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為海軍飛行員設計

2020年10月15日，沙夫豪森 – 沙夫豪森IWC萬國錶的飛行員系列TOP GUN海軍空戰部隊腕錶專為傳奇的海軍戰鬥機武

器學校（Navy Fighter Weapons School）打造，飛行技巧與戰術最優秀的美國海軍飛行員均在此受訓。這些精確的航

空儀器採用極為堅固耐磨的物料製成，可承受戰鬥噴射機飛行員在駕駛艙內可能遇到的極端G力。

沙夫豪森IWC萬國錶於80年多前製造出首枚飛行員腕錶。

從那時起，這家瑞士製錶商便開始度身訂做切合飛行員所

需的重要計時儀器，在設計與工程方面累積豐富的專業知

識。IWC萬國錶於2007年起獲得美國海軍正式授權製造

TOP GUN海軍空戰部隊系列腕錶，其名稱來自傳奇的海軍

戰鬥機武器學校（TOPGUN）。這展現出IWC萬國錶飛行員

腕錶的精妙設計與性能表現，同時突顯品牌在先進錶殼物

料領域作為開拓者與創新者的角色。

極其耐用的鈦金屬與陶瓷物料

在航空界裡，要求最嚴格的莫過於海軍航空部隊。再沒有

比於夜間在航空母艦定點著陸更困難的飛行技巧了。駕駛

F/A-18E/F超級大黃蜂（Super Hornet）等超音速噴射機進行 
纏鬥、急轉彎或垂直操縱時，飛行員和飛機都必須承受最

大的加速力。航空母艦上無分晝夜的操作同樣會對人員和

物料造成負擔。因此，TOP GUN海軍空戰部隊系列腕錶使

用鈦金屬和陶瓷等極為堅固耐磨的物料，以承受戰鬥噴射

機飛行員在駕駛艙內受到的極端壓力。

錶殼使用的高科技陶瓷來自純度極高的原材料並經歷複雜

的生產過程。原料由多晶粉末構成，添加數種輔助物料混合

成同質團塊，成形後放入烤爐以高溫燒結。陶瓷的維氏硬

度等級僅次於鑽石，是地球上最堅硬的物質之一。這種物

料輕盈、堅硬、抗刮，因此很適合在噴射機駕駛艙狹小的空

間內日常使用。霧黑色確保飛行員不會被腕錶反射陽光而

分神。鈦金屬和陶瓷也都具有很高的抗腐蝕能力，因此非

常適合在潮濕、鹽分高的海洋空氣中長時間執行航空母艦

任務。

C E R ATA N I U M ®（瓷化鈦金屬） 

結合鈦金屬和陶瓷的優點

Ceratanium®（瓷化鈦金屬）是沙夫豪森錶廠最近的一項

創新發明。這種突破性新物料以特殊的鈦合金為基礎。錶

殼零件經過銑削、車削及鑽孔後，放入烤爐加熱。在熔爐過

程中，氧氣會擴散至物料中並發生相變，之後表面會呈現類

似於陶瓷的特性。Ceratanium®（瓷化鈦金屬）像鈦金屬一

樣輕而堅固，也像陶瓷一樣堅硬抗刮。不同於較傳統的塗

層，表面與物料密不可分，就算腕錶撞到其他物品也不會

剝離。有了這種新物料，錶殼的所有零件才能首次以持久

耐用的亮黑色處理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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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C萬國錶現有的TOP GUN海軍空戰部隊系列包括以下

