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UICY COUTURE手表
使用说明、维护保养、
保修和服务信息



JUICY COUTURE手表

掌握准确时间的同时，享受绚丽多姿的生活。Juicy Couture防水手表拥有精准的石英机芯和防刮
划的天然水晶镜面，让您彰显古灵精怪的个性而又不失女性魅力，戴上它，您就是当下最时尚的
女孩。恭喜！您正式拥有了Couture时尚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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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1)  双指针和三指针表款

图例

1, 2 – 表冠位置
S – 秒针

表冠位置：
位置1 –      正常位置。 

表冠推入表壳中。
位置2 –      设置时间： 

向任一方向旋转表冠。

图 A

图 B

S

1  –  2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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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2) 具有星期/日期/24小时制副表盘的多眼表款 – A 类

S
图 A

1  –  2  –  3

此Juicy Couture多眼表款配备中置时针、分针和秒针，以及小型星
期、日期和24小时显示窗。

设置时间和星期：
1. 当秒针S到达12点位置时，将表冠拔出至位置3； 

腕表（秒针S）停止走动。
2. 顺时针方向旋转表冠，将时针H和分针M向前拨，直至星期指

针W指向正确的星期值。
注：逆时针方向旋转表冠不会使星期指针W倒退。
若要快速向前拨星期指针W，先逆时针方向旋转表冠，使时针H 
和分针M倒退至星期值开始自动变更前的4到5小时（晚上11:00到
凌晨4:00）；然后顺时针方向旋转表冠，使时针H和分针M经过午
夜，直至星期指针W向前推进一天。根据需要重复此步骤，直至
指针指向正确的星期值。
3. 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表冠，将时针H和分针M设置为所需

的时间。
注：24小时指针F将与时针H同步，因此设置时间时，请注意区分
上午/下午，以便24小时指针设置正确。
设置分钟数时，将分针M设置为比所需时间提前4-5分钟的位置，
然后将其调回至准确的时间位置。
4. 将表冠推回位置1；腕表（秒针S）恢复走动。

设置日期：
1. 将表冠拔出至位置2。
2. 逆时针旋转表冠，直至日期指针D指向正确的日期。
重要说明：切勿在晚上9:00至凌晨1:00之间调整日期，此时正在进
行自动日历变更，否则下一日的日期可能无法自动变更。
如果某月的天数少于31天，则有必要在下月调整日期。

图例

1, 2, 3 – 表冠位置

H – 时针
M – 分针
S – 秒针
D – 日期指示器  
F – 24小时指针 
W – 星期指示器

H
M

D

W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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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3) 具有星期/日期/24小时制副表盘的多眼表款 – B 类

图例

1, 2, 3 – 表冠位置

A – 按钮 - 快速日期调校
B –  按钮 - 24小时制时间/第二时区指针快速调校 
C – 调校按钮 - 快速星期日期调校  
H – 时针 
M – 分针
S – 秒针
D – 日期指针
F – 24小时制时间/第二时区指针
W – 星期指针 

此Juicy Couture多眼表款配备中置时针、分针和秒针，以及小型星
期、日期和24小时显示窗。

设置小时、分钟和24小时制时间：
1. 将表冠拔出至位置2。
2. 顺时针旋转表冠，将小时、分钟和24小时制时间指针设置为所

需时间。
3. 将表冠推回位置1。

设置第二时区：
1. 表冠位于位置1时，按下并松开按钮B，将24小时制时间指针设

置为所需时间；每按一次按钮，指针向前推进1小时。
注：使用按钮B设置第二时区中的小时数时，分针必须设置在55分
和05分之间。

设置日期：
1. 将表冠拔出至位置2。
2. 顺时针旋转表冠：时针和分针每次经过午夜(00:00)时，日期指

针将向前推进1个数字。
3. 调整到所需日期后，将表冠推回位置1。

快速日期调校：
表冠位于位置1时，按下并松开按钮A向前推进日期指针，直到显
示所需的日期：日期指针将在每次按下按钮后逐步向前推进。
注：日期在午夜00:00而不是中午12:00时向前推进。

设置星期日期：
1. 将表冠拔出至位置2。
2. 顺时针旋转表冠。时针和分针每次经过凌晨4:00(04:00)时， 

星期日期指针将向前推进1天。
3. 调整到所需的星期日期后，将表冠推回位置1。

快速星期日期调校：
注：使用笔尖或图钉等带尖头的物体操作调校按钮C。
表冠位于位置1时，按下并松开调校按钮C两次以向前推进星期日
期指针，直到显示所需的星期日期：每按两次按钮，星期日期指针
将向前推进1天。
注意：由于星期日期在晚上10:00(22:00)至早上6:00(06:00)之间自动
变更，为防止对手表的机械装置造成损坏，请勿在此时段内使用快
速星期日期调校功能。

