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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 & HEYNE

LANG & HEYNE

首席执行官的话
亲爱的手表爱好者和朗海涅的珍贵朋友
"没有工艺和辛勤，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永远不会
出现，因此，一件精心制作的艺术品永远不会
缺少美丽。" 这些话是来自画家和作家Wilhelm
von Kügelgen，节录于1842年的"Three Lectures of Art"，概括了朗海涅的哲学——最高
的制表工艺遇上永恒的优雅和美丽。
我们的新目录册旨在带您踏上一段令人激动且
内容丰富的旅程，展示公司成立二十年来出色的
制表工作。 我们希望能让你欣赏我们的热情、
知识、能力和奉献精神，并同时引导您体验从概
念和创意设计到技术构建和手工生产过程。 我
们的制表大师，在各自领域拥有卓越的才能，在
每一步努力达到严格的精准度，并运用可靠的判
断力，以确保每一件钟表艺术作品 拥有完美的
技术和品质。

Alexander Gutierrez Diaz， 首席执行官

我们的质量标准和对手的尊重原则与 18 世纪
著名的撒克逊宫廷钟表制造商设定的高基准是
一致的。* 这些原则指导着我们的整个哲学和
LANG & HEYNE的制表方法，使我们能够用现
代技术、专有技术和个性化的细节来重新诠释
非凡的杰作。

我们的团队利用以前大师级的技术和知识，以
及多年的制表经验和当代生活的融汇，最近受到
启发而创造了"海科特" - 高贵， 年轻，大胆和有
前途的新家庭成员- 也是"Born in Saxony"的。

因此，不仅我们手表系列的命名直接来自于过
去的贵族，但传统方法，制表技巧和实践工艺也
指引着我们的制造达致最好的钟表。

亲切
Alexander Gutierrez Diaz
首席执行官

敬请期待！

朗海涅-德累斯顿
* Johann Gottfried Köhler（1745年至1800年），萨克森精确计时; Johann Heinrich Seyffert（1758年至1818年），精密怀表;
Johann Friedrich Schumann（1785年至1817年），Ferdinand Adolf Lange 的岳父 1815年至1875年），A. Lange Dresden in
Glashütte的创始人 （18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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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 & HEYNE

LANG & HEYNE

市场
我们努力确保LANG & HEYNE的腕表超越对优质时间测量仪器
的最高质量和价值之期望。
世界各地的客户都开始欣赏我们的钟表作品和高水平个性化客
户服务。 我们的全球合作伙伴了解所有进展，以确保您以高效
和及时的方式获得称职的建议。
此外，基于现场展示和数码通信的相互作用，我们可以随时满足
不同挑剔客户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为与LANG & HEYNE时
计相关的所有问题提供真实和相关的答案。
与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了解产品背后的故事非常重要，我们
的全球合作伙伴网络可以协助您探索您的旅程。

LANG & HEYNE
授权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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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表系列

腕表系列

腕表系列

根据我们以传统为基础的理念，我们将购买或赠送LANG &
HEYNE腕表视为对德累斯顿著名宫廷制表师的致敬。 因此，腕
表的所有权传达了一种存在感和传统感，是对佩戴者的赞美。
毕竟，LANG & HEYNE腕表代表着精心构思的设计、最高水平
的制表精度和卓越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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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 ‹ 腕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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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外壳

我们的乔治款式以其清晰的轮廓、优雅的线条和精确的边缘而
令人印象深刻。 表盘、数字、指针和大秒针融为钟表美学的交
响乐。 蓝宝石水晶玻璃表背可让人清晰地观看精致的机芯结
构。 精湛的加工组件和简约的结构为这款机械表杰作的功能
和美丽提供了视觉盛宴。

功能和特点
小时和分钟显示，
大偏心秒 Ø 14.5毫米
表盘
矩形两件式白色"大明火"-珐琅
或黑色纯银镀锌，
带有蓝色或红色的装饰艺术 数字，
柳叶刀指针
表壳
尺寸（不含表耳） 40 x 32毫米，
高度 9.4毫米
蓝宝石水晶面和蓝宝石水晶展示表背，
两面防反射涂层
防水深度高达3巴
机芯
手动上链Caliber VIII（见第45页）
表带
鳄鱼皮带，带鲨鱼衬里，
针扣或折叠式 表扣

透过蓝宝石水晶玻璃表壳背面查看Caliber VIII

乔治- 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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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表系列 › 乔治

乔治 ‹ 腕表系列

18k 玫瑰金， 白色珐琅表盘， 玫瑰金柳叶指针

铂金，黑色镀锌银表盘，圆形分钟轨道，抛光精钢大教堂指针

铂金
抛光精钢柳叶刀指针
黑色镀锌银表盘

18k 玫瑰金
玫瑰金柳叶刀指针
黑色镀锌银表盘

18k 玫瑰金
蓝色精钢柳叶刀指针
白色珐琅表盘

18k 白金
玫瑰金柳叶刀指针
白色珐琅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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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 ‹ 腕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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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
功能和特点
小时和分钟显示，
秒钟通过竖琴型设计指针显示
表盘
矩形两件式白色"大明火"珐琅表盘，
带有蓝色的装饰艺术数字，
柳叶刀指针
表壳
尺寸（不含表耳） 40 x 32毫米，高度
9.4毫米
蓝宝石水晶面和蓝宝石水晶展示表背，
两面防反射涂层，
防水深度高达3巴
特殊功能
飞行陀飞轮