款式：

•  飛行員系列TOP GUN海軍空戰部隊瓷化鈦金屬追針計

時腕錶（型號IW371815）
  IWC萬國錶首枚以Ceratanium®（瓷化鈦金屬）打造的飛

行員腕錶，採用黑色錶盤、黑色指針和黑色橡膠錶帶。錶

盤和指針覆以灰色夜光物料，在白天展現鮮明的單色外

表，但夜晚仍可提供完整的夜光功能。79420型機芯具有

雙追針計時功能，可同時計算兩個短時段。

•  飛行員系列TOP GUN海軍空戰部隊計時腕錶「莫哈韋

沙漠」特別版（型號IW389103）
  IWC萬國錶首枚採用沙色陶瓷錶殼的飛行員腕錶，靈感來

自莫哈韋沙漠，即美國海軍最大的陸上基地—中國湖海軍

航空武器站（Naval Air Weapons Station China Lake）所在

地。色調與TOPGUN假想敵飛行員所穿的部分飛行服顏色

完美配合。由氧化鋯與其他金屬氧化物混合而成。這枚計

時腕錶搭載IWC萬國錶69380型自製機芯。

•  飛行員系列TOP GUN海軍空戰部隊計時腕錶 
（型號IW389101）

  這枚計時腕錶的錶殼以霧黑色氧化鋯陶瓷製造。特性相似

的陶瓷也應用在飛機或火箭發動機的電容器，以及高性能

發動機的各種零件中。IWC萬國錶69380型自製機芯確保

精準的計時及讀時。

• 飛行員系列TOP GUN海軍空戰部隊自動腕錶 
（型號IW326901）

  這枚採用霧黑色氧化鋯陶瓷錶殼的大三針腕錶呈現獨特

的簡約設計。所搭載的IWC萬國錶32110型自製機芯為堅

固的自動機芯，動力儲備長達72小時。

2018年，為向美國海軍航空界致敬，IWC萬國錶在本系列加

入兩款特別腕錶。腕錶不公開發售，只有TOPGUN畢業生能

夠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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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十八飛行員腕錶「Strike Fighter Tactics 
Instructor」特別版（型號IW324705）

  馬克十八飛行員腕錶把大型飛行員腕錶的所有設計元素和

技術功能整合在精巧的40毫米錶殼內。錶背以耐用、輕量

且不致敏的5級鈦金屬製造。每一枚都會鐫刻腕錶主人的

姓名和階級。9點鐘位置可見海軍戰鬥機武器學校徽章。

•  飛行員計時腕錶「Strike Fighter Tactics Instructor」 
特別版（型號IW389004）

  搭載IWC萬國錶89361型自製機芯，結合小時和分鐘計時

盤之計算器位於12點鐘位置。內置飛返功能，計時功能

運行時，只要按一下4點鐘位置的鈦金屬按鈕就能把分針

和秒針歸零，並立刻開始新一輪計時。9點鐘位置可見標

誌性的海軍戰鬥機武器學校徽章。

2019年，為紀念海軍戰鬥機武器學校成立50週年，IWC萬國

錶打造出一枚獨特時計向TOPGUN教官致敬。這款腕錶同

樣不公開發售。

•  飛行員計時腕錶「TOP GUN 50週年」特別版 
（型號IW387813）

  這枚計時腕錶與內華達州法隆海軍航空基地（Naval Air 
Station Fallon）的TOPGUN教官合作開發。採用藍色錶

盤及覆有夜光物料的黑色指針。9點鐘位置亦可見海軍戰

鬥機武器學校標誌，錶背上刻有每一位腕錶主人的姓名

和階級。腕錶呈現獨特的淺藍色，是法隆海軍航空基地

TOPGUN教官身上的專屬配色。

IWC萬國錶是目前唯一獲得正式授權可為整個美國海軍和

海軍陸戰隊，包括戰鬥機武器學校（TOPGUN）、藍天使特

技飛行隊（Blue Angels）及247個現役和100個非現役中隊

生產腕錶的腕錶品牌。所有IWC萬國錶中隊腕錶只供各中隊

的現任和前任隊員使用，而且每一枚都會刻上腕錶主人的姓

名及呼號。

•  馬克十八飛行員腕錶「Diamondbacks」特別版  
（型號IW327018）

  這枚馬克十八特別版與「Diamondbacks」中隊隊員合作

打造。採用黑色錶盤搭配紅色日期顯示，9點鐘位置可見

「Diamondbacks」徽章。數字102代表「第102攻擊戰鬥

機中隊」（VFA-102）的正式名稱。錶背上刻有該中隊的

F/A-18F超級大黃蜂和代表性的菱形條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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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ress%40iwc.com?subject=
http://press.iwc.com


