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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霸欧米茄同轴计时表

半个多世纪前，欧米茄超霸表荣耀诞生，全新定义了计时表的典范。超霸表不仅牢靠耐用，而且拥

有永恒经典的设计风格。不仅如此，它更在 1969年 7月成为第一只在月球表面上佩戴过的腕表，
并且因此拥有了一个世人皆知的别称——月球表。

2011年，超霸腕表家族的创新成员——超霸欧米茄同轴计时表荣耀诞生，此款腕表搭载全新发布

的欧米茄同轴 9300/9301机芯。尽管与原始超霸专业表款拥有一些相同的核心元素，比如黑色表盘、
月球表风格指针以及大家所熟知的表圈上的黑色测速计，超霸欧米茄同轴计时表另有一些独特功能，

必将吸引到更为广泛的人群对于这款全球最受欢迎的计时表的热衷。

超霸欧米茄同轴计时表的 44.25毫米表壳采用经典的精钢材质，这也是超霸专业表款惯用的表壳材
质。斜边黑色表盘上带有白色转印元素和漆化白色指针。搭配黑色皮表带或精钢表链。

欧米茄同轴 9300/9301机芯在此新闻资料先前的章节中已有描述，但依然值得我们在此再度介绍一
番。这款计时腕表搭载同轴擒纵系统和无卡度游丝摆轮，历经漫长岁月仍可拥有精准可靠的完美走

时。不仅如此，机芯另搭载有硅材质游丝，因此此腕表可享受长达 4年的售后服务保证。

表盘上带有两个小表盘，而非常见于超霸表款之上的三个小表盘。这是因为位于3时位置的小表盘

同时拥有 12小时计时和 60分钟计时两个功能。这一创新使得读取计时时间更加方便与直观。

超霸欧米茄同轴计时表的表壳主体精致干练，又不失典雅风格，这得益于与众不同的设计概念：平

凸形防磨损蓝宝石水晶不仅被用作表壳正面的表镜，而且也应用于抛光旋入式表背之中。表背的蓝

宝石水晶经过防反光处理，将机芯的精准运转完美呈现。

超霸欧米茄同轴计时表另有光芒闪耀的 18K 橙金搭配黑色陶瓷表盘表款和典雅的 950 铂金搭配黑

色珐琅表盘可供选择。这两款腕表均带有 18K 金小时刻度和指针。

作为伟大的超霸腕表家族的全新成员，超霸欧米茄同轴计时表必将广受欢迎。超霸表爱好者中，相

当一大部分人士既青睐于标志性计时表款的非凡传统，又渴望全世界最为出色的量产机械腕表机芯，

而凭借表壳采用的不同金属材质、极具创新内涵的机芯以及“超霸”这一传奇名称，超霸欧米茄同

轴计时表必将在这群追随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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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MENT
- Omega Co-Axial Calibres 9300/9301
- Self-winding movement in both 

directions
- Officially certified chronometer
- Jewels: 54 
- Frequency: 28’800 A/h (4 Hz)
- Power reserve: 60 hours
- Exclusive features with:

o Time zone function
o Silicon “Si14” balance spring on 

Omega free sprung-balance
o Co-Axial Escapement with 3 levels; 
o Omega free sprung-balance
o Omega column wheel chronograph 

mechanism

o 2 barrels mounted in 
series
o NIVACHOC

- Special luxury finish: 
o 18 Ct red gold rotor and 
balance bridge for 18 Ct 
gold and precious metal 
models; 
rhodium-plated rotor and 
bridges for stainless steel 
and bi-metallic variants
o Geneva waves in 
arabesque
o Blackened screws, barrels 

and balance wheel

DISPLAY

- Central hour-minute hands, small-seconds at 9H, date window at 6H
- Central chronograph seconds hand, 30-minute and 12-hour recorder at 3H

MATERIAL

- Case: 950 platinum, 18 Ct orange gold or stainless steel

- Bracelet: alligator or stainless steel
- Clasp/buckle: 950 platinum, 18 Ct orange gold or stainless steel

CASE

- Diameter: 44.25 mm Height: 15.80 / 15.80 / 15.60 mm
- Water resistant up to: 10 bar / 100 m / 330 ft
- Polished-brushed casebody
- Bezel with black tachymeter ring
- Polished crown and pushers, embossed Ω on crown
- Box-form scratch-resistant sapphire crystal on casebody and caseback:

o Bezel-side: anti-reflective treatment on both sides
o Caseback-side: anti-reflective treatment inside

- Polished screw-in caseback with sapphire crystal

DIAL

- “Moonwatch” style dial with 2 subdials:
o Platinum: black enamel dial, 18 Ct white gold applied indexes, 

applied subdials, white enamelled elements
o Orange gold: black ceramic (ZrO2) dial, sun-brushed finish, 18 Ct 

orange gold applied indexes, applied subdials, white transferred 
elements

o Steel: bevelled black dial; white transferred elements 
- Super-LumiNova on indexes and 2 dots at 12H

