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夫豪森IWC万国表与长期合作伙伴梅赛德斯-AMG

联合发布全新计时腕表

2021年5月21日，沙夫豪森  —  IWC万国表携手梅赛德斯-AMG联合发布全新飞行员计时腕表“AMG”特别版，旨在纪念 

双方自2004年建立至今的合作伙伴关系。该款飞行员计时腕表首次采用钛金属材质打造，搭载品牌自制的69385型机芯  

碳纤维表盘。为此，IWC万国表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弗·格莱恩格-海尔  (Christoph  Grainger-Herr)、梅赛德斯-AMG首席 

执行官Philipp  Schiemer、以及双方共同的品牌大使、赛车手晏高  (Maro  Engel)  三人在线进行了对话，全新腕表也于会谈

期间正式亮相。

瑞士制表名家 IWC万国表与高性能品牌梅赛德斯-AMG
的长久合作关系基于双方众多共同的价值理念，包括

追求技术的极致与毫不妥协的品质。不仅如此，双方

的创始人都是具备果敢创意的远见卓识之士。1868年  
佛罗伦汀·阿里奥斯托·琼斯  (Florentine  Ariosto  Jones)  将 
传统制表工艺与先进技术相结合，重新定义了瑞士制表业  
而在1967年，Hans  Werner  Aufrecht和Erhard  Melcher在 
德国罗萨斯巴赫  (Grossaspach)  共同创立了AMG，并坚持 
一个富于远见的理念：力求将先进的赛车技术引入日常座驾

当中。

沙夫豪森 IWC万国表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弗·格莱恩格- 
海尔表示：“沙夫豪森 IWC万国表与梅赛德斯-AMG有两

方面的共同追求。其一，我们都非常重视内在性能和外观 
设计；其二，我们都专注于工程设计的卓越性，会考究到 
每一个微小的细节。在过去17年的合作中，IWC万国表和

AMG共同见证了许多赛车运动等领域的精彩时刻，同时也

为我们的客户共同创造了众多美好体验。今天，我们很荣幸

将梅赛德斯-AMG列为飞行员系列腕表的标志性特征之一  
故事就从这枚飞行员计时腕表‘AMG’特别版开始书写。”

梅赛德斯 - A M G首席执行官P h i l i p p  S c h i e m e r表示  
梅赛德斯-AMG和IWC万国表的诸多共同之处和默契，成

就了双方长久共赢的合作关系。无论是企业还是人之间，能

拥有如此多的共同兴趣和价值观并非易事。双方都致力于追

求至高水准的精湛工艺和引发共鸣的产品体验。自2004年 
以来，这些共同特质便一直将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而飞行

员计时腕表‘AMG’特别版再一次彰显了我们之间的合作 
默契。”

以汽车工程材料打造的 I W C万国表飞行员计时腕表 
AMG”特别版  (型号IW377903)  是品牌首款搭载了69385
型自制机芯的43毫米飞行员计时腕表，并首次于飞行员计时 
腕表中应用了极轻、极耐刮的钛金属表壳。5N级钛金属的饰

面赋予腕表亚光灰色外观，灵感源自AMG标志性的designo 
月光石哑光灰色车漆。表盘以精密编织的碳纤维制作，该材

质取材于AMG空气动力学组件。这些空气动力学组件的制造

工艺复杂，涉及高温高压，且以极致轻盈和坚固耐用而闻名  
碳纤维可塑性和延展性强，通过编织机处理呈现出织物 
结构，从而赋予这枚腕表独具特色的“碳外观”。“碳黑色  
表盘与银色计时小表盘形成鲜明对比，让人联想起赛车上的

仪表盘。

全新腕表性能强大，搭载IWC万国表自制的69385型计时 
机芯，坚固而精准，能够实现总计长达12小时的不同时间段

测量。导柱轮装置具备两个功能层次，驱动计时功能的运行  
蓝宝石水晶玻璃表底饰有“AMG”标识。腕表采用黑色压花

小牛皮表带，配以对比色缝线和折叠表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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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C万国表飞行员计时腕表“AMG”特别版由梅赛德斯-AMG
首席执行官Phi l ipp  Schiemer和 IWC万国表首席执行官 
克里斯托弗·格莱恩格-海尔于线上对话中共同揭晓。双方

探讨了品牌对赛车的共同热情、价值观以及制表业和汽车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未来。此外，赛车手晏高  (Maro  Engel) 
也参与其中，从专业赛车手的角度畅谈了自己的所见所感  
晏高同时担任 IWC万国表的品牌大使和梅赛德斯-AMG 
厂 队车手，对 两 个 品 牌 都十 分了解 。可 通 过 网 站 
https://watches.iwc.com/amgwebcast看这场在线对话。

