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湛工艺与 

精密科技

沙夫豪森IWC万国表建立全新制表中心，将传统制表技艺与尖端工艺和技术和谐融汇。机芯元件和表壳的生产借助于超先

进的车削和铣削加工中心，能够确保出色的质量和精度水准。而自主机芯的装配则需倚赖细心谨慎的手工作业。只有经验

丰富的钟表大师的双手才能让腕表的机械心脏搏动。

I W C万国表的全新制表中心坐落于瑞士沙夫豪森镇 
(Schaffhausen)  的郊区，仅仅21个月便完成了建设。走近这

幢建筑，人们会立刻明白品牌的“良苦”用心：这是这家制表

商为自己打造的不折不扣的“纪念碑”—设计上而言，它

具备纪念碑的雄伟壮观；内涵上而言，它的诞生正逢品牌诞

辰150周年。黑色窗格玻璃立面，与超出建筑立面的白色平

屋顶共同构成了一幅对比鲜明的视觉冲击画面。“我们的创

始人Florentine Ariosto Jones早在1868年就开始将传统制

表技艺与先进的生产工艺相结合。从此以后，我们不断将他

开创的这种工程理念进行系统性地演进；直至今日，在我们

新建的制表中心，我们依然矢志不渝地践行着这种精湛工

艺与精密技术的巧妙融合。当然，这个新建筑的作用不仅限

于提供出色的生产条件和工作环境—它还承载着IWC万

国表品牌的灵魂，它向全世界的来宾敞开大门，让人们有机

会近距离体验我们的自主机芯和表壳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沙夫豪森IWC万国表首席执行官Christoph  Grainger-Herr
如是说。

在新建的制表中心，IWC万国表实现了机芯元件、自主机芯

以及表壳在“同一屋檐”下的集中化生产—这是公司历史

上的一个里程碑。而这对沙夫豪森IWC万国表的首席运营

官Andreas  Voll而言，代表着他长久以来的一颗希望的种子

终于开出现实的花果：“这幢新建筑让我们有机会精准部署

生产流程，使之达到最佳状态，确保其流畅运行、呈现卓越

品质。比如，从原材料到单个机芯元件再到机芯成品—这

一整套价值创造流程都按照逻辑顺序部署在同一个楼层  
这是我从2007年加入 IWC万国表以来，始终未变的一个 
梦想。”

先 进 技 术 

超 凡 精度

穿过气势磅礴的9米高门厅就可直接进入机芯元件制造车

间。大约有1500种零件在这里生产，分别用于以下机芯系

列：52型和82型自动上链机芯系列、59型手动上链机芯系

列，以及69型计时码表机芯系列。既包括机芯底板、板桥和

摆陀等复杂部件，也包括切换杆、发条或定位元件等小型零

件。某些小零件裸眼几乎无法看清。这个部门的任务还包括

生产万年历、年历和陀飞轮等复杂装置的元件。

IWC Schaffhausen · Baumgartenstrasse 15 · CH-8201 Schaffhausen
Phone +41 (0) 52 235 75 65 · Fax +41 (0) 52 235 75 01 · info@iwc.com · www.iwc.com