镶嵌两颗钻石的 Caliber IX

以纯净、朴实的美学而闻名的LANG & HEYNE腕表在安东系列
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矩形表盘的均匀比例允许在通常由小
秒针占据的位置处有一个切口，展示这款宏伟陀飞轮的精致笼
架。 陀飞轮复杂功能最初由Abraham-Louis Breguet设计，旨
在提高便携式腕表的精准度，并在1900年代初由格拉苏蒂萨克
森制表 学校的杰出人士再进行改进。 他们的贡献进一步将陀
飞轮机制改进为飞行陀飞轮，悬臂式轴承仅在一侧，正如我们现
在在LANG & HEYNE的高级系列中看到的那样。 如今，陀飞轮
腕表已成为非凡工艺的象征，代表着对制表艺术的热忱奉献。

铂金
蓝精钢柳叶刀指针

机芯
手动上链 Caliber IX（见第45页）
表带
鳄鱼皮带，带鲨鱼衬里，
针扣或折叠式 表扣

安东 – 更多信息

大型飞行分钟陀飞轮
直径Ø 11.1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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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表工艺

LANG & HEYNE
的工艺
构造
手表创作
探究带来创新。 事实上，历史和当代制表业的
许多发现都是来自客户要求、专业能力和纯粹决
心，这些都引发了制表师的创造过程，并迫使他
们寻求创新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团队一直维护这一承诺，并致力继续以全
新和令人兴奋的方式发展钟表。 我们邀请您关
注我们制表业的发展阶段，并惊叹于从草图，草
稿和手绘开始的创作。

我们以团队方式建设性地组织手表设计和实施每一流程。

概念草图– 向格拉苏特钟塔致敬

草图到 3D 模型

构建设计
将大量错综复杂的零件合乎逻辑地排列到最小
的空间中，并尽可能的顺滑互动，这触及了技术
可行性的极限。 然而，这正是制造手表所需的。
称职的专家，工程师，合格的技术人员和经验丰
富的大师级工匠都在腕表制作和执行中负责不
同部份，把构思复杂、全面的开发和设计过程
始终如一地实施出来 。

例如，乔治的几何形状表壳需要特定的机芯，
其精确零件需由草图开始，制作成 3D 模型，
透过详细 的材料规格、尺寸和公差，才能获得
无缝结果 （1：1）。

高档材料
每枚LANG & HEYNE腕表都采
用美观、耐用性和具价值的特殊
材料，从而增强了其令人惊叹的工
艺。 精心挑选最适合机芯、表盘
和表壳材料，确保每件作品都能
提供最佳的功能和永恒的优雅。

腕表工艺

精细零件
高级腕表的制造需要大量复杂的零件，其形状、
尺寸和几何形状在生产到最终抛光和组装的每
一步都在最小的公差范围内进行计算和设计。

这项艰巨的任务需要精确性和确定性，以确保
即使是最小的驱动器，六折齿轮，机板和外壳
也能无缝地结合在一起，以创造每件LANG &
HEYNE的作品。

内部生产
在垂直供应链的世界里，我们可以自豪
地确认LANG & HEYNE腕表机芯97%
都是内部制造的。 我们只要求外部供
应商提供高度专业化的元件而已，如游
丝和宝石轴承。 这种罕见的制造专业
知识使我们跻身全球顶级手表品牌之列

现代机器技术

质量管理

LANG & HEYNE利用传统手工和现代
CNBC数值控制工具机技术来完善其手
表系列。 这种集成方法可确保满足最高
水平的制造精度，而无需依赖第三方供应
商。 它提供了灵活性和适应性，以克服生
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任何挑战，以保持严
格的内部质量标准。

为了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保持一致性，原材料和
成品零件的尺寸精度需要进行持续的评估和
质量控制。 光学检查会使用现代测量机和视
频CAD设备进行，而小细节（如精确孔）则通过
测试针和测量探头进行严格的手动检查。 因
此，LANG & HEYNE的工艺和品质被定义为最
精细的细节。

打磨夹板

手工艺 第2部分



第32页

21

弗里德里希II世 ‹ 腕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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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II世
功能和特点
小时和分钟显示，
大偏心秒
表盘
三部分的漆表盘，
同心装饰艺术数字，
梨形或大教堂指针
表壳
尺寸（不含表耳），直径 Ø 39.2 毫米，
高度 10.5 毫米
蓝宝石水晶面和蓝宝石水晶展示表背，
两面防反射涂层，
防水深度高达3巴
运动
手动上链Caliber VI（见第44页）

三角形桥板展示机芯

弗里德里希II世推出一款优雅的三指针腕表，为简约的计时必需品。
质朴的白色漆面，三层表盘佩合钻石抛光的斜边，线条清晰。
这款简洁的款式与装饰艺术数字和超大小秒针（位于表盘下部）
相映成趣。 机芯的巧妙构造，组装在手表的前部，为引人注目的
表盘创造了足够的空间。

表带
鳄鱼皮，带鲨鱼衬里，
针扣或折叠式 表扣

弗里德里希II世 – 更多信息

18k 玫瑰金
玫瑰金梨形或大教堂指针

18k 白金
玫瑰金大教堂指针

弗里德里希III世 ‹ 腕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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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III世
功能和特点
小时和分钟显示，
大偏心秒
表盘
磨砂银色或黑色镀锌银表盘，
罗马数字，大教堂指针
或三层带光泽斜面黑色或蓝色表盘
表壳
尺寸（不含表耳），直径 Ø 39.2 毫米，
高度 10.5 毫米
蓝宝石水晶面和蓝宝石水晶展示表背，
两面防反射涂层，
防水深度高达3巴
机芯
手动上链Caliber VI（见第44页）