5月21日起，IWC万国表飞行员计时腕表“AMG”特别版可 
通过IWC万国表的官方网站IWC.cn，品牌各大精品店和授

权零售店进行预约订购。该表款注册参与My  IWC计划之后  
可在2年标准的国际保修之外再额外享受6年延期保修。

梅赛德斯-AMG品牌简介

梅赛德斯-AMG是梅赛德斯-奔驰旗下的高性能汽车及跑车

品牌，总部位于德国阿法特巴赫  (Affalterbach)。1967年，品

牌由Hans  Werner  Aufrecht和Erhard  Melcher基于对赛车

运动的热爱共同创建。2005年，梅赛德斯-AMG成为戴姆勒 
股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并一直是其在高性能汽车和赛车

运动领域的代表，丰富、宽广的产品线覆盖从新生代高性能

汽车到AMG  GT家族的赛道级性能车。与大规模生产不同

的是，梅赛德斯-AMG的发动机根据“一人一机”(One  Man, 
One  Engine)  理念在阿法特巴赫研发组装。梅赛德斯-AMG
生于赛道，直至今日仍秉持“非凡驾驭”理念，打磨每一个

细节、打造每一款卓越创新产品。AMG这三个字母代表至

高性能、专属个性、情感共鸣、超凡效率和极致驾驶乐趣，同

样也代表着与世界各地客户的非凡邂逅、密切联系与合作  
梅赛德斯-AMG致力于不断追求极致，拓展产品阵容，强化 
其代表梅赛德斯-奔驰“性能豪华”子品牌的定位。当前  
梅赛德斯-AMG正大力推进电动化转型，以电气化的驱动 
系统重新定义“非凡驾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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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点

机械机芯 – 小时、分钟及秒钟计时功能 – 日期和星期显示 – 小秒针附掣停装置 – 旋入式表冠 – 牢固表镜 
可抵御气压下降而不会产生位移或脱落 – 蓝宝石透明玻璃表背

 

机芯

IWC万国表自制机芯 69385
振频 28,800次 / 小时 (4赫兹)
宝石 33颗
动力储备 46小时

上链 自动上链

 

腕表

材质  钛金属表壳，碳纤维表盘，黑色指针，黑色皮表带

表镜 双面防反光弧面透明蓝宝石玻璃表镜

防水性能 6巴
直径 43毫米

表壳厚度 14.9毫米

IWC万国表飞行员计时腕表 

“AMG”特别版

型号：IW3779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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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夫豪森 IWC万国表

1868年，美国制表师兼创业家佛罗伦汀·阿里奥斯托·琼斯 
(Florentine  Ariosto  Jones)  从波士顿前往瑞士，在沙夫豪森 
(Schaf fhausen)  创立了International  Watch  Company  
(IWC万国表)。他当年的梦想是将先进的美国制造工艺与瑞士

手工制表技艺相结合，打造出时代经典的怀表杰作，由此 
也奠定了IWC万国表独一无二的设计方法，在瑞士实现了 
机械表的集中化生产。

经过150年的发展，瑞士制表名家沙夫豪森IWC万国表已在 
复杂功能性时计领域声誉卓越，尤其是计时码表和日历腕表  
新颖独创、坚固耐用且易于日常使用。作为率先使用钛金属和

陶瓷材质制表的行业先驱，如今的IWC万国表特别擅长以 
各种先进材质打造设计精良、技术精湛的表壳，例如钛铝 
化合物和Ceratanium®瓷化钛金属。秉持“形式服从功能  
这一理念，IWC万国表以历久弥新的作品传递出佩戴者生命中

的梦想和抱负。

在材质的选择上，IWC万国表始终秉持负责任的态度，以实际

行动尽量降低对环境的影响，打造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 
时计，世代传承、生机焕发。更引以为傲的是：品牌致力于培养

自己的未来制表师和工程师，且为所有员工提供优越的工作 
环境。此外IWC万国表还与各种全球化组织合作，共同帮助 
儿童和年轻人的健康发展。

下载

可在 IWC万国表官网press. iwc.com免费下载 
IWC万国表飞行员计时腕表“AMG”特别版的精美

图片。

更多信息

沙夫豪森IWC万国表

公共关系部

电子邮箱  press-iwc@iwc.com
网址  press.iwc.com

网站与社交媒体

网址 iwc.com
Facebook facebook.com/IWCWatches
YouTube youtube.com/iwcwatches
Twitter twitter.com/iwc
LinkedIn linkedin.com/company/
 iwc-schaffhausen
Instagram instagram.com/iwcwatches
Pinterest pinterest.com/iwcwa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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