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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凡陀是瑞士著名钟表品牌，以其现代设计美学而享负盛名。自1881年创建以来，摩凡陀凭借腕表
设计的艺术性和创新性获得了100多项专利和200多项国际奖项。摩凡陀标志着表坛史上多款经典
杰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Movado Museum®博物馆珍藏腕表。

这款腕表于1947年由艺术家内森·乔治·霍威特（Nathan George Horwitt）亲自操刀设计，堪称	
现代主义设计的典范，其表盘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仅在12时位置设有一个圆点，象征正午的太阳，
设计之简洁，在整个时计历史上可谓无出其右。

所有摩凡陀腕表都以其创新的传承和专注于钟表未来发展的精神而独树一帜。恭喜您购买摩凡陀	

腕表。

关于摩凡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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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所有精心制作的机械装置一样，您的摩凡陀腕表需要定期保养，以确保最佳性能。保养包括完全拆解、

清洁、根据需要更换零配件、重新装配以及为机芯添加润滑剂。除有必要定期更换电池外，建议每隔3至5年

对腕表进行一次保养。	

切勿自行打开腕表。如果您的腕表需要维修或调校，请直接将其送往或邮寄至摩凡陀授权服务中心。如欲索

取位于全球各地的授权服务中心完整名录，请访问网站：www.movado.com。

注：摩凡陀制表公司仅对其授权服务中心所提供的服务承担责任。

防震
所有摩凡陀腕表均采用防震机芯，并经单独检测，符合国际标准。

防尘
若表壳、表镜或表冠损坏，有可能令灰尘进入腕表。一粒小小的灰尘就足以导致机芯停止运转。如果表镜松

动、受损或破裂，或者表壳或表冠受损，应及时对腕表进行维修。

防磁
时计暴露在强磁场中，会对计时造成影响，并且可能导致停走。移出磁场后，石英腕表应恢复原有精确运

转；机械时计则可能需要消磁后才能重新运转。

防水	
所有摩凡陀腕表均经检测，符合国际防水标准。	

大多数摩凡陀腕表的防水深度都能达到30米（3巴/3ATM/99英尺）；有些型号甚至能承受更高的压力/深
度，详见表盘或表壳背面的标注。

注意：如果您的腕表上并未标示防水深度，请勿将腕表置于压力/深度超过3巴（3 ATM/30米/99英尺）的
环境中，否则，您的腕表可能会损坏，且这一情况不包括在保修范围之内。

重要事项：当腕表沾水或处于水下时，不要操作计时码表的表冠、拨杆，或者其他任何腕表的拨杆。

注：由于不当操作而造成的损坏，或因不当操作引发渗水等相关损坏，或表壳、表冠、防水垫圈或表镜损

坏，均不在摩凡陀制表公司所承担的保修责任范围内。

为保持腕表防水性能，应每年对腕表进行保养。在正常使用情况下，用于密封表壳的防水垫圈和表冠会发生

磨损和老化。每次打开腕表进行维修时（包括更换电池），应检查这些零配件，必要时予以更换。

	

摩凡陀授权服务中心会复检腕表的防水性能，将其作为所有维修程序的一个例行步骤。

保养与维修

http://www.movad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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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项：	

如果您的腕表配备旋入式表冠或拨杆，每次操作后，一定要将其旋回/推回表壳。

防水性能仅适用于表壳；一些腕表表带不适用于在水下或潮湿环境中佩戴。请参阅“表带保养”。

避免让腕表经受温度骤变。

切勿让腕表跌落或撞击坚硬表面。每次猛烈撞击后，必须重新检测防水性能。

请定期清洁您的腕表，用一块蘸清水的湿软布擦拭，尤其是在腕表接触海水后，更要进行清洁。

表带保养
腕表表带的寿命取决于您的保养和佩戴习惯，以及您所处地区的气候，正确的保养将有助于延长表带的	

寿命。	

皮革表带应保持干燥。与水接触，可能导致皮革表带变脆，并最终断裂。要保护皮革涂层，应避免其与香水

接触。接触氯化水或盐水后，请用清水轻轻擦拭皮革表带并使其风干。

为保护800系列ThermoResin™或XTremeResin™表带的自然弹性和品质，在其接触盐水、化学品或研磨剂后，请

用清水冲洗，并以软布擦拭干净。

先用一块软布蘸温水和中性肥皂轻轻清洁800系列ThermoResilient™的白色表带或摩凡陀Master白色橡胶表
带；然后再用一块浸温水的干净软布将其擦拭干净，或以温水小心冲洗。应避免接触丙酮和乙醇。