HANDS

- “Moonwatch” style hands; Super-LumiNova on H-M-Chrono.Sec hands:
o Platinum: diamond-polished 18 Ct white gold hands, 

except central chrono seconds hand (polished, rhodium-plated)



o Orange gold: diamond-polished 18 Ct orange gold hands, 
except central chrono seconds hand (polished, gold-plated)

o Steel: varnished white hands

BRACELET

- Integrated black alligator on polished 950 platinum buckle or 
on brushed 18 Ct orange gold / stainless steel foldover clasp;
Polished-brushed Omega screw-and-pin bracelet with foldover clasp

- Fitting : 21mm between lugs, 18mm on cl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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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米茄同轴 9300/9301机芯

1999年欧米茄发布了首个同轴擒纵系统装置，引领机芯制表技术的革新风潮。而这一制表革命的

最新成果便是 2011年全新面世的欧米茄同轴 9300/9301机芯。此款全新机芯不仅拥有超凡的计时
性能，而且是欧米茄自产机芯家族中首款搭载计时功能的机芯。

创新的纵轮计时功能通过位于 3时位置的计时小表盘体现出来，小表盘上同时带有 12小时和 60分
钟计时指针。这种指针排列方式与主表盘时针和分针的排列相类似，符合人们的时间读取习惯。另

有中央计时指针和位于 9时位置小表盘上的小秒针。

两个计时控制按钮可以完全单独行使其功用，从而可以避免不当操作对计时系统带来的风险。

同欧米茄其它自产同轴机芯一样，9300/9301机芯带有名为“阿拉伯式日内瓦花纹”的装饰图案。

这一机芯带有时区功能，无需停止走时便可单独调校时针，非常适合旅行人士所需。

机芯中还配置有硅材质游丝。硅是非磁性物质，因此不会受到磁场的影响。这一属性加之硅材质卓

越的弹性系数，使得附着在硅材质薄片之上的游丝可以带来更加精准的走时表现。硅材质的疲劳影

响较低，并且老化速度较慢。同轴技术与硅材质游丝的完美结合，为腕表带来超凡可靠走时表现，

因此欧米茄为每一款搭载硅材质游丝的同轴腕表提供长达 4年的售后服务保证。

欧米茄同轴擒纵系统

1999年，欧米茄发布了首个同轴擒纵系统装置，令整个制表业为之一动。这是 250年来第一款实
用的新型擒纵系统。欧米茄同轴擒纵系统的组件与钟表业长久以来使用的瑞士杠杆式擒纵系统截然

不同，其组成包括了：附宝石棘爪与冲力石的摆轮滚轴，配 3枚宝石棘爪的擒纵叉，以及由同轴轮、
同轴齿轮和传动齿轮所组成的用以连接过渡轮及轮系的三层式同轴擒纵轮。

同轴擒纵系统的优势

将欧米茄的同轴擒纵系统与瑞士杠杆式擒纵系统对比，其主要优势便显而易见。

不论采用何种擒纵系统，其能量都一定要传递到摆锤，这一能量维持着摆锤的频率。在瑞士杠杆式

擒纵系统中，轮齿需要从棘爪的倾斜表面滑过以产生冲力。由于此滑动过程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磨擦

力，故若要确保擒纵系统的精准，便必须保持最佳的润滑状态。与之相反，欧米茄同轴擒纵系统则

是通过放射状的冲力来传输能量。较小的接触面及推动动作(而非杠杆式擒纵装置的滑动动作)大大

地减少了擒纵系统部件之间的磨擦。因此，润滑的损耗大大降低，维修保养周期得以延长。



在瑞士杠杆擒式纵装置中，不论是顺时针或逆时针的冲力，均通过擒纵叉从擒纵轮间接传输到摆轮

滚轴，因而流失大量的能量。欧米茄同轴擒纵系统的顺时针冲力，则通过擒纵轮齿直接传输到摆轮

滚轴上的宝石棘爪。因此，同轴擒纵系统具有更高的机械效率，确保了更加稳定的精准性能。

同轴擒纵系统和无卡度游丝摆轮

将欧米茄同轴擒纵系统与无卡度游丝摆轮配合使用，腕表速率便可借由更改摆轮的转动惯量以作调

整，而非通过快慢夹更改游丝的有效长度。这项调校由嵌入圆形摆轮之中的金质微型螺钉实现。同

轴擒纵系统与无卡度游丝摆轮的组合不仅改善了抗震性能，而且可以有效避免干扰。

欧米茄同轴擒纵系统的以上优势显而易见，更多的优点历经漫长岁月您方可心领神会，包括更长的

维修保养周期，以及恒久的超凡精准走时表现。

21世纪的计时机芯

欧米茄一直致力于始自 1999年的同轴制表技术创新，而 9300/9301同轴机芯意味着欧米茄在这条

道路上继续前行。通过纵轮计时功能、超凡的可靠性能以及长达 4年的售后服务保证，这款全新机

芯完美实现了同轴擒纵系统发明者——英国制表大师乔治·丹尼尔(George Daniels)的诺言：同轴技

术必能“将机械腕表的普及延续到 21世纪，乃至更远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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