•  飛行員計時腕錶「Royal Maces」特別版  
（型號IW389011）

  這枚計時腕錶的錶殼以黑色陶瓷製造，搭配黑色及黃色

織物錶帶。特點是9點鐘位置的「鎚矛」徽章及黃色日期

顯示。搭載IWC萬國錶89361型自製機芯，計時腕錶亦配

備飛返功能。鈦金屬錶背上刻有該中隊的F/A-18E超級大

黃蜂及正式名稱「VFA-27」。

•  飛行員計時腕錶「Fighting Checkmates」特別版  
（型號IW389012）

  這枚黑色陶瓷腕錶搭載IWC萬國錶89361型自製機芯，採

用「Checkmates」中隊歷史悠久的藍紅配色，錶盤飾以吉

祥物「Brutus」徽章。日期窗以藍色顯示單數日，紅色顯示

雙數日。鈦金屬錶背在棋盤圖案上鐫刻該中隊的F/A-18F
超級大黃蜂。

•  馬克十八飛行員腕錶「Bats Legacy」特別版  
（型號IW327024）

  這枚馬克十八飛行員腕錶特別版是IWC萬國錶與美國海軍

陸戰隊中隊攜手打造的首款軍用腕錶。9點鐘位置可見「

蝙蝠」中隊徽章，搭配黃色日期顯示。錶背上刻有該中隊

的F/A-18D Legacy噴射機。VMFA – AW正式名稱為「全天

候攻擊戰鬥機中隊」，AW代表「all-weather」（全天候）。  

•  飛行員計時腕錶「Eagles」特別版（型號 IW389015）
  這枚飛行員計時腕錶特別版搭載IWC萬國錶89361型自製

機芯，錶殼採用黑色陶瓷製造。9點鐘位置可見黃色及白

色「老鷹」徽章。小秒針及日期顯示亦加上黃色點綴。錶

背上刻有該中隊的F/A-18E超級大黃蜂。

飛行員腕錶上經過考驗的 I WC萬國錶技術

所有錶款均以IWC萬國錶針對飛行員腕錶而開發的成熟技

術製成。機芯裝入以高導電軟鐵合金製造的內殼，包含底

板、機芯固定環和錶盤。其作用就像法拉第籠，能夠讓磁力

沿著機芯周圍通過，不會進入零件內部。IWC萬國錶早在

1948年接受英國皇家空軍委託製造導航腕錶馬克十一時，

便研發出這項創新功能。軟鐵內殼能有效保護機芯免受每

小時強度高達80,000安培的磁場干擾。另一個特點是特別

穩固的玻璃錶鏡，即使駕駛艙內的艙壓驟降，也能維持在

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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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

TOP GUN海軍空戰部隊系列圖片可於press.iwc.com
下載 

詳細資訊

沙夫豪森IWC萬國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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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 twitter.com/iwc
LinkedIn linkedin.com/company/
 iwc-schaffhausen
Instagram instagram.com/iwcwatches
Pinterest www.pinterest.com/iwcwatches

沙夫豪森 IWC萬國錶

1868年，美國製錶師暨企業家佛羅倫汀．阿里奧斯托．瓊斯

（Florentine Ariosto Jones）自波士頓來到瑞士沙夫豪森，

創立IWC萬國錶（International Watch Company）。他的夢

想是結合美國先進的製造方法與瑞士製錶師的傳統工藝，創

造出當時最優秀的懷錶。為此，他不僅奠定IWC萬國錶獨特

工程的基礎，更建立了在瑞士集中生產機械錶的基地。

在過去150年的歷史中，沙夫豪森IWC萬國錶以打造實用的

複雜功能舉世聞名，尤其是精巧、堅固以及易於使用的計時

和日曆機制。IWC萬國錶身為採用鈦金屬與陶瓷物料的先

驅，如今專門研究以鋁化鈦和Ceratanium®（瓷化鈦金屬）等

高級物料製造極須高度工程技術的錶殼。這家瑞士製錶商鍾

情於「形式追隨功能而非裝飾」的原則，雋永的作品體現腕

錶主人人生旅途上的夢想與抱負。

IWC萬國錶以負責任的態度採購原料，並採取實際行動將其

對環境的影響降到最低，從而打造可持續發展、歷久彌新的

時計。公司非常自豪能培訓自家未來的製錶師與工程師，並

為員工提供絕佳的工作環境。IWC萬國錶也與遍布全球的組

織合作，透過慈善工作支援兒童與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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