	

摩凡陀BOLD 系列带涂层白色真皮表带或白色TR90/硅胶表带上的大部分污垢可用天然橡胶或“生橡胶提取
物”(可于美术用品商店买到）去除。用橡胶轻轻擦拭，便可清除污渍。

若污渍已渗入摩凡陀BOLD表带或表链，可使用有机Zymol液体皮革清洁剂或Columbus清洁凝胶、脱墨溶剂	
(乙醇及丙烯脱墨剂）、或者如Purell手部清洁剂（62%乙醇）等的乙醇基清洁产品。用湿布轻擦污渍处。将棉
花球或者干净白色软布浸入清洁剂，并轻轻擦拭污渍处。重复擦拭，直至干净。清洁前，请先于内侧测试，

以确保清洁剂不会令表带或表链褪色。若想达到最佳清洁效果，请务必尽快处理污渍。	

注：摩凡陀表带不在摩凡陀腕表保修范围之内。

电池相关信息
摩凡陀石英时计配备一块专为腕表设计的1.55伏氧化银电池。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电池寿命约18至36月。
	

注：频繁使用特殊功能，如计时码表款上的秒表计时器，可能会缩短电池的寿命。

电池用尽指示功能：当电池将要耗尽时，多数型号腕表上的秒针会每隔4秒才向前旋转一格，表示此时需更
换电池。

电池更换：请注意，务必使用摩凡陀推荐的替换电池。请将您的腕表送往或邮寄至授权服务中心以便更换电

池，而旧电池将得到妥善处置/回收。不要尝试自行更换电池。

保养与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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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冠位置：

位置1 –		正常运行位置。	
表冠推入表壳。

位置2 –  设置时间：	
向任意一个方向旋转表冠	

为自动机芯手动上链：

在正常的日常活动期间，您的手臂运动可为摩凡陀自

动机芯上链以供时计需要。然而，如果您未佩戴腕表

超过38个小时，腕表将停止走时，此时您需要手动上
链，然后再设置时间：	

1. 表冠处于位置1时，顺时针旋转表冠约20圈。	
2. 按上述说明重新设置时间。

1  标准2指针和3指针表款	
石英和自动机芯

包括摩凡陀1881自动女士系列和大多数摩凡陀博物馆表盘系列腕表

图A

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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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3指针/日期和3指针星期/日期表款	
石英和自动机芯

包括Datron、SE、800系列中的精选款式和Vizio PEEK石英腕表，以及1881自动男士系列、	
Red Label和800系列Sub-Sea自动腕表

表冠位置：

位置1 –  正常运行位置。		
表冠推入表壳。

位置2 –  设置日期*：		
顺时针旋转表冠。	

设置星期*：	

逆时针旋转表冠。

位置3 –  设置时间*：		
向任意一个方向旋转表冠。

*	重要事项：请勿在晚上9:30和凌晨3:00之间以及	
正在进行自动日历变更期间调整	Vizio PEEK 表款的
日期。否则可能会损坏腕表的机械装置。

*	注：如果腕表带有旋入式表冠，在您可以设置日期	
(星期/日期）或时间之前，您必须先松开表冠，逆时

针旋转约六圈。在时间/日期（星期/日期）设置后，

表冠必须旋回到表壳里以确保防水性能。

为自动机芯手动上链：	

在正常的日常活动期间，您的手臂运动可为摩凡陀自

动机芯上链以供时计需要。然而，如果您未佩戴腕表

超过38个小时，腕表将停止走时，此时您需要手动
上链，然后再设置时间：	

1. 表冠处于位置1时，顺时针旋转表冠约20圈。	
2. 按上述说明重新设置时间。	

图B

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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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石英世界时间表款
带GMT快速调校功能

包括800系列世界时间和BOLD GMT表款

图片说明：
H – 时针
M – 分针
S – 秒针	
G – GMT指针/指示器
D – 日期显示窗
T – 24小时世界时间刻度

表冠位置：

位置1 – 正常运行位置；表冠推入表壳
位置2 –  快速日期调校和GMT指针：	

顺时针旋转表冠以更改日期D。	
逆时针旋转表冠以移动表盘中央的GMT指针
G与24小时刻度T对齐，或者旋转GMT指示副
表盘中的24小时旋转盘

位置3 – 时间设置位置

这些表款均采用瑞士设计的精准世界时间石英机芯，

带快速调校功能。当地时间由时针H、分针M和秒针S
显示，而GMT指针G则以24小时制显示第二时区的当
前时间。在精选表款上，第二全球时区的时间在24小
时刻度T上显示。选择时区时，转动刻有世界主要城市
名的单向旋转表圈，直至需要显示的时区内的城市与

