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夫豪森IWC万国表特别推出： 

计时腕表“INSPIRATION4”特别版， 

助力全球首次民用太空轨道飞行任务

2021年8月26日，沙夫豪森  —  为了支持全球首个由普通人担当宇航员的太空飞行任务：Inspiration4，瑞士制表名家 

沙夫豪森IWC万国表设计并捐赠了一系列独特的太空主题飞行员计时腕表，分别代表此次飞行任务的四个价值理念  

领导力  (Leadership)、希望  (Hope)、慷慨  (Generosity)  和成功  (Prosperity)。这四枚腕表将分别由四名宇航员佩戴  

陪同他们展开太空之旅，之后这四枚腕表将被拍卖。此次太空飞行任务的目标之一便是为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筹集资金，助力其开展挽救生命的伟大事业。

IWC万国表飞行员计时腕表“Inspiration4”特别版所用

表壳由白色陶瓷打造，让人眼前一亮。这种独特颜色出自复

杂制造工艺：将氧化锆与其他金属氧化物以精准比例混合  
据维氏硬度  (Vickers)  标准，工程陶瓷硬度仅次于钻石，跻

身地球上最硬物质行列。深蓝色漆面表盘通过移印工艺装

饰无数星星，生动复刻深邃幽暗的太空景象。另外表盘上

还设有Inspiration4标识。腕表内部搭载了IWC万国表自制

的69380型计时机芯。四枚腕表均在钛金属表背镌刻腕表 
名称以及每一位宇航员所代表的任务理念。这些计时码表 
配以内嵌皮革的白色橡胶表带，鲜明夺目。

这次为期多日的近地轨道之旅代表着人类太空飞行和探

索的新时代，旅程定名为“Inspiration4”是为了表彰四名 
宇航员为支持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所履行的不同使命，并

传递人道主义救助的宝贵精神。此次飞行任务的创意源于 
贾里德·伊萨克曼  (Jared  Isaacman)，他是一位38岁的企

业家，也是一名卓有成就的宇航员，他也将担任此次飞行任

务的指挥官。此次发射计划于9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国家 

宇航局肯尼迪航天中心 (Kennedy Space Center) 历史性的

39A发射台进行。太空飞船将以大约357英里  (575公里)  的
高度和每小时超过17,500里  (27,360公里/小时)   的速度 
环绕地球飞行。在为期数天的旅程之后，飞船将重回地球大

气层，在佛罗里达海岸进行软水着陆。

沙夫豪森IWC万国表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弗·格莱恩格-海尔  
(Chr istoph  Grainger-Herr)  表示：“当年我们的创始人 
佛罗伦汀·阿里奥斯托·琼斯  (Florentine  Ariosto  Jones)  怀
着变革制表业的抱负从美洲远走瑞士，而今天我们依然持

续葆有生生不息的创新动力  —   IWC万国表始终是一家 
不乏探路者的先锋企业。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与Inspiration4
太空飞行任务携手合作，在众多共同价值理念的指引下，一

起创造历史，一起为这样一项伟大事业汇聚善款。”

伊萨克曼表示：“Inspiration4实现了我的毕生梦想，我想 
代表全体员工感谢沙夫豪森IWC万国表加入我们，为我们 
提供支持，共同为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筹集资金。”

分别代表“领导力”、“希望”、“慷慨”与“成功”理念的四枚IWC万国表飞行员腕表 

将随宇航员一同进入太空，之后这四枚腕表将用于拍卖，拍卖所得会捐献给 

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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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机组，四大理念，齐力太空探梦

Inspiration4的核心是一支别具一格而又丰富多元的队伍  
伊萨克曼乘坐代表“领导力”理念的坐席，担任船组指挥官  
他是Shif t4  Payments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同是也是 
业务精通的商业兼军事飞行员，曾打破并保持若干航空业 
世界纪录。象征“希望”的坐席被授予海利 ·阿塞纳克斯 
(Hayley  Arceneaux)，一位在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工作的 
29岁医师助理，也是一名儿科癌症幸存者。51岁的企业家 
西恩·普罗克特  (Sian  Proctor)  博士乘坐代表“成功”理念的

坐席；他是一位接受过专业训练的飞行员，凭借在一场商业

竞赛中的出色表现赢得了乘坐飞船的机会。最后，“慷慨  
席位将由克里斯托弗·森布罗斯基  (Christopher  Sembroski) 
乘坐。这位41岁的航空从业者兼美国空军退伍老兵因 
参与一个筹款活动而幸运获得活动为幸运捐赠者准备的 
大礼：Inspiration4的一个坐席。

目前全体宇航员正在SpaceX接受商业宇航员训练，主要聚

焦轨道力学、微重力和零重力，和其他形式的压力测试。此

外，他们还将接受应急准备训练、完整的宇宙飞船进出训练

并参与全任务 (或部分任务) 飞行模拟。

要了解更多关于 I nsp i ra t i on4的信息以及如何支持和持

续关注这次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太空飞行，请访问 
www.Inspirat ion4.com，同时欢迎关注此次飞行任务的 
以下社交媒体账号，即时接收有关任务培训、准备和时间

规划的最新消息：Twit ter  (@inspirat ion4x)、Facebook  
(@inspiration4mission)、Instagram  (@inspiration4)  以及

YouTube (@Inspiratio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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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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软铁内壳保护机芯 
免受磁场效应影响 — 旋入式表冠 — 表镜装配稳固，可抵受骤降气压

 

机芯

IWC万国表自制机芯 69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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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陶瓷，深蓝色漆面表盘，黑色指针，内衬皮革的白色橡胶表带

表镜 双面防反光凸面透明蓝宝石玻璃表镜 
防水性能 6巴
直径 44.5毫米

表壳厚度 15.7毫米

IWC万国表飞行员计时腕表 

“INSPIRATION4”特别版

型号：I W 3 8 9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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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夫豪森 I W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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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affhau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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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iration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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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all  iwcwatch.world.tmall.com/shop/

view_shop.htm
Weibo www.weibo.com/iwcchina
Wechat www.iwc.com/en/wechat.html
YouKu i.youku.com/i/UNDE2Mjk2MD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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