图 A

H

S

W

F

1   –   2   –  3

M

D
C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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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4) 数字表款 

查看当前设置：
设置手表后，按一次按钮C显示日期（月份/日期）；第二次按
显示秒数；第三次按返回当前时间（小时/分钟）显示。

调整日期/时间设置：
注：使用笔尖或图钉等带尖头的物体操作调校按钮B。
调校按钮B用于按以下顺序循环显示数字显示屏设置模式：月份à
日期à小时à分钟à退出。当前设置模式中可更改的数字字段将
会闪烁。
1. 按下并松开调校按钮B进入所需的设置模式。
2. 按下按钮C调整活动字段中闪烁的数字。
3. 待闪烁的显示屏中出现正确的数字后，按调校按钮B确认 

设置。
4. 根据需要重复以上步骤调整其他显示设置。
注：调整或忽略闪烁的分钟数显示后，手表将返回正常的时间显
示模式。
在设置模式下，小时显示在午夜12点至上午11点之间循环，然后在
中午12点至晚上11点之间循环，这样日期显示将在午夜而不是中午
正确地变更。
设置手表后，按按钮C不会激活“自动运行”功能。

B

A

C

图例

A – 按钮 – EL背光 
B – 调校按钮 – 时间/日期设置
C – 按钮 – 显示模式

这款Juicy Couture数字手表配有全LCD显示屏和EL背光。按下按
钮时，在以12小时制显示小时/分钟的同时，还可显示月份/日期和
秒数。

使用EL背光：
在任何显示模式下，按下按钮A。表盘将亮起两秒钟，以便在低光
度环境下轻松查看数字显示屏。

图 A

图	B

B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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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扣上宝石锁扣，轻轻按紧，直到牢牢卡住。

特性
(A) 宝石锁扣

当可调节表扣展开，让表链从铰链上滑脱时，宝石锁扣可将表带
分为两半，确保最佳佩戴舒适度。

宝石锁扣通常在表链一半的末端，安装在表壳的6点钟处。

表链的两半部分在此分离。

 
操作锁扣：

1. 按箭头所示方向用指尖将宝石锁扣扳开。

2. 如图所示，将表链的销杆末端卡入打开的宝石锁扣。

带宝石锁扣的表链一半 
(安装在表壳的6点钟处）

带销杆的表链一半 
(安装在表壳的12点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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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B) 网状手镯表链滑扣

精选Juicy Couture款表配备的网状手镯表链有一个套挂宝饰扣，可
以使您通过滑动表链上的扣半针杆调整手镯表链大小，从而达到
量身打造的合适度。

如上：打开网状手镯表链侧，打开时滑动扣半的针杆处于锁定
状态。

调整表链大小：

1. 用工具，例如小型平头螺丝刀，敲开扣半针杆上的铁片，
松动扣锁机制。

2. 在网状手镯表链上朝任何方向滑动扣半针杆至理想位置。

3. 合上铁片，把扣半针杆锁定在手镯表链的新位置。

1. Normal Position

Slide Buckle Adjustments

2. Pull the metal plate with tools

3. Move the slide buckle to the correct position

4. Close the metal plate

1. Normal Position

Slide Buckle Adjustments

2. Pull the metal plate with tools

3. Move the slide buckle to the correct position

4. Close the metal plate

1. Normal Position

Slide Buckle Adjustments

2. Pull the metal plate with tools

3. Move the slide buckle to the correct position

4. Close the metal plate

1. Normal Position

Slide Buckle Adjustments

2. Pull the metal plate with tools

3. Move the slide buckle to the correct position

4. Close the metal 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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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与维护

Juicy Couture手表的工艺精湛，十分注重质量、功能和细节。请仔细阅读下面的信息和说明，了解新手表的功能，以及正确的保
养和操作方法。

如需有关服务和维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服务和保修部分。

防震
我们的每一只手表都具有防震机芯，并经过测试符合国际防震标准。

磁场环境
将手表暴露在强磁场中将会影响其走时的精准性，甚至可能导致其停止运转。将石英表从强磁场中移开后，它就能按原先的精度
继续运转；但是，自动或手动上链机械表在再次运转之前，可能需要进行消磁。

防水 
我们所有的手表均经过严格测试，符合国际防水标准，防水级别至少为3个大气压（3 ATM/30米/99英尺），只要表壳、表冠和
水晶镜面完好无损，水滴或雨水就无法渗入机体造成损坏。