12点对齐。所有表款上的GMT指针/指示器G都可通过
表冠进行调整。

设置时间：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3；腕表停止走动。
2. 向任一方向旋转表冠，直至指针指向所需的时间。	
3. 	将表冠推回位置1；腕表重新走动，现在已设置到
正确时间。

调校日期（快速模式）：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2；腕表继续运行。
2.  顺时针旋转表冠，直到日期窗D或副表盘D显示正
确的日期。

3. 将表冠推回位置1。

设置世界时间GMT显示：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2；腕表继续运行。
2.  逆时针旋转表冠，直至箭头尖的GMT指针G在24
小时刻度T上指向所需第二时区当前的正确时间，
或直至所需第二时区当前的24小时制时间显示在
GMT副表盘G中。

3. 将表冠推回位置1。

 

1  2  3

H M

S G

T
D

图A

图B



9

4  石英世界时间表款
带GMT和小秒针盘表款
包括Heritage Military Series表款

图片说明：
H – 时针
M – 分针
S – 秒针	
G – GMT指针/指示器
D – 日期显示窗
T – 24小时世界时间刻度
A – 24小时按钮

表冠位置：

位置1 – 正常运行位置；表冠推入表壳
位置2 –  日期调校和GMT指针：	

顺时针旋转表冠以更改日期D。	
按着按钮	A 直到调到想要的钟点

位置3 – 时间设置位置

设置时间：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3；腕表停止走动。
2. 向任一方向旋转表冠，直至指针指向所需的时间。	
3. 	将表冠推回位置1；腕表重新走动，现在已设置到
正确时间。

调校日期：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2；腕表继续运行。
2.  顺时针旋转表冠，直到日期窗D或副表盘D显示正
确的日期。

3. 将表冠推回位置1。

设置世界时间GMT显示：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2；腕表继续运行。
2.  按着按钮	A 直到调到想要的钟点。
3. 将表冠推回位置1。

 
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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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显示转动日期的	
自动2指针和3指针表款	

包括摩凡陀Red Label Calendomatic和Red Label Calendomatic小秒针系列	

表冠位置：

位置1 – 正常运行位置。表冠推入表壳中。	
位置2 – 快速日期调校。
位置3 – 时间设置位置。

要调整时间：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3；腕表（图B中的小秒针S）	
停止走动。

2.  将表冠朝任一方向转动，将指针移动到所需时间，
确保突出显示的日期在午夜而不是中午	

改变。	

 3.  将表冠推回位置1；腕表恢复走动，现在已设置到
正确时间。

要调校日期（快速模式）：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2；腕表继续运行。
2.  顺时针转动表冠，直到日期标示D下显示正确的	
日期。

3. 将表冠推回位置1。

要对自动机芯手动上链：	

在平时的日常活动中，您手臂的运动量应足够为您的

摩凡陀自动表上链。但是，如果您已经有38小时或更
长时间未佩戴腕表且腕表已经停止走动，您将需要在

设置时间之前手动上链：	

1. 表冠处于位置1时，顺时针旋转表冠约20圈。	
2. 按上述说明重新设置时间。	
	

图A

图B

图片说明：
H – 时针
M – 分针
S –	小秒针	
D – 日期显示窗
1、2、3 – 表冠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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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石英永久日历
包括 SE Pilot ETA Retrograde表款

图片说明：
H – 时针
M – 分针
S – 秒针
D – 日期指针
G – 月份指针
F – 星期指针
A – 推键
B – 推键
		

表冠位置：

位置1	—	正常运行位置；表冠按进表壳。

位置2	—	重置指针至原来位置。		

位置3	—		设置码表秒数位置，也是日期每过午夜进

行调校的位置。	

设置时间：

1. 拔出表冠至位置3。	
2. 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表冠设置想要的时间。	
3. 一旦时间同步，将表冠按回位置1。	

设置年份：

1. 拔出表冠至位置3。
2. 按推键A一次。
3. 按推键B直至本年年份 (1-4)。

年份 1 年份 2 年份	3 年份	4 
闰年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设置月份：