弗里德里希III世对经典的三针腕表进行了克制而传统的诠释。
表盘周围的罗马数字与大教堂指针完美搭配，营造出迷人的视觉
享受。 这种精细平衡的视觉流向位于非中心的分针， 它位于表
盘下的半部分。 宽大的透视表底可欣赏Caliber VI的美妙架构。
您可能会注意到，独特的三角形桥板在展露出精美的齿轮系同
时亦在齿轮之间留出足够的间距，以确保最佳的动力传输。 弗
里德里希III世有多种表盘饰面可供选择，以满足不同人的口味。

18k 白金
玫瑰金大教堂指标
磨砂银色表盘

表带
鳄鱼皮，带鲨鱼衬里，
针扣或折叠式 表扣

弗里德里希III世 – 更多信息

铂金
大教堂的蓝钢指针
磨砂银色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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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表系列 › 弗里德里希III世

弗里德里希III世 ‹ 腕表系列

精钢，玫瑰金大教堂指针，黑色镀锌，银色表盘

18k 玫瑰金
玫瑰金大教堂指针
黑色镀锌，银色表盘

精钢，陶瓷填充的梨形指针，蓝色银表盘

精钢
抛光精钢大教堂指针
黑色镀锌，银色表盘

精钢
陶瓷填充的梨形指针，
蓝色银表盘

精钢
陶瓷填充的梨形指针，
黑色镀锌，
银色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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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一世 ‹ 腕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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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一世
功能和特点
小时和分钟显示，
偏心秒针
表盘
三件式白色"大明火"珐琅表盘，
阿拉伯数字，红色分钟轨道
路易十五或梨形指针
表壳
尺寸（不含表耳）直径 Ø 43.5 毫米，厚
度 10.5 毫米
蓝宝石水晶面和蓝宝石水晶展示表背，
两面防反射涂层，
防水深度高达3巴
机芯
手动上链Caliber I（见第42页）

每枚腕表均是手工雕刻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一世彰显了LANG & HEYNE腕表的独特本
质，其个性源于表壳、指针和表盘的设计。 在这件作品中，路易
十五的花丝指针与清晰的表盘之间完美契合。 这款机芯同样具
有吸引力，这要归功于其经典的银色粒面四分之三夹板，完美的
黄金套筒环绕着红宝石和火焰蓝色的螺丝。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
特一世确实是一款钟表爱好者的梦幻，它以对细节的关注和制
表精度而著称。

18k 玫瑰金
玫瑰金梨形指针

表带
鳄鱼皮，带鲨鱼衬里，
针扣或折叠式 表扣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一世
– 更多信息

铂金
路易十五蓝钢

约翰 ‹ 腕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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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
功能和特点
小时和分钟显示，
偏心秒针
表盘
两件式，白色"大明火"珐琅或
黑色镀锌，实心银表盘
罗马数字
梨形或大教堂指针
表壳
尺寸（不含表耳）直径 Ø 43.5 毫米，
厚度 10.5 毫米
蓝宝石水晶面和蓝宝石水晶展示表背，
两面防反射涂层，
防水深度高达3巴
机芯I -基于萨克森怀表

机芯
手动上链Caliber I（见第42页）

像它的同名，约翰在经典的设计和不妥协的风格中，在手腕上提
供了一个高贵的存在。 时尚的表盘在白色"大明火"珐琅或精致的
黑色电镀银，于梨形或大教堂的指针上散发着优雅。 约翰以经典
的萨克森怀表的设计为蓝本，以其保真度和恒久而闻名，以确保
它合乎您的需要而继续跳动。

表带
鳄鱼皮，带鲨鱼衬里，
针扣或折叠式 表扣

约翰 – 更多信息

18k 白金
蓝钢梨形指针
白色珐琅表盘

18k 玫瑰金
玫瑰金大教堂指针
黑色镀锌，
银色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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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表工艺

腕表工艺

LANG & HEYNE
的工艺
手工加工
作为对精湛和高贵的钟表组件所需的最高纪律和技能致敬，LANG & HEYNE通过蓝宝石水晶
玻璃表底盖展示了其高品质机芯。 您看到我们的精准和完美，标志着我们对制表高贵工艺的
承诺和投入。

抛光纸和磨刀石营造出微妙的凸起弯指针

在定制的圆顶工具上应用Finissage

倒角和抛光
银磨只能手工实现

银磨
这种表面处理技术是一种重新发现和提升了的
传统，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和19世纪。 在
处理之前，通过喷砂对外露的区域进行粗化处

理。 这为他们能应用特殊的银粉混合物做好了
准备，该混合物用硬毛刷子涂在夹板和桥板上，
从而产生与皮革相似的细腻和 颗粒状表面。

无论是什么的风格和形式，LANG & HEYNE制
造的每枚腕表都经过精心处理。 广泛的加工过
程包括：艰苦的研磨和抛光阶段，确保了我们所
有的指针，从梨形，柳叶刀 和大教堂到复杂的路
易十五指针都具有相同的高品质表面处理。 对
边缘进行圆周刚石磨加工以获取光滑、弯曲的
表面，底面则平磨以减少磨损。 每只指针的可
见部分最初用陶瓷磨刀石做倒角，然后抛光成
美丽的反光面，为镶嵌做准备。 每个阶段都依
赖于前一个阶段的完美打磨，以实现最终的卓
越结果，使我们的指针和表盘与众不同。

