  

03.2430.4054/21.C721 

棕色鱷魚皮錶帶，配米色縫線及精鋼針式錶扣 



  

 

 

PILOT MONTRE D’AERONEF「TYPE 20飛行員」40毫米腕錶  
•  向ZENITH的飛行歷史致敬 

•   全新40毫米直徑錶殼 

•   ELITE 681型自動機芯  

•   SUPERLUMINOVA超級夜光物料阿拉伯數字 

•   錶背刻有飛行儀器標誌 

 

機機機機芯芯芯芯  

ELITE 681型自動機芯  

機芯：11（直徑：30毫米）  

厚度：3.47毫米  

組件數：128 

寶石：27 

震頻：28,800 VpH -（4 Hz） 

動力儲存：至少50小時 

表面處理：擺鉈飾以「Côtes de Genève」圖案  

 

功功功功能能能能 

中置時、分顯示  
小秒針位於9時位置  

錶錶錶錶殼殼殼殼、、、、錶錶錶錶面面面面及及及及指指指指針針針針  

材質：精鋼 

直徑：40毫米  

錶面直徑：32.5毫米  

厚度：11.80毫米  

錶鏡：拱形雙面防眩處理藍寶石水晶  

錶背：刻有Zenith飛行儀器標誌 

防水深度：10 ATM 

錶面：黑色啞光  

時標：覆SuperLuminova SLN C1超級夜光物料  

指針：黑色釕金屬，經緞光處理  

 

參參參參考考考考資資資資料料料料 

03.1930.681/21.C723 

棕色小牛皮錶帶，配橡膠保護層襯裡及精鋼針式錶扣

 



MANUFACTURE ZEN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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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郵：maud.tiberti@zenith-watches.com - www.zenith-watches.com 

 

 

Zenith製錶廠由具有遠見卓識的製錶大師喬治斯Georges�Favre-Jacot）於1865年成立。在近一百五十年的發展歷程中，憑藉獲得的2,333項計

時大獎，品牌在精密計時領域迅速崛起，並在懷錶、航海時計和腕錶類別中創造記錄。於1969年推出的整合式導柱輪自動計時機芯El�Primero

使品牌聲名鵲起。該機芯每小時振動36,000次，能確保其測量精確至1/10秒。這是Zenith經過600多項機芯改進後的研製成果。如今，Zenith的

所有腕錶均搭載錶廠自家機芯，而且從頭至尾均由位於勒洛克勒（Le�Locle）的錶廠研製。時至今日，錶廠仍處於品牌創始人建廠之初的位置

，體現了品牌貫徹始終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