某些型号的防水级别能承受更高的压力/深度，详见表盘或表壳背面的标注。但是，除非手表上贴有潜水腕表标签，否则我们建
议您在游泳、浮潜或潜水时不要佩戴。

注意：当手表在水下时，不要操作计时表或多功能型手表的表冠或按钮，否则手表会失去防水性能。

注：我们建议您在淋浴、进入蒸汽浴室或洗澡时也不要佩戴您的手表。

很多物质（包括蒸汽、肥皂、霉菌、盐水、香水和氯）会进入手表内，如果不立即清理，那么垫圈和密封性能会随时间的推移而
损坏，从而使灰尘或湿气渗入表壳损伤手表机芯。

建议不要将皮革表带打湿。皮革表带淋水后可能会过早磨损和损坏。在手表接触海水或氯后，使用蘸有清水的软布小心擦拭 
手表。

电池信息
您购买的模拟石英表或计时表配有专门设计的电池，可供手表正常运转18-36个月左右。

注：频繁使用特殊功能（如计时表上的秒表）可能会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

电池寿命结束提示功能：在很多型号上，当电池电量快耗尽时，秒针会开始以四秒的间隔断续移动，用以提示需要更换电池。

电池更换：将您的手表带到或送到授权服务中心以更换电池。您的旧电池将会被妥善处理/回收。请勿尝试自行更换电池。

超过使用寿命的石英手表的收集和处理*
本产品不应与家庭垃圾一起丢弃。为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必须将其送回当地的合法收集部门进行适当回收。

*在欧盟成员国以及有相应立法的任何国家/地区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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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和服务

手表保修信息	

Juicy Couture手表不仅设计美观，而且采用了优质材料和部件制作，具有性能可靠、走时精准的特点。我们售出的每一块 
Juicy Couture手表，都是我们引以为荣的精品。

Juicy Couture手表有限保修
Juicy Couture手表(JCT)向其原始顾客保证，在正常使用下，手表自购买日起的两(2)年内不会有材料和工艺上的缺陷。

我们的保修范围仅限于免费维修或更换存在缺陷的手表，具体由JCT酌情决定。 

有限保修范围不包括电池、表带、表链、镶钻、镀金或镀离子表面或PVD涂层；刮痕和任何因正常磨损；以及意外事故、错误
使用和由JCT授权服务中心之外的任何第三方进行的改装、维护或维修而造成的表面问题。 

如果手表并非购自授权的JCT代理商，并且无法提供有效购买凭证（如显示有代理商名称、Juicy Couture手表型号及购买日期的
销售收据或购物小票），则本保修条款视为无效。

由零售商提供的任何其他保修将完全由零售商自行负责。任何个人或公司无权更改本保修中的任何条款。本保修手册赋予消费者
一些特定的合法权利。根据消费者所在州（省）或国家的情况，其可能还具备其他法定权利。但是，在法律未禁止的范围内，本
有限保修具有排他性，并取代所有其他口头、书面、法定、明示或暗示的保修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对适销性和特定用途适用性的
保修条款），我们明确表示不承担以上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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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服务

保修范围内
如需保修服务，请在妥善包装手表（如下文所述）后，将其寄往任何一个Juicy Couture手表服务中心，同时附带寄上(1)销售收
据原件；(2)本文件中已填写完整的Juicy Couture手表美国/加拿大地区或国际服务申请表；对于美国或加拿大地区的客户，还须
附上(3)支票或汇票（货币相应采用美元或加元）或您的信用卡信息，以便支付规定的运费和电池更换费用（若有要求）。

如需查找您所在区域的授权服务中心，请访问 www.mgiservice.com/juicycouture，并点击主页中的FIND AN AUTHORIZED 
WATCH REPAIR LOCATION（寻找授权手表维修地点）链接。

保修范围外
Juicy Couture手表服务中心还提供Juicy Couture手表保修范围之外的维修以及保修期外的服务。

如果您的手表所需的零件或服务未包含在保修条款内，则我们会向您寄出一份书面估价单。在您许可并付款后，我们会进行相应
维修或服务。请使用本文件中的适当表格。

电池更换
Juicy Couture手表服务中心还可为您更换Juicy Couture手表上的电池，但除运费外还会收取一定费用。请使用本文件中的适当表
格。

包装手表
用填充包装材料妥善地包装好您的手表，使其免受撞击。确保附上填写完整的Juicy Couture手表服务申请表和相应的款项。

为手表保价
建议您使用挂号信并为您的手表进行全额保价。

其他说明
请勿将有缺陷的手表送返零售商店。请将该手表，连同本文件中已填写完整的Juicy Couture手表美国/加拿大地区或国际服务申
请表一起寄往Juicy Couture手表授权服务中心。您可以点击 www.mgiservice.com/juicycouture 主页中的链接查看授权服务中心 
地点。

请为保修范围内或保修范围外的服务随附相应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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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ICY COUTURE手表 – 美国/加拿大服务申请表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州/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表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需服务、更换或维修的部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项目 价格 总计

电池  15.00 美元                       美元 

运费  14.95 美元        14.95      美元

 总计: 美元 

支付方式:

___  支票或汇票 账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MasterCard 有效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Visa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用信用卡支付时需填）

获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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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ICY COUTURE手表 – 国际服务申请表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州/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表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需服务、更换或维修的部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获取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