倒角

钢制摆轮夹板
原材料和精制

我们的乔治和 安东表款中每个零件都经过了华
丽的倒角和细节抛光。 例如，为了与火焰蓝色
的螺丝形成美学对比，钢制半夹板轭经过打磨
以达到缎面光泽，而半夹板另一端的斜面在镶
嵌于红宝石之前经过了高度抛光。 最后，并将
机芯中每个零件独立而美丽的功能展示出来。

为了在每枚LANG & HEYNE机芯内部打造出精
致的表面处理，齿轮系周围所有可见和不可见的
斜角都经过手工处理。 每个部分，甚至乎最小的
边缘，都通过均匀的压力抛光来增强处理，以提
供光泽和光滑度，完美地奠定内部的金色齿轮。
柳叶刀指针
原材料和精制

第1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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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更详细地查看这些和其他手
工制作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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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日抛光
旭日抛光以太阳系的中心恒星命名，是一种复
杂的表面处理，通常在萨克森州的高端腕表上
发现。 在应用于齿轮之前，一项专门开发的技
术用于小心调整齿轮的角度上，以最大限度地
提高抛光效果并减少磨损。 准备就绪后，精致
的抛光技术会应用于表冠和大卷车上，以放射
性的旭日打磨去捕捉和反射光线 ，达至俏皮
和诱人的效果。

单带旭日纹的表冠轮

珐琅

在制表业，真正的艺术诞生于制表大师所采用的科学和手工工艺。 珐瑯、火焰退火和传统的
萨克森旭日抛光便是最好的展示了，其中对材料的了解、完美的时间掌握、稳定的手和训练
有素的眼睛是关键所在。

巧妙地将火和玻璃结合起来不仅需要技巧和经
验，还需要挑战界限的意志。 珐琅艺术可追溯
到几千年前，在17世纪钟表业享有鼎盛时期，
当时珐琅表盘是最令人垂涎的拥有物之一。
LANG & HEYNE以这一领域的手工知识和专
业技能而自豪，这使我们能够创造出精美的表
盘，这些表盘能使任何人转头注目。 为了获得
完美的结果，有几个珐琅制作过程中的关键阶
段必须受到严格控制。 最初，通过显微镜和极
细的刷子，将微小的玻璃晶体手工涂在表面上
烧制。 该过程重复三到四次，直到表面完全填
充并且可以使用晶粒进行湿打磨，以形成均匀
的表面。 最后阶段是高光泽抛光或平滑烧制，
在LANG & HEYNE腕表上创造出优质和经典
的珐琅饰面。

去毛刺和初始烧制后的打磨夹板

退火的艺术
烧蓝指针和螺丝与精钢、彩色或金色表面形成
鲜明对比，为每款LANG & HEYNE腕表增添了
魅力。 然而，在火焰上将金属退火到所需色调
的艺术需要耐心和技巧。

机芯中的人工烧蓝螺丝

一瞬间的误判便会错失了难以捉摸的矢车菊蓝
色调。 而且，只有稳定的热量才能将材料烧到
所需的颜色，我们的专业工匠精通这一门精致

的工艺。 通过手工的制作过程，每件精致的作
品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细微差别使整个腕表
个性化并增添了个性和美感。
手工填充玻璃晶体于浮雕结构

搪瓷进入烤箱进行烧制

工艺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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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 特 ‹ 腕 表 系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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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特
功能和特点
小时和分钟显示，
偏心秒针
中央秒针和分针计时盘的计时码表
表盘
两件式" 大明火 "珐琅或
黑色镀锌，银色表盘
罗马数字，带蓝色或白色分钟轨道
表壳
尺寸（不含表耳），直径 Ø 44毫米，高
度 12.5毫米
表冠和计时码表的集成按钮，
蓝宝石水晶面和蓝宝石水晶展示表背，
两面防反射涂层，
防水深度高达3巴
功能
计时码表

阿尔伯特提供计时码表的功能，它没有视觉复杂性或小表盘的
必要，因此您可以尽情享受计时的精确度。 由于计时按钮和表
冠经过整合和集中指针，LANG & HEYNE保留了艾伯特的经典
形式，并透过额外的计时功能提供了精湛的工艺。 虽然表盘巧
妙地隐藏了其复杂性，但通过透明的表背可以充分欣赏导柱轮
的杠杆和弹簧的发挥。

机芯
手动上链Caliber IV（见第43页）
表带
鳄鱼皮，带鲨鱼衬里，
针扣或折叠式 表扣

艾伯特 - 更多信息

18k 玫瑰金
烧蓝的梨形指针
白色珐琅表盘

18k 白金
玫瑰金梨形指针
黑色镀锌，银色表盘

莫里茨 ‹ 腕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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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茨
功能和特点
时针和分钟显示，偏心秒针，月相
全日历，地球赤纬
表盘
精致的香槟白，银色表盘
阿拉伯数字的红色分钟轨道
珐琅月亮和地球盘
18k 金
火焰蓝钢梨形指针
表壳
尺寸（不含表耳），直径 Ø 44毫米，高
度 12.5毫米
两个横向嵌入式按钮
蓝宝石水晶面和蓝宝石水晶展示表背，
两面防反射涂层，
防水深度高达3巴

莫里茨是钟表设计的杰作，在您开始或结束一天时提供大量信
息。 精雕细琢的银色表盘呈现出经典的对称性，将每个小表盘
与智慧融为一体。 星期和日期小表盘位于3点钟位置，与对面的
的全日历小表盘十分平衡。 位于表盘底部的月相则与表盘顶部
独特的经纬偏移季节功能显示盘平衡。 地球和月球圆盘使用传
统的Champlevé技术进行复杂的研磨和珐琅烧制。 最后一个特
点是微妙的日夜显示，表盘中央有一个金色圈，以隐藏的方式来
告知和取悦佩戴者。

