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ascinating Clocks Around the World"
Throughout histor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have needed a way to keep track of time. Clocks were invented as a way to meet this need,

and over the ages, the clock itself transformed from a mere practical tool to a grandiose work of art and craftsmanship. If you're

looking for some great clock-related sites to see or plan to see, here's a list of som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and extravagant

clocks located throughout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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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位置已标记

 by Diego Delso   

巨大的帕丘卡时钟 

"帕丘卡的地标"

帕丘卡的纪念钟是由于预算限制而在1904年至1910年期间建造的帕丘卡城市
的象征性钟楼。据说与伦敦着名的大本钟塔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塔楼第三层
四面各有女性塑像，描绘了改革，自由，宪法和独立。每天6点见证墨西哥国
歌的钟声。还可以在夜间参观纪念碑，看着它点亮了LED灯。

 Plaza Independencia, Centro, Pachuca

 by Zairon   

Zimmertoren 

"A State-Protected Monument"

这个塔以其世界闻名的钟盘以天文学家路易斯·齐默（Louis
Zimmer）的名字命名。

 +32 3 800 0395  www.zimmertoren.be  Zimmerplein 19, Lier

 by Acroterion   

艾默生Bromo-Seltzer塔 

"历史时钟"

艾默生Bromo Seltzer塔于1911年建成，由艾萨克·爱默生上尉（Emerson
Emerson）建造。这座15层的建筑，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座Palazzo Vecchi
o塔的复制品，被列入国家历史名胜古迹。直到1936年，这座着名的蓝色瓶子
的一个51英尺的复制品在建筑物顶部旋转，由596盏灯照亮。今天，塔楼的圆
屋顶散发着蓝色的光芒，四个时钟的钟面始终处于照明状态，让路人看到了
标志时间的Bromo Seltzer字母。

 +1 443 874 3596  www.bromoseltzertower.com/  312 West Lombard Street and South
Eutaw Street, 巴尔的摩 MD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Reloj_Monumental,_Pachuca,_Hidalgo,_México,_2013-10-10,_DD_08.JPG


 by Diliff   

史特拉斯堡天文钟 

"史特拉斯堡的第三个天文钟"

一个华丽而古老的时间告诉装置，斯特拉斯堡天文钟位于CathédraleNotre-D
ame的墙壁内。这座辉煌的时钟位于法国的阿尔萨斯（Alsace），是十八世纪
的让 - 巴蒂斯特·施维盖（Jean-BaptisteSchwilgué）。在第一个和第二个
在十六世纪被摧毁之后，这是第三个时钟。时钟有惊人的设计和惊人的天文
精度，因为它显示太阳和月亮的位置，有自动机，行星拨号，万年历，并显
示月球和日食。它的一个小复制品是由理查德史密斯制作，现在在澳大利亚
的动力博物馆展出。

 +33 3 8852 2828  Place de la Cathédrale, Strasbourg

 by Diliff   

Uhrturm 

"格拉茨的象征"

Uhrturm（了望塔）不仅美观，而且还是全国最古老的铃铛之一。而且，它不
止于此。它具有实用的功能。钟的双手相反;小手表示分钟，大表示小时，使
得阅读起来更容易。乌尔图姆建于1560年，钟声响起宣布即将来临的处决;后
来它显示了酒吧和咖啡馆的关闭时间。

 +43 316 8075  www.graztourismus.at/de/sehen-un
d-erleben/sightseeing/sehenswuerd
igkeiten/uhrturm_sh-1252

 Schlossberg, 格拉茨

 by User Sulfur on
en.wikipedia   

艾伦 - 布拉德利钟楼 

"及时的地标"

凝视在密尔沃基一个熟悉的地标高耸的艾伦 - 布拉德利钟楼。这座钟楼建于
1962年，位于罗克韦尔自动化总部，高283英尺（86.3米），高约四十英尺（
12米）的四面时钟。这个钟是如此之大，几乎是伦敦大笨钟的两倍！当时钟
发光时，请务必在晚上检查一下。

 2nd Street, 密尔沃基 WI

 by Harry Mitchell   

Eastgate和Eastgate时钟 

"标志性的时钟"