1. 拔出表冠至位置3。
2. 按推键A二次。
3. 按推键B直至想要月份。	

设置日期：

1. 拔出表冠至位置3。
2. 按推键A三次。
3.	按推键B直至想要日期。	

设置星期：

1. 拔出表冠至位置3。
2. 按推键A四次。	
3. 按推键B直至想要星期。	

重设指针：	

星期、月份和日期指针可能需要重设。

指针在表冠位于位置2时即被重设。	

更改日期：

1. 拔出表冠至位置2。
2. 按推键A一次。
3. 按推键B直至指针走到1。	

更改星期：

1. 拔出表冠至位置2。
2. 按推键A二次。	
3.	按推键B直至指针走到星期一(MON)。	

更改月份：

1.	拔出表冠至位置2。
2. 按推键A三次。
3. 按推键B直至指针走到一月(JAN)。	

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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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石英计时码表	
1/1秒精确度 — A 型

包括表盘直径43.5 mm的摩凡陀BOLD表款和800系列Sub-Sea石英计时码表

图片说明：
H – 时针
M – 分针
S – 小秒针	 	 	 	

C – 60秒钟计时器		 	
E – 30分钟计时器	 	

F – 12小时计时器	 	 	

D – 日期显示窗	 	 	 	

1、2、3 – 表冠位置
A – 计时按钮（启动/停止）	
B – 计时按钮（分段计时/复位）

这些计时码表带有分钟计时器（长达30分钟）、小
时计时器以及小秒针副表盘、中央计时秒针、以及

日期或大日期显示窗。它们可以用于测定一次持续

长达12小时活动的时间，精确到秒。

时间/日期设置	

设置时间：

1.  旋松带此功能表款上的旋入式表冠。参阅“旋入
式表冠”说明。	

2.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3；腕表停走。
3.  向任意一个方向旋转表冠，直至指针显示所需的
时间。

4. 将表冠推回至位置1；腕表重启。
5.  若为带有旋入式表冠的表款，则将表冠旋回至表
壳里。

调校时间精确到秒：	

1. 旋松旋入式表冠（若有）。
2.  一旦小秒针S到达<<60>>位置，将表冠拉出至	
位置3；腕表停走。

3.  旋转表冠，移动指针并设置时间，确保日期在午
夜而非正午变更。

4.  移动指针至稍前于准确的时间，然后逆时针慢慢
地旋转表冠，将分针与准确的分钟刻度对齐。

5.  选取一个准确的时间信号（例如，从一个新闻广
播电台）。当听到示意准确时间的声音，立即将

表冠推回位置1；腕表重启，立刻调到准确的	
时间。

6.  若为带有旋入式表冠的表款，则将表冠旋回至表
壳里。

调校日期（快速模式）：

1. 将旋松的表冠拉出至位置2；腕表继续运行。
2. 顺时针旋转表冠直到D窗显示正确的日期。
3. 将表冠推回位置1并旋入表壳。
注：如果在晚上9:00至午夜12:00之间调整日期，
这时自动日期变更已在进行中，则应设置为第二

天：如果在这些时段里，已经通过快速模式校准，

则日期在午夜不会自动向前推进。

图A

图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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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电池后设置日期/时间：

1.  将旋松的旋入式表冠拉出至位置2；腕表继续	
运行。

2. 顺时针旋转表冠直到D窗显示昨天的日期。
3.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3；腕表停走。
4. 顺时针旋转表冠直到D窗显示今天的日期。
5. 继续顺时针旋转表冠直到指针显示正确的时间。
注：在设置时间时，务必注意上午/下午的区分。

6. 将表冠推回位置1，并旋入表壳。			

计时功能		

概述

使用按钮A和B来操作计时。第一次按下按钮A，开
始计时。第二次按下按钮A将停止计时，以便读取计
时。第三次按下按钮A将重启计时。按下按钮B，计
时指针C、E和F将归零。调整时间不会停止计时，但
只要拉出表冠，就会锁定按钮A和B。	
注：计时开始前，表冠必须处于位置1，指针必须位
于零。按下按钮B指针归零。		
重要事项：当表冠拉出至位置2或3时，不要按下按
钮A或B。当表冠未平齐紧靠在表壳上时，如果按钮
A或B被意外激活，那么一根或多根计时指针可能会
变得不同步。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请按照末尾的说