功能
经纬偏移季节功能显示，月相，全日历
机芯
手动上链Caliber III（见第42页）
表带
鳄鱼皮，带鲨鱼衬里，
针扣或折叠式 表扣

莫里茨 - 更多信息

搪瓷偏角盘：三种选择

北部和
南美洲

欧洲
非洲

18k 白金
烧蓝梨形指针

亚洲
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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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芯

机芯
在技术进步和需求增加的推动下，19世纪末，瑞士和法国出现了
第一批量产腕表机芯，现在被称为标准机芯。 在那之前，钟表一
直是贵族和专业技术工匠的领域。 在我们这个以品牌为导向的
现代世界中，制造厂机芯代表着一种功能可靠、高品质的机械结
构。 该结构以精度和性能为指导，根据机芯结构的特定尺寸而
打造。 因此，现代自制机芯代表了制表的最高规格，并代表了公
司的承诺和发展潜力。 LANG & HEYNE的自家机芯结合了尖
端科研和以及撒克逊宫廷制表师设定的精准度和高标准，为钟
表工程设计原则和手工制作方法提供了当代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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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芯

机芯

CALIBER I

CALIBER III

CALIBER IV

CALIBER V

三针 腕 表

全日历，地 球 赤 纬，月 相

单按钮计时秒表

秒针均衡摆锤

表盘侧面

直径

16 1/4 令直径 （36.6毫米）

直径

16 1/4 令直径 （36.6毫米）

直径

16 1/4 令直径 （36.6毫米）

直径

14 1/4 线直径 （33毫米）

厚度

5.5毫米

厚度

7.1 毫米

厚度

7.0 毫米

厚度

6.25 毫米

振频

18，000次半振盪 /每小时（2.5 Hz）

振频

18，000次半振盪 /每小时

振频

18，000次半振盪 /每小时

振频

18，000次半振盪 /每小时

动力存储

46 小时

动力存储

46 小时

动力存储

46 小时

动力存储

24小时秒针上链器/总动力存储48小时

轴承

19颗红宝石，1颗明亮切割钻石

轴承

19颗红宝石，1颗明亮切割钻石

轴承

22颗红宝石，1颗明亮切割钻石

部件

151 部件

部件

216 件（包括月球、地球和日期转盘）

部件

151 部件

功能

时/分/偏心秒针于6点钟位置，

功能

偏心秒针，日期，月相，月份，昼/夜显示，

功能

中央计时秒针和分钟计时码表

精确定位指针的停止秒针系统
型号

腓特烈• 奥古斯特一世和约翰

型号

（海因里希型号： 33小时）
轴承

27 颗红宝石 （康拉德）/29 颗红宝石
（海因里希），1 颗明亮切割钻石

地球赤纬

通过表冠进行三阶段操作，

部件

246 部件

莫里茨

启动-停止-归零

功能

秒针均衡摆锤（上链器）

型号

（每秒一次中间上链）;

艾伯特

中央跳跃秒针;
中央递增（向前移动）日期
上/下动力储备计（海因里希）
型号

康拉德（目前不可用）
海因里希（目前不可用）

经典机芯架构是基于19世纪末萨克森制表风
格。 功能包括：3/4板， 红宝石镶嵌在黄金套筒
中， 用螺丝固定，黄金镶嵌宝石的擒纵叉; 齿轮
和摆轮夹板周边倒角; 旭日打磨的上链齿轮; 手
工雕刻的摆轮夹板，钻石顶石的天鹅颈调节器。

这款隐藏在表盘下方的机芯采用LANG &
HEYNE经典的内部钟表设计风格。 其中一些
功能包括：使用Champlevé技术进行彩色珐琅
的黄金打磨地球和月亮盘; 在午夜时分触发的星
期/日期显示; 日期，月份和地球赤纬显示的特殊
快速设置机制通过表冠各种设置操作。

计时码表机芯：中央时针和分针，大金色离合
器，确保完美结合和流畅的指针运动;实心金色
六爪斜面驱动齿 轮;优雅的杠杆和弹簧跟郗卷
车的运动，双零复位和制动杆（秒和分钟）

通过采用三角形齿轮桥板而不是3/4夹板机
芯，以揭示关键特征，例如：纯金，六叉叶轮，
大平衡摆轮，胡子锚和摆锤均衡键游丝 弹簧，
所有这些协同工作是以确保平衡摆轮保持一致
的振幅。 这款机芯的另一个特点是递增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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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芯

机芯

CALIBER VI

CALIBER VII

CALIBER VIII

CALIBER IX

三针 腕 表

周 年 纪 念日和 生日

三针 腕 表

飞行陀飞轮

直径

14 1/4 令直径 （33毫米）

直径

16 1/4 令直径 （36.6毫米）

尺寸

34 毫米x 26.5 毫米

尺寸

34 毫米x 26.5 毫米

厚度

4.9 毫米

厚度

7.0 毫米

厚度

4.8 毫米

厚度

5.5毫米

振频

18，000次半振盪 /每小时

振频

18，000次半振盪 /每小时

振频

18，000次半振盪 /每小时（2.5 Hz）

振频

18，000次半振盪 /每小时（2.5 Hz）

动力存储

55小时

动力存储

46 小时

动力存储

55小时

动力存储

70 小时

轴承

19颗红宝石，1颗明亮切割钻石

轴承

19颗红宝石，1颗明亮切割钻石

轴承

19颗红宝石，1颗明亮切割钻石

轴承

17颗红宝石，2颗明亮切割钻石

部件

143 部件

部件

303 部件（包括程序环圈和年份板）

部件

160 件

部件

163 件

功能

时/分/6点钟位置的偏心秒针，秒停

功能

小时/分钟/日期/月份;

