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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安全使用（请务必遵守）
为防患未然, 不会令使用者及他人受伤或造成财物损害, 请务必遵守下列的使
用说明及其他内容。
●未遵守或错误的使用方法引致的危害及损害的程度, 如下区分并说明。

TH019 / TH020 / TH021 /

警告 此栏所表示的为「会引致死亡或重伤等事故」的内容。

TH022）

注意 此栏所表示的为「发生障碍或物理性损害」的内容。

防水性能

注意 使用上的注意事项

・本公司产品的防水性在下表表示和区分。在购入的手表的底盖上,
有注明该型号手表的防水类型, 请确认从下表参考并正确地使用手
表。使用非防水手表, 注意要避免突如其来的水滴（如洗头、沐浴
的水花）
、汗水等。万一手表沾湿时, 请用柔软的布完全拭干水分。
・在一般情况下, 表冠要保持在按入表壳的状态（通常位置）
・手表被沾湿时, 请不要转动表冠及操作任何按钮。否则手表内部入
水, 导致防水不良及故障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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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抵御日常生活的水、汗、
洗脸时的水滴、雨等。但不能
抵御水上作业和潜水等操作
进水。
可于水上作业和水上运动, 但
亦不能抵御潜水。使用后要把
海水及污浊彻底洗净

电池的处理

・手表内部会积存湿气。当手表外部的气温比手表内部的温度低时,
玻璃便会出现水蒸气使手表表面变模糊。模糊在短时间内会消散,
若长时间模糊, 请把手表带到本公司 The Clock House 的店铺
查询及检查。
・被水和汗沾湿的时候 请用干燥柔和的棉布擦拭。
・手表沾到海水时, 请立即把海水洗净及抹干, 以防被盐及海水腐蚀,
引致生锈。

警告 配戴时的注意事项
・在手抱幼儿前, 请预先把手表脱下, 防止弄伤幼儿和其他事故的发
生。
・进行剧烈运动和作业时, 注意要防止令自己及他人受伤的事故发
生。
・请勿在桑拿，温泉，澡堂等高温环境下佩戴手表，以免造成烫伤。

注意 表带的使用

・新产品附属的电池的电池寿命会根据产品型号及规格而异。
・请不要把电池从手表取出。
・请把手表保管在远离儿童触碰不到的位置。万一儿童误吞了电池,
立即到附近医请医生将电池从人体内取出。
・购入时产品附属的电池为显示屏用电池。显示屏用电池只用作测试
及确认手表的性能・机能。使用一段时间电池的寿命会终止。
・长时间放置且没有取出用完电池, 会出现电池漏液, 引致手表故障。
因此, 本公司建议尽快更换新电池。
・更换手表电池需要专业工具和技术, 请到本公司的店铺更换电池。
若是顾客自己更换电池的场合, 请注意电池的正负两极。极性错误
可令手表发烫及爆裂。
・不要把取出的电池投入火中。会造成破坏及爆炸裂的危险。
・本产品所使用的并非充电式电池, 绝对不要充电。否则会出现发烫
/爆裂的危险。

・根据表带的扣钩的构造, 穿戴或脱下表带时应注意, 不要被钩伤或
刮伤着脱。

注意

注意 耐久地使用

磁场

・一般的家用电器产生的磁场不会造成影响。
・不宜把手表放在磁石、附有磁石的保健用品（如肩膀按摩机、
磁石手环或其他医疗仪器等）
、电视、收音机和电动式麻将机等会
产生强烈磁场的物件附近。
・长时间放置在散发强烈磁场的物件附近, 会令手表的零件磁化造成
故障, 敬请注意。
・受磁场影响, 手表可能会走时时快时慢。脱离磁场范围即可恢复
原来的准确度，需要您调整时间。

注意

温度

・长时间把手表放置在常温以外的环境, 会影响电池的正常运作及电
池的使用寿命, 敬请注意。若手表突然走得时快时慢, 把手表戴上, 手
表时间便会回到原本的准确度。

注意

震动及冲击

・遇到摩托车、钻岩机、电锯等有强烈震动的情况、手表的时间可能
会突然延误。像高尔夫球等轻型运动不会构成影响, 但是, 进行剧
烈运动时请把手表脱下。亦要避免跌落地面及外来的冲击。

注意 化学药品、化学气体等
・煤气、水银、化学药品（如天拿水、汽油、各种溶剤、清洁剂、
胶水、涂料、药品、香水、化妆品）等接触到手表, 恐怕会使手表
表壳、表带、表盘和树脂部分変色及变形。

注意 对金属・塑胶等引起敏感
・因个人体质而异, 可能会对皮革、金属、软胶或硬胶敏感而引起皮
肤发炎发痒。万一皮肤出现任何异状, 请立即停止使用该手表及其
配件, 并到附近诊所或医院寻求专科医疗诊治。