明同步计时指针。

单一计时功能：

测量一次单一、不间断活动的持续时间：

1. 按下按钮A开始计时。
2.  第二次按下按钮A停止计时，并读取3根计时指针
以确定计时时间，例如：1小时8分47秒。

3. 按下按钮B计时指针归零。

累积计时功能：

要测量一系列较短活动的累加时间，例如一场反复

中断的篮球比赛的实际比赛时间：

1. 按下按钮A开始计时。
2.  第二次按下按钮A停止计时，并读取计时时间，	
例如：15分22秒。

3. 再一次按下按钮A恢复计时。
4. 第四次按下按钮A再次停止计时，并读取新的计
时时间，例如：28分35秒。

注：每一次停止计时，计时指针会显示累计时间。

5. 重复步骤1和2来累加每个额外的时间间隔。
6. 在您记录最后一个累积时间读数后，按下按钮B计
时指针归零。

分段计时或中间计时功能：

在比赛进行中，记录中间计时读数：

1. 按下按钮A开始计时。
2. 按下按钮B短暂停止计时。
3. 读取中间计时，例如：11分16秒。
4. 按下按钮B恢复计时功能。3根计时指针会迅速赶
上正在进行的活动。

5. 要读取秒分段计时，再一次按下按钮B。重复步骤
2到4来记录其他分段时间。

6. 按下按钮A停止计时。
7. 记录最后一个时间读数，例如：2小时14分7秒。
8. 按下按钮B计时指针归零。	

同步计时指针：

在更换电池后或如果发生错误，您可能需要手动调

整一根或多根计时指针，将它们全部准确对齐至各

自的零位置。

注：一旦处于同步模式，每一次按下和释放按钮A
都将以一个增量推进活动计时指针。要快速推进指

针，压下并按住按钮A。在此过程中，将表冠推回位
置1并将其旋入表壳，便可随时退出调校模式。
1. 将旋松的旋入式表冠拉出至位置3。	
2.  同时按住按钮A和B至少2秒进入调校模式。当计
时指针C旋转360°，调校模式随即激活；释放按
钮A和B。	

3. 使用按钮A调整中央计时秒针C。	
4. 当指针	C 到达零位，按下按钮B。
5. 立刻按下按钮A来调整计时分针E。	
6. 当指针E到达零位，按下按钮B。
7. 再次使用按钮A来调整计时时针F。	
8.  当指针F到达零位，将表冠推回至位置1，并将其
旋入表壳。计时指针当前同步至零位，可以使用

计时功能。

7  石英计时码表	
1/1秒精确度 — A 型

包括表盘直径43.5 mm的摩凡陀BOLD表款和800系列Sub-Sea石英计时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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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石英计时码表	
1/1秒精确度 — B 型

包括800系列Sub-Sea逆跳和Verto逆跳计时码表

图片说明：
H – 时针
M – 分针
S – 小秒针		 	 	 	 	

C – 30秒钟逆跳计时器	 	

E	– 60分钟逆跳计时器	 	

F – 5分钟逆跳计时器	
D	– 日期显示窗
1、2、3 – 表冠位置
A – 计时按钮（启动/停止）	
B – 计时按钮（分段计时/复位）		

这些计时码表款式配有一个逆跳秒钟计时器（安装

在表盘中央，长达30秒钟）、两个逆跳分钟计时器
(分别长达5分钟和60分钟）、一个小秒针副表盘以
及一个日期窗。它们可对某项活动持续计时长达1
小时5分59秒，计时结果精确到最接近的秒数。2
小时后，计时码表会自动停止。

时间/日期设置	

表冠位置：

位置1 –  正常运行位置。	
表冠旋入表壳。

位置2 –  设置日期：	
顺时针旋转表冠。

位置3 –  设置时间：		
向任意一个方向旋转表冠。

调校时间：

1. 旋松旋入式表冠。参阅“旋入式表冠”说明。		
2.  当小秒针 S 到达<<60>> 位置，将表冠拉出至位
置3；腕表停走。

3.  向任意一个方向旋转表冠，移动指针并设置时
间，确保日期在午夜而非正午变更。

4. 将表冠推回位置1，并旋入表壳。参阅“旋入式表
冠”说明。腕表将重启，立刻调到准确时间。		

调校日期（快速模式）：

1. 旋松旋入式表冠。参阅“旋入式表冠”说明。
2.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2；腕表继续运行。
3. 顺时针旋转表冠直到D窗显示正确的日期。
4. 将表冠推回位置1，并旋入表壳。参阅“旋入式表
冠”说明。	

	

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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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功能	

概述	

使用按钮A和B来操作计时码表。第一次按下按钮
A，开始计时。第二次按下按钮A将停止计时，以便
读取计时。第三次按下按钮A将重启计时。按下按钮
B，计时指针C、E和F将归零。
重要事项：计时开始前，表冠必须处于位置1，旋入
表壳，并且计时器指针必须归零。按下按钮B指针归
零，或者，如有必要，按下列说明使其复位。