功能

时/分/6点钟位置的偏心秒针，秒止

功能

小时/分钟/秒，通过竖琴形状的笼子

型号

腓特烈二世

个性化程序计算环和自动计算年龄

型号

乔治

型号

安东

腓特烈三世

6点钟位置的偏心秒针; 秒止
表冠系统设置
型号

奥古斯特 I （目前不可用）

飞行陀飞轮

三角形桥板齿轮让人可以看到经典简约的机芯
架构设计。 功能包括：带须锚的黄金杠杆式擒
纵，天鹅颈微调，秒停机制和精美雕刻和镶嵌
钻石的摆轮夹板， 以保护敏感的摆轮枢轴受冲
击。

隐藏在表盘下的特殊复杂功能包括：两个微差齿
轮，可以计算多达12个特殊事件或周年纪念; 两
只指针显示每个事件的倒计时 ; 调整模式和事
件通过集成在表冠中的专用按钮进行; 全日历和
18 ct 金杠杆和齿轮桥板和摆轮夹板。

这款机芯采用前卫的不锈钢桥板，以精致的拱
形夹板和宝石轴承钻孔装埋、金转轮、秒针停止
功能和钻石枢轴石为特色，重新诠释了萨克森现
代工艺。 这就是美丽与功能的相遇。

飞行分钟陀飞轮是最高贵的复杂功能，配备精
心设计的： 悬臂式框架、增强抗震性的三爪金
尖端、固定秒针和两颗精心镶嵌的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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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表工艺

LANG & HEYNE
的工艺

独立零件

腕表机芯的原理
每个机械机芯都由六个重要部分组成，以
最有效的方式将原动力传递到表盘上显
示。

装配
1 - 双歸零槓桿（秒和分钟）
2 - 双制动杠杆（秒和分钟）

6. 指针机制
指针系将齿轮系的运动转换为表盘
上指针的旋转。

3 - 双计时传动齿轮有200颗齿轮
4 - 带去耦微小摩擦杆的摇臂

5. 平衡摆轮

5 - 带 7 根支柱的中间轮

持续振动的摆轮与游丝配合使用，
以调节动力传输的振幅。

6 - 带归零中心的分钟摩擦盘

装配
一旦所有零件都按照我们的严格标准完成，下一步就是将它们
组合在一起去形成一个可操作的腕表。 LANG & HEYNE的装
配过程涉及一个精心策划、高度控制的两个操作，包括预备和最
终装配站。
在预装配过程中，所有组件都相互匹配，石头和钉会设置到位，
并测试好齿轮机制，制造出其第一次的跳动。
精致的指针会组合在一起并固定在定制形状的轴座中，它们自
豪地坐在表盘上以完成每枚手表的表面。 组装的最后阶段，机
芯会定位在表壳中，并组装上精美的鳄鱼皮表带和表扣。 制作
结果是LANG & HEYNE团队一种享受和自豪的时刻。

7 - 旭日饰面和倒角抛光的上链轮

4. 擒纵机构
杠杆式擒纵以有节奏和周期性地
将驱动力传递到平衡摆轮。

8 - 带倒角辐条实心金轮
9 - 用于精确调节秒止机构

3. 齿轮系

10 - 一颗镶嵌在黄金中的钻石固定轮轴

3
11 - 天鹅颈微调
12 - 宝玑绕式游丝

1
5

13 - 带实心黄金螺丝的平衡摆轮

质量管理

14 - 带须锚的金色杠杆擒纵

在通过一系列几天的严格质量检查之前，没有一枚腕表能离开我
们的制 表厂。 这些测试旨在优化所有部件的相互作用，以确保在
移交时具有完整的功能。

15 - 可选字母定制的雕刻夹板

4

多齿轮传动装置将能量从驱动器
传递到擒纵机构。 为了优化效率，
环形齿轮时常与下一个较小的驱动
设备齿轮连接。

2. 驱动
2

发条盒装有一个游丝，上链后至少
提供48小时动力（动力储存因机
芯类型而异）

16 - 旭日饰纹的发条盒

1. 上链机制
这里为腕表运作提供能量，时间
可以通过表冠设置。

您知道吗？
LANG &HEYNE的机芯由多达303个独立零件组成。
其中一些组件非常小，它们几乎不能与小碎片区分开来。
莫里茨腕表上的日期指针

Caliber IV - 艾伯特型号
（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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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我们的每个系列都代表了对时间的独特诠释，通过各种功能，设
计和专业组装的机械系统来表达，但它们都有共同的特征，让它
们识别为LANG & HEYNE的腕表。 我们制表厂的标志包括：三
重表耳和精美表壳、优雅的表盘和精致的机芯，透视蓝宝石水
晶表壳底盖和小批量生产，确保其独特性、注重细节和高质量。
但是，如果您希望进一步做个人化设计，我们可在表壳材料、表
带、表盘颜色、镌刻和丰富表壳方面提供多种的定制选择。 以
下提供了一些可能性的想法，但最终您的想象力或我们的创造
是没有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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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针

选项
我们的每个型号都提供不同的表壳材料，指针，表带颜
色和表扣类型的选择，因此您可以将腕表与您的生活方
式需求匹配。 每款定制手表都有自己的编号，为LANG
& HEYNE的独一无二的个人手表。