东大门时钟有着大本钟之后的第二大拍照时钟。
1897年，为了纪念女王80岁生日，由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设计
的时钟已经在切斯特（Chester）的中心雄伟地站立起来，并且已经成为了一
个机构。虽然人们最初认为它是过分装饰和在其周围的茫然失措，随着时间
的推移，它已成为切斯特最心爱的地标之一。

 Eastgate Street, Chester

 by IQRemix   

盖斯敦蒸汽钟 

"第一个蒸汽钟"

藏在Cambie街和Water
Street街的拐角处，盖斯敦蒸汽钟被盖在蒸汽炉排上。它由Raymond
Saunders和Doug Smith于1977年建造。蒸汽驱动时钟并保持其功能。这是仍
然在运行的少数蒸汽钟之一。

 Water Street, 300 block, 温哥华 BC



 by Arjan Richter   

NI-Tele真正的大时钟 

"东京的标志性地点之一"

同时也被称为The Giant Ghibli Clock，“NI-Tele Really BIG
Clock”被称为心爱的动画导演Hayao Miyazaki，他也是吉卜力工作室的共同
创作人。使用铜和钢制成，时钟上升到三层。风格上与流行电影“嚎叫的移
动城堡”相似，围绕着巨型钟表的众多小雕像在一天中多次出现。由于这一
独特的功能，“NI-Tele Really BIG Clock”引起了动漫迷的共鸣。

 1-6-1 Higashishimbashi, Nittele Tower, 东京

 by davidwilson1949   

东哥伦比亚 

"其中一个受欢迎的地标"

Completed in 1930, the Eastern Columbia Building is a 264 feet
(80.46 meter) tall building that was intended to be the Eastern-
Columbia Department Store's thirty-ninth store and headquarters.
Constructed in beautiful Art Deco style, with a unique turquoise
facade, the building is a well-recognized feature of downtown. Its
crowning glory is the monumental four-sided clock tower,
illuminated and proudly emblazoned with the word EASTERN.

 www.easterncolumbiahoa.com/  849 South Broadway, 洛杉矶 CA

 by Beyond My Ken   

威廉斯堡储蓄银行大楼 

"标志性目的地之一"

可追溯到1929年4月，威廉斯堡储蓄银行大厦高达512英尺，被纽约人视为该
市的标志性地标之一。这座三十七层的拜占庭罗马风格建筑顶部是一个四面
钟。由于其雄伟的高度，威廉斯堡储蓄银行大楼被公认为世界上最高的钟楼
之一。

 1 Hanson Place, 纽约 NY

 by D-Stanley   

Testour时钟 

"自1631年起为Testour服务"

在大清真寺尖塔的顶部，时钟的Testour可以通过它的数字来识别，这些数字
是相反的顺序。另一个独特的功能是时钟显示时间不明原因。

 Testour, Testour

 by Tatters ✾   

牧羊人门时钟 

"最早的电子时钟之一"

1852年，位于皇家天文台（Royal
Observatory）入口处的查尔斯·谢菲尔德（Shepherd Gate Clock）是最早
的电子时钟之一。这个时钟的独特之处在于这里的数字以二十四小时的格式
排列。关于这个时钟要记住的另一件事是它是向人们展示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的那个。



 +44 20 8312 6608  www.rmg.co.uk/see-do/we-recommen
d/attractions/shepherd-gate-clock

 Blackheath Avenue, Royal
Observatory, 伦敦

 by TexasExplorer98   

灯柱时钟 

"堪萨斯城的象征"

Lamp Post Clock酒店位于联合车站前，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使
其成为堪萨斯城辉煌历史的遗迹。在2015年风暴中，时钟被损坏，并于2016
年6月在现在的位置恢复，底部刻有铭文。

 +1 816 460 2020  30 West Pershing Road, Union Station, 堪萨斯 MO

 by Kakhi Kuloshvili   

Clock Tower at Rezo Gabriadze
Theatre 

"一个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Rezo Gabriadze剧院前面的塔楼于2010年完工，拥有独特的功能，如多色瓷
砖和倾斜姿势。归功于Rezo Gabriadze，一位天使每小时都会敲响钟声。除
此之外，内部的机械剧院每天两次，中午和晚上七点，作为一个名为“生命
圈”的节目的场地。

 gabriadze.com/en/bez-rubriki/bashnya/  Shavteli Street 13, Rezo Gabriadze Theatre, Tbili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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