计时器归零：

在您启动计时前，所有计时指针必须处于零位。旋

松表冠并按照所需步骤将计时指针归零：

60-分钟计时器：	
将表冠拉至位置2，按住按钮B并顺时针旋转表冠。

30-秒钟计时器：	
将表冠拉至位置3，按住按钮A并顺时针旋转表冠。

5-分钟计时器：	
将表冠拉至位置3，按住按钮B并顺时针旋转表冠。

单一计时功能：

测量一次单一、不间断活动的持续时间：

1. 按下按钮A开始计时。
2. 第二次按下按钮A停止计时，并读取计时指针以
确定计时时间，例如：5分57秒。

3. 按下按钮B计时指针归零。	

累积计时功能：

要测量一系列较短活动的累加时间，例如一场反复

中断的篮球比赛的实际比赛时间：

1. 按下按钮A开始计时。
2. 第二次按下按钮A停止计时，并读取计时时间。	
3. 再一次按下按钮A恢复计时。
4. 第四次按下按钮A再次停止计时，并读取新的计
时时间。

注：每一次停止计时，计时指针会显示累计时间。

5. 重复步骤1和2来累加每个额外的时间间隔。
6. 在您记录最后一个累积时间读数后，按下按钮B计
时指针归零。	

分段计时或中间计时功能：

在比赛进行中，记录中间计时读数：

1. 按下按钮A开始计时。
2. 按下按钮B短暂停止计时。
3. 读取中间计时，例如：6分钟4秒。
4. 按下按钮B恢复计时功能；3根计时指针会迅速赶
上正在进行的活动。

5. 要读取秒分段计时，再一次按下按钮B。重复步骤	
2到4来记录其他分段时间。

6. 按下按钮A停止计时。
7. 记录最后一个时间读数，例如：25分18秒。
8. 按下按钮B计时指针归零。

8  石英计时码表	
1/1秒精确度 — B 型

包括800系列Sub-Sea逆跳和Verto逆跳计时码表



16

9  石英计时码表	
1/5秒精确度 — A 型

包括800系列女士计时码表和表盘直径34 mm的摩凡陀BOLD计时码表

图片说明：
H – 时针
M – 分针
C – 计时码表1/5秒针		
S – 小秒针	 	 	 	

D – 日期显示
E – 30分钟计时器	 	

1、2、3 – 表冠位置
A – 计时按钮（启动/停止）	
B – 计时按钮（分段计时/复位）

这些计时码表款式均配有1/5秒计时指针（安装在
表盘中央）、分钟计时器（计时长达30分钟）、小
秒针以及日期指示副表盘，可用来持续计时长达30
分钟，计时结果精确到1/5秒。

设置时间：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3；手表（小秒针S）停止	
走动。

注：如果在计时码表运转时将表冠拉出至位置3，	
将停止计时。

2. 正向或反向旋转表冠，将时针H和分针M设置为所
需时间（注意区分上午/下午时间）。

3. 将表冠推回位置1；手表重新走动。

设置日期：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2。
2. 顺时针旋转表冠即可设置日期D。
注意：当时针和分针位于9:00 PM 和12:30 AM之间
时，不得设置日期D，因为这样做会损坏日历机械装
置。如果您一定要在上述时间段内重置日期，请先

将时针和分针调至该时间段外的任意位置，然后重

置日期，之后再将指针重置到正确的时间。

3. 将表冠推回位置1。

操作计时码表：

该码表以1/5秒为计时增量，可计时长达2小时	
(30分钟计时器旋转4圈）并进行显示。为延长电池
使用寿命，计时码表连续运转2小时后将自动停止并
重置。

单一计时功能：

1. 按键钮A启动计时码表；计时码表指针C和E开始
走动。

2. 再次按键钮A停止计时码表；读取指针C和E指示
的计时时间。

3. 按键钮B将计时码表指针归零。

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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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计时功能：

计算一系列短时活动的累计时间，例如一场频繁中

断的篮球比赛的实际比赛时间：

1. 按键钮A启动计时码表。
2. 再次按键钮A停止计时码表并读取计时时间。
3. 第三次按键钮A继续计时。
4. 第四次按键钮A再次停止计时码表并读取新的计
时时间。

注：每次停止计时码表时，码表指针都会指示总累

计计时时间。

5. 重复第1步和第2步，可累加每个额外的时间间
隔。

6.读取最后一个累计时间读数后，按键钮B将计时码
表指针归零。

分段计时或中间时间计时功能：

在比赛进行期间记录中间时间读数：

1. 按键钮A启动计时码表。
2. 按键钮B暂时停止计时码表。
3. 读取中间时间，例如：11分16秒。
4. 按键钮B让计时码表继续工作。计时码表的2支指
针将迅速为正在进行的比赛继续计时。