mailto:info@iwc.com
http://www.iwc.com


机械表属于复杂精密的机械装置，多达数百个零件在其中不停

运转、履行职能。因此，其对精度的要求极高。“以52型机芯的

底板为例，经过铣削工艺处理后的机芯底板必须具备大约400个
几何特征，最小生产公差仅为几千分之一毫米，”Voll如此解释

道。这也是为什么机芯部件涉及的大多数生产步骤都是自动化

的。只有先进的、由计算机控制的车铣中心才有能力生产出符

合标准的部件。

仍然以52型机芯为例，其底板由高度现代化的加工中心进行

铣削，该加工中心能一次装夹加工多个黄铜毛坯件。刀具和

加工位置可以自动更换，并达到超凡出色的精度。原材料的

进给和成品零件的拿取由关节型机器人完成。

专用 电镀车间 

专业表面修 饰

机芯元件在电镀车间接受表面工艺处理，从而达到期望的表

面修饰效果。“这里的核心任务是防腐蚀和打造迷人外观  
例如镍铑合金防护层可防止黄铜元件氧化而生成铜锈、失

去光泽，同时赋予元件银白色泽，”Voll介绍道。带镌刻的

机芯零件的生产流程尤为复杂。以发条夹板为例，第一步是

对其进行整体镀金，然后在镌刻的图 / 文上进行一层涂层工

艺处理。在添加了日内瓦波纹后，部件被放入电镀池内镀铑  
任何剩余的涂层均被清理掉，镌刻的图 / 文便会闪耀金色 
光泽。

手工 装 配 

一 丝不 苟

从机芯元件生产到机芯装配之间的过渡是无缝衔接的。机

芯元件生产的自动化程度非常高，而机芯装配则是必须由

手工完成的精细作业。没有任何机器能够胜任如此复杂之

机械装置的组装工作，也唯有人手能让冷冰冰的机械焕发

生命。首先是预装阶段，要先将夹板和板桥  (二者共同构成

毛坯件)  以及众多其他零部件组装到一起，共同构成一个装

置。然后，将这些预装完成的装置与各种预备的零部件一起

送到装配线上，正是在这些装配线上，一个个机芯最终成

形，例如52型和69型自主机芯都是这样组装而成的。

我们为机芯装配开发出一种“专用流水线”理念，其以

F.A .琼斯先生的远见创意为基础，并进行了更进一步的 
深化。具体方法是对原本统一的装配程序进行拆分，由此形

成不同的子程序，进而为每一个子程序都配备具有专业技

艺的行家里手。“我们将原本不同系列机芯共用的装配流程

进行拆分，然后重新梳理成不同的专用装配线，这使我们最

大程度做到了不同品质标准的最优化，”Voll道出了其中的

关键优势。我们的员工还自行开发出一种创新型加油机，能

够非常精准地为机芯中多达几十个加油点进行润滑。

哪怕微量的灰尘或污垢也能损害机芯的性能。因此，零部件

装配作业是在洁净室环境下进行的，这里的条件堪比计算机

芯片的生产环境。每小时的空气循环量达到50,000立方米  
这一环境内的压力高于大气压力，因此灰尘颗粒物就更难以

侵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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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壳生 产 的 

“ 行 家 里手”

表壳生产部门位于制表中心的地下室。精钢、钛、铂金、红

金、白金和青铜材质的表壳均在这里生产。从上世纪80年
代创立以来，IWC万国表不断积累起丰富的专业技艺，颇为

擅长高难度表壳材质的加工。沙夫豪森IWC万国表最新的

材质创新成果是瓷化鈦金属  (Ceratanium®)：“这种突破性

的创新表壳材料兼顾了钛的坚固、轻便以及陶瓷的坚硬、耐

刮，”Voll解释说。

单是表壳就包含了大量的零件。如果再加上旋转表圈或计 
时码表按钮等功能，零件数量一下子就增加到几十个或更多

毛坯件的加工流程通过计算机控制的车削和铣削中心自定义

完成。一根一米长的棒料可加工出30至50只表壳，具体取决

于材料和表壳类型。仅铣削过程就需要数小时。以葡萄牙系列

超卓复杂型腕表的铂金表壳为例，其生产过程极为耗时，因为

材料加工难度大且几何形状复杂。

加工成形的表壳随后进入表面工艺处理阶段，接受抛光 
修饰。之后是最终清洁和最终检测步骤，再一次在洁净室环

境下进行，均属于精细的手工作业。“只有人眼有能力评估表

面品质，”Voll称。

复 杂工艺 方法 

让专家 技 更 精

对表底盖进行装饰工艺处理时，除了用机器进行镌刻和蚀

刻，也会使用激光镌刻。这种先进的工艺不仅具备出色的实

施可靠性、稳定性，也为镌刻设计开启了更多新可能。

我们的表壳专家们精通一系列超复杂、高要求的加工方法  
例如金刚石车削。这种加工方法主要应用于红金或青铜材

质。经过特别切割的金刚石在切削材料的同时，还会对材料

进行压缩。例如，葡萄牙系列计时腕表的红金表壳会因此获

得一种别具特色的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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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夫豪 森 IWC万国 表

瑞士制表商沙夫豪森IWC万国表专注技术与创新，自1868年
以来不断创制具有持久价值的腕表。公司热切追求创新方案和

独创技术，在国际上已赢得广泛赞誉。作为专业奢华腕表领域

的世界领先品牌之一，IWC万国表糅合精准无比的性能和独一

无二的设计，打造体现高级制表艺术最高境界的典范之作  
作为一家具有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公司，IWC万国表积极

推动可持续性生产，在全球范围内支持儿童和青少年组织的工

作，并与环境保护机构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

下载

可通过以下网址免费获取全新制表中心正式启用

仪式的照片 press.i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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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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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pinterest.com/iwcwa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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