指针的颜色和形状也可以根据
您的意愿进行定制。 无论你是
选择更现代的柳叶刀形，还是历
史丰富的路易十五指针，指针的
品质和美丽无处不在。

表壳

表盘

我们每款的LANG & HEYNE表款均有 18k 玫瑰金 、18k 白金或950铂金可供选择，取
决于您的喜好。 所有由贵金属制成的表壳都印有相应印记，部分型号采用不锈钢制
成，耐磨性更强。

我们系列中的一些表款有各种表盘饰面可供选择，突出了每种设计的独特性。 表盘包括有黑色镀
锌银盘和纯白色珐琅。 因为拥有这种创作自由，您可以确保您的LANG & HEYNE腕表反映您的
时尚感。

18k 玫瑰金

18k 白金

950 铂金

银- 磨砂表面

红棕色

深棕色

深蓝色

黑色

表带

针扣或折叠式 表扣

精心制作的表带是任何高端腕表
的点睛之处。 我们提供精选的鳄
鱼皮表带，这些表带经过颜色搭
配和精心策划，适合不同款式。
特殊的鲨鱼衬里，压花与LANG
& HEYNE的标志为佩戴者提供了
高水平的舒适性和耐用性。

为了完善您的表带， 您可以选
择经典的针扣或方便安全的折
叠式表扣。 每个选项均有精
钢、18K 玫瑰金 、18K 白金或
铂金可供选择。

1 手工烧蓝钢梨形指针
2 抛光钢大教堂指针
3 玫瑰金柳叶刀指针
4 玫瑰金路易十五指针

白色珐琅

上方：针扣 底部： 折叠式表扣

黑色镀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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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饰面
独特的腕表体现了精湛工艺和钟表艺术大师所创造的高级制表
技艺。 让下面的例子启发你的LANG & HEYNE成为一件真正
的艺术作品。

1

手工雕刻
钟表雕刻师采用的技能需要时间沉淀。 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的
经典工具和手工方法随着时间有小许变化，因为他们对细节有
着精心关注和奉献精神，将优雅的线条和字体加工成材料。 作
为统一的标准，每枚LANG & HEYNE腕表均镌刻着我们公司名
称、型号和识别码，并在圆表款的摆轮公鸡上刻有丰富的花卉
雕刻。 如果您需要额外的装饰，镌刻艺术提供了独特而美丽的
机会，可以进一步个性化您的腕表。
事实上，我们欢迎有机会与其他艺术团体合作。 将语言和声
音籍着无声的金属表达是雕刻大师Matthias Köhler的热情。
Matthias在风格、装饰、设计动机和执行的各个方面都十分认
识，擅于将细小线转化为小杰作， 可以根据您的请求装饰您的
LANG & HEYNE腕表。

1

雕刻示例
1 刻有表壳后（可选的）
2 印有字母组合"M&K"的夹板
3 摆轮夹板上的蔓藤花纹雕刻
1

4 雕刻夹板和齿轮系桥板

4

2

3

品种

宝石
钻 石、红 宝 石 和 蓝 宝 石 使
LANG & HEYNE 的每一款腕
表都更加精致。 我们的宝石镶
嵌师在升级机芯部件、表盘和
表壳时采用了其独特的触感和
运用了专业技能和知识。

珐琅表盘
珐琅充满潜力，因为很少其他材料能赋予精美腕表的表盘如
此丰富而迷人的个性。 根据要求，LANG & HEYNE可以制
造出纯白色或色彩鲜艳的珐琅个人化表盘，将您的腕表提升
到一个水平。
我们根据您的构思创建您的表盘，将设计放进金属板和为珐
琅做准备。 然后将细小的玻璃晶体放进错综复杂的凹坑上，
并在过程中重复多次烧制，以达到均匀，光滑的效果。 您可
以通过测试烧制提前看到调色板结果。

陶瓷嵌体
通过在指针上衬有陶瓷化合
物，可以在表盘上造出更引人
注目的效果———提供更强
烈的对比度和清晰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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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

我们向格拉苏蒂St. Wolfgang教堂钟塔致敬的钟塔具有蓝色外表盘。

我们精致的腕表带有独特的设计编程，可用于计算个人周年纪念日和日期提醒。

奥古斯特一世
计算 的 艺 术 家

向格拉苏蒂教堂中塔致敬

受到我们一位尊贵客户启发，奥古斯特一世最初是
规划为一个特殊和一次性的创作而已，现在已列为
LANG & HEYNE系列。

格拉苏蒂的基督教城镇，St. Wolfgang，自历史文献
提及以来，已经重建了几次，代表了该地区的历史和
不朽。 自1936年以来，它一直拥有由Leipzig著名钟
表匠Zachariä制作的迷人钟塔。 时至今日，它始终
如一、和准确地通过太阳和月亮指针在迷人的蓝色
表盘上显示时间。

籍着提醒功能和专门设计的向闹程序，腕表可以为
佩戴者计算和机械显示多达12个特殊事件和周年纪
念日。 设计这款腕表时的主要挑战是， 在安排众多
显示屏的同时需要保持LANG & HEYNE的优雅表
盘，最后 结果在腕表上展示了。

为了向格拉苏蒂塔钟的致敬，LANG & HEYNE限量生
产了五款腕表，搭载我们的手动上链Caliber VI，反映
了原始时钟的美丽和个性。

设置模式可通过使用表冠和集成按钮系统快速和轻
松地操作。 这款天才的机械计算的及其传达的信息，
既令人着迷又具有视觉吸引力。

奇妙的太阳和月亮指针和令人惊叹的海军蓝色珐琅
在金色表盘上（采用Champlevé技术打造）， 是个
极具收藏价值的系列。
奥古斯特一世与全日历
事件和年龄显示

"向Kirchturmuhr致敬"
限量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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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