5. 若要读取第二分段计时时间，再次按键钮B。
重复第2步至第4步，可读取任何其他分段的计时	
时间。

6. 按键钮A停止计时码表。
7. 读取最终时间读数，例如：24分7.2秒。
8. 按键钮B将计时码表指针归零。

重置计时码表指针：

更换电池或出现错误后，如有必要，可将计时码表

指针重新归零：

注：要让指针快速前进，按住按钮超过一秒钟	

即可。

表冠位置2：
使用键钮B调整分钟计时器指针E。

表冠位置3：
使用键钮A调整1/5秒计时指针C。

9  石英计时码表	
1/5秒精确度 — A 型

包括800系列女士计时码表和表盘直径34 mm的摩凡陀BOLD计时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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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石英计时码表	
1/5秒精确度 — B 型

包括表盘直径40 mm的摩凡陀BOLD Luxe腕表和精选表盘直径38 mm的摩凡陀BOLD计时码表

图片说明：
H –	时针	
M –	分针	
C – 计时码表1/5秒针
S – 小秒针
J – 星期指示器指针
D – 日期显示窗
E – 30分钟计时器	
1, 2, 3 – 表冠位置
A – 开始/停止  
B – 重置

这些计时码表款式配有1/5秒计时指针（安装在表
盘中央）、分钟计时器（计时长达30分钟）和小秒
针副表盘；以及带日期窗的星期指示副表盘（图A）
或日期指示副表盘（图B）。它们可以持续计时长达
30分钟，计时结果精确到1/5秒。	

设置时间：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3；码表（小秒针S）停止走
动。

注：如果在计时码表运转时将表冠拉出至位置3，	
将停止计时。

2. 	正向或反向旋转表冠，将时针H和分针M设置为所
需的时间（注意区分上午下午时间）。

3. 	将表冠推回位置1；腕表重新走动。

设置星期	(某些型号，图A):
1. 	将表冠拔出至位置3。
2. 	向任一方向旋转表冠以设置星期：时针H和分针M
每次经过午夜(24:00)时，星期指示器指针J将向前
推进或向后倒退一天。

3.  一旦指针J指向正确的星期，继续旋转表冠，将时
针H和分针M设置为所需的时间（注意区分上午下
午时间）。

4. 将表冠推回位置1。

设置日期：

1. 	将表冠拔出至位置2。
2. 顺时针旋转表冠即可设置日期D。
注意：当时针和分针位于9:00 PM和12:30 AM之间
时，不得设置日期D，因为这样做会损坏日历机械装
置。如果您不得不在上述时间段内重设日期，首先

请将时针和分针调至该时间段外的位置，然后重置

日期，之后再将指针重设到正确的时间。

3.  将表冠推回位置1。

操作计时码表：

该码表以1/5秒为计时增量，可计时长达2小时	
(30分钟计时器旋转4圈）并进行显示。为延长电池
使用寿命，计时码表连续运转2小时后将自动停止并	
重置。

图A

图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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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计时功能：

1. 	按键钮A启动计时码表；计时码表指针C和E开始
移动。

2.  再次按键钮A停止计时码表，此时可查看指针C和
E指示的计时时间。

3. 	按键钮B将计时码表指针重置为零。

累计计时功能：

可以测量一系列短时活动的总共时间（比如，一场

频繁中断的篮球比赛的实际比赛时间）：

1.  按键钮A启动计时码表。
2.  第二次按下按钮A停止计时，读取指针走过的时
间。

3. 	再次按键钮A恢复计时。
4. 	第4次按下键钮A，计时码表再次停止，此时可查
看新计时的时间。

注：每次停止计时码表，码表指针都会指示总累计

计时时间。

5. 	重复步骤1和2来累加每个额外的时间间隔。
6.  在您记录最后一个累计时间并读数后，按下按钮B
将计时指针归零。

分项计时或中间时间功能：

在比赛进行期间查看中间时间读数：

1.  按键钮A启动计时码表。
2.  按键钮B暂时停止计时码表。
3.  读取中间时间，例如：11分16.4秒。
4.  按键钮B让计时码表继续工作。计时码表的2支指
针将迅速为正在进行的比赛继续计时。