・如表壳表带沾到脏水异物等, 会被腐蚀表壳表带，令本来的机能受损,
弄脏衣袖，也有可能造成皮肤发炎发痒。 为了可以更长久地使用手表, 应
用软布拭擦污垢及经常清洁。尤其是表带与衣服一样直接触
碰到皮肤。因此, 必须定期地以下列方法除去污垢。
【表壳】
用软布把手表轻拭干净。请勿使用含药性的清洁剂以免造成变色。
【软胶】
由聚氨脂及尼龙等制成的软胶表带, 不需要特别打理, 但是弄脏后可能
会令人的皮肤发炎发痒。平常可以用肥皂水又或清水把手表清洁干净。
含药性的清洁剂可能造成变色, 不建议使用。此外, 手表会根据使用情
况, 或会出现表带的胶质变硬, 软胶有破烂, 甚至折断的情况。
聚氨酯材质是会因为光照射而褪色, 褪色/掉色会弄脏异物。褪色时与衣
物及手套磨擦, 令颜色染到衣袖, 敬请注意。手表在使用期间, 可能会出
现表带变硬, 胶质有破烂, 甚至折断的情况。
＊建议表带间留有一只手指的空间, 保持透气性, 配戴时会更舒适。
【金属配件】
不锈钢表带若长时间处于潮湿环境不佩戴业会造成生锈，请及时清洁擦
洗。 可用旧牙刷或其他细小的工具清洁。
＊表壳及表带接触到水银（体温计）
、药物及其他化学物品, 有可能出
现変色的情况。
＊请把皮革表带保管在远离高温、潮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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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针时间设定（只适用于 TH020 型号）
１：拉出表冠１下(1 格)。（电子表盘会继续运作）
２：转动表冠调校时间。
３：调校完毕后请把表冠按回表壳。
＊指针表盘与电子表盘是分开地个别运作运作。

转换模式（所有手表型号共通）
在通常模式下按Ｂ按钮, 转换模式次序如下。
计时器  闹铃  定时器  第２时区  通常模式画面

TH-020

计时器使用方法（所有手表型号共通）
１：在通常模式下按Ｂ按钮１次, 转换成计时器模式。
２：按 C 按钮开始计时器, 要停止时再按一次 C 按钮。
３：按Ａ按钮重新设定。
４：按Ｂ按钮回到通常模式画面。
＊测量一圈所需时间机能---此功能适用于运动的计时（如跑步和游
泳）
计时器开始启动后, 在跑完１周时按 A 按钮, 便可记录１周所需时
间。在此期间计时器仍会继续运作。再一次按Ａ按钮, 得到第２周
的时间记录。如此重复按 A 按钮, 便可测量出第３周、４周或以上
的时间。终止计时按 C 按钮, 再按 A 按钮重新设定。

现在时间・月・日等的设定 （所有手表型号共通）

未满 30 分钟

在通常模式下连续按Ａ按钮２秒, “秒”的显示会闪烁。此时按 C
按钮便可开始设定时间。按 B 按钮变换模式及选择需要设定的项目,
变换项目的次序如下, 在需要修正的地方按Ｃ按钮, 调校完毕后按 A
按钮返回通常模式。
秒  时  分  月  日  星期  12 / 24 小时

秒

在通常模式下按Ｄ按钮, 背光灯会亮灯约５秒。
＊注意：长时间持续使用背光灯, 光源会减弱。此外, 在日光下, 亮灯
会很难看清楚。

闹铃时间设定（所有手表型号共通）
１：在通常模式下按 B 按钮 2 次启动闹铃模式。
２：连续按Ａ按钮２秒, “时”的显示会闪烁。此时按 C 按钮便可开
始设定小时。接著按Ｂ按钮,“分” 的显示会闪烁, 按Ｃ按钮设定分
钟。再按Ｂ按钮第１时区（第２时区）的显示会闪烁, 按Ｃ按钮设定
时间。
３：调校完毕后按 A 按钮返回通常模式。
＊闹铃采用连动设计, 不论处于第１时区或第２时区都只有一个闹
铃。即使在两个时区分别设定闹铃, 因为会合并成一个, 所以不会响
闹两次。

闹铃及铃声的开关-ON 与 OFF（所有手表型号共通）
１：在通常模式下按 B 按钮 2 次启动闹铃模式。
２：在闹铃模式时按 C 按钮, 按照下列次序转变项目。
闹铃 ON / 铃声 OFF  闹铃 ON / 铃声 ON
闹铃 OFF / 铃声 OFF  闹铃 OFF / 铃声 ON

日历表示方法（所有手表型号共通）

分钟

1/100 秒
分钟

背光灯（所有手表型号共通）

30 分钟以后

1/10 秒

小时

秒

定时器设定（所有手表型号共通）
１：在通常模式下按 3 次Ｂ按钮转换为定时器模式。
２：连续按Ａ按钮２秒,“时”部份的显示会闪烁, 按 C 按钮调校时间
（每按一次会跃进 1 小时）。接著按 B 按钮 “分”的显示会闪烁,
按 C 按钮调校分钟。再按 B 按钮,“秒”的显示部分会闪烁, 按 C
按钮调校。
３：调校完毕后按 A 按钮完成修正。
４：开始/停止定时器按 1 次 C 按钮。

第２时区的设定（所有手表型号共通）
１：在通常模式下按 4 次启动第 2 时区模式。
２：连续按Ａ按钮２秒,“时”部份的显示会闪烁, 按 C 按钮调校时
间。接著按 B 按钮“分”的显示会闪烁, 再按一只 B 按钮, “秒”
的显示时部分会闪烁, 按 C 按钮完成设定。
（分是每 3０分锺为单
位变化）
３：调校完毕后按 A 按钮完成。

产品规格
准确度
指针手表：平均月差± 20 秒 电子手表：平均月差±30
秒
电池寿命 新产品附设的电池 约２年
温度范围 -5℃〜+50℃（如在気温 5℃〜35℃的范围外, 维持以上

在通常模式下连续按Ｃ按钮直至日历显示出来。松开按钮回到通常模
式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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