对标

对标
音乐术语Contrapunctus于14世纪在意大利和法国出现，意思
是指在现有的旋律上或下方添加旋律的作曲技术。 这种融合的
作曲风格后来在17世纪被称为复调，当时在许多欧洲宫廷中蓬
勃发展。
在类似的意义上，我们在全新开发的腕表看到了一个Contrapunctus—— 海科特。 这款腕表被设计为LANG & HEYNE的
补充，并为我们整个系列增添了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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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科特 ‹ 腕表系列

63

海科特
功能和特点
时、分、秒显示，
表盘
森林绿、煤碳灰色或宝蓝色
抛光斜面，标志性的表面设计，
在嵌花下开槽，
嵌花上填满荧光材料，
围裙形，部分镂空
揭示机芯的一部分

清新而现代... LANG & HEYNE的下一系列绝不是沉闷的。 我们
的海科特系列以众多精美细节为特色，包括从经典腕表机芯中汲
取的重复"围裙 "元素。 这一元素反映在表盘上开口的形状上，
该形状可以瞥见内部特别开发的中央秒针机芯。 我们最新自制
机芯的美感通过宽大的蓝宝石水晶玻璃底盖充分展现了出来。
海科特在全球限量发行99枚，有三种优雅的表盘颜色：森林绿
色、煤碳灰色和宝蓝色。

不锈钢 宝蓝色表盘

不锈钢 煤碳灰色表盘

表壳和表带
实心不锈钢链带格
蝴蝶扣链带，
不带表耳的尺寸：
直径：直径： Ø 40 毫米， 整体厚度：
10.95 毫米
蓝宝石水晶玻璃和蓝宝石水晶底盖，
防水高达5巴
机芯
手动上链Caliber 33.2（见第64页）

海科特 - 更多信息

不锈钢 森林绿色表盘

海科特 ‹ 腕表系列

设计成语
海科特的"petticoat"设计传达了一种强烈的存
在感，通过机芯的结构和夹板设计到微妙的表
盘和优雅的指针传递了出来。 特别设计的精钢
表链通过每个链节贯彻地承载着优雅的外形。
另一个创意设计是海科特的"H"风格可以在小时
嵌花和内部表盘上的浮雕图案中看到。 这一特
征是该系列的标志，不仅表示了品质，还表示真
实性和文化遗产。
柔和弯曲的软垫形表冠保护装置提供最佳安全
性，及令佩戴者感到舒适和令人愉悦的美感。
海科特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平衡、统一的，并且
像每一枚LANG & HEYNE腕表一样，都按照制
表标准的最高标准完成。

CALIBER 33.2
LANG & HEYNE的自制机芯33.2在海科特系列中首
次亮相。 这款机芯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通过需要极
小的空间的围裙形状的夹板实现了精致而开放的结
构。 飞行发条令机芯结构额外的平坦和采用了专门
制造的偏心摆轮。 尽管技术上有所改进，但特殊的
摆轮夹板仍可以微调和有视觉可塑性。 所有框架部
件和驱动轮均由Arcap合金制成，该合金被称为坚固
的非磁性材料，在抛光时具有特殊的光泽。 扁平和转
角部件（如轴、螺钉和杠杆）由耐用的钢制成。 总而
言之，33.2机芯是功能和形式的胜利组合。

技术细节
直径

14 1/4 行 （33 毫米）

厚度

4.4 毫米

振频

21，600 A /h

动力存储

48 小时

轴承

19颗红宝石

防震偏心平衡摆轮，
扁平螺旋，微调，
秒停，Arcap合金齿轮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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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团队
钟表鉴赏家、行业专家、经验丰富的记
者，甚至知名的行业竞争对手，都证明
了LANG & HEYNE在过去二十年在高
端钟表界的崛起。
我们紧密的团队以喜悦，谦卑和赞赏
的态度接受大家的认可。 我们明白技
能、经验和知识不是一朝一夕，而是多
年奉献、创新和追求完美得来的。 我
们将继续通过责任和承诺、互动和沟
通以及不断突破界限，在钟表界占一
席位，提供最佳的腕表。 虽然效率和
精度的目标似乎是自相矛盾，但这正
是我们所做的。 我们一起致力完成独
特的任务和挑战，与大家一起成长。

LANG & HEYNE

67

LANG & HEYNE

我们的传统
LANG & HEYNE的平衡摆轮、齿轮、机械时计的
滴答声以及完美抛光的珐琅表盘等东西都让我们
着迷、感动和鼓舞人心。
在这个现代数码时代，以这种传统方式观察和感知
时间的流逝已然慢慢消失，但相关工艺技能正在维
持时传统腕表精神。 我们的小册子正试图描绘、告
知和解释最经的撒克逊制表艺术。 透过延续这些
传统，我们希望经典制表业会在未来蓬勃发展。 我
们希望您喜欢这个美妙的钟表创作旅程，并藉此分
享我们对制表艺术和技艺的热情。

精密摆钟（秒计数器）Johann Gottfried
Köhler（1745-1800）

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Gutkaes
(1785 to 1845)

作品Nr. 71， Dresden， Johann Heinrich
Seyffert

行星钟建于1563-1568年，由Eberhard
Baldewein， Hans Bucher和Hermann
Diepel为撒克逊选帝侯建造

Ferdinand Adolf Lange（1815-1875）
A. Lange钟表制造厂的创始人，位于格拉
苏蒂的德累斯顿（1845年）
Mathematisch-Physikalischer Salon Dresden 德累斯顿数学和物理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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