5.  若要读取第二分段计时时间，再次按键钮B。	
重复第2步至第4步，可读取任何其他分段的计时
时间。

6.  按键钮A停止计时码表。
7.  读取最终时间读数，例如：24分7.2秒。
8.  按键钮B将计时码表指针重置到零位置。

重置计时码表指针：

更换电池或出现错误后，如有必要，可将计时码表

指针重新归零：

注：要让指针快速前进，按住按钮超过一秒钟即可。

 

表冠位置2：
使用键钮B调整分钟计时器指针E。
 
表冠位置3：
使用键钮A调整1/5秒计时指针C。

10  石英计时码表	
1/5秒精确度 — B 型

包括表盘直径40 mm的摩凡陀BOLD Luxe腕表和精选表盘直径38 mm的摩凡陀BOLD计时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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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石英计时码表	
1/10秒精确度 — A 型	

包括摩凡陀Junior Sport石英计时码表

图片说明：
H – 时针
M – 分针
C – 计时秒针	 	 	

E – 30分钟计时器	 	

G – 1/10秒计时器	
S – 小秒针	 	 	 	

D – 日期显示窗	 	 	 	 	

1、2、3 – 表冠位置
A – 计时按钮（启动/停止）	
B – 计时按钮（分段计时/复位）

此款石英计时码表配备一个1/10秒计时器、分钟计
时器（长达30分钟）、以及小秒针副表盘、中央计
时秒针、以及日期显示窗。它可以用于测定一次持

续长达29分59.9秒活动的时间，精确到1/10秒。

时间/日期设置	

调校时间：		

1.  一旦6时位置副表盘中的小秒针S到达<<60>>位
置，将表冠拉出至位置2；腕表停走。

2.  向任意一个方向旋转表冠，移动指针并设置时
间，检查并确保日期在午夜而非正午变更。

3.  移动指针至稍前于准确的时间，然后慢慢地逆时
针旋转表冠，将分针M与正确的分钟刻度对齐。

4.  选取一个准确的时间信号（例如，从一个新闻广
播电台）。当听到示意准确时间的声音，将表冠

推回位置1；腕表将重启，立刻设置到准确的	
时间。

调校时区和日期：

重要事项：由于自日历在晚上10:00至凌晨2:00之
间自动变更，切勿在此时段内更改日期。这样做可

能会损坏机芯。

这些调整不会让腕表停走，并且不会影响分针和秒

针显示的时间。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2。	
2. 向任意一个方向旋转表冠，移动时针H向前或向
后一个或几个小时，或者在跨进另一个时区后更

改时间。

3.  欲更改日期D，推进时针H整整两圈，这样日期会
在午夜而非正午变更。

4. 一旦调整完成，立即将表冠推回位置1。

计时功能			

概述

使用按钮A和B来操作该计时码表。第一次按下按钮
A将开始计时。当该计时码表运行时，一旦计时秒
针C转完一圈，计时分针E会向前跳一分钟。计时码
表运行时，1/10秒针G不会移动。第二次按下按钮
A将停止计时，并且移动指针G至相应的1/10秒刻
度。按下按钮B，指针	G、E和C将归零。
重要事项：计时开始前，表冠必须处于位置1，指针
必须位于零。如有必要，按下按钮B归零。当表冠拉
出至位置2或3时，切勿使用计时功能。当时计处于
水下时，切勿操作计时按钮A和B。

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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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调整时间不会停止计时，但只要表冠的柄轴处

于拉出状态，就会锁定按钮A和B。

单一计时功能：	

1. 按下按钮A开始计时。
2. 第二次按下按钮A停止计时。
3. 按下按钮B计时归零。

分段计时功能：	

在比赛进行中，您可以记录中间时间读数：

1. 按下按钮A开始计时。
2. 按下按钮B短暂停止计时。
3. 读取中间时间。
4. 按下按钮B恢复计时功能。指针会赶上正在进行的
活动。

5. 要读取第二个分段时间，再一次按下按钮B。重复
步骤2到4来记录其他分段时间。

6. 按下按钮A停止计时。
7. 记录最后一个时间读数。
8. 按下按钮B计时归零。

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成绩：

计时码表还可以让您测量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成绩：

1. 按下按钮A开始计时。
2.  一旦第一名越过终点线，按下按钮B。计时将	
停止。

3. 当第二名越过终点线时，按下按钮A。
4. 注意表盘上显示的是获胜者的时间。
5. 然后按下按钮B；指针将移动显示第二名的时间。
6. 再一次按下按钮B所有指针归零。		

同步计时指针：

在更换电池后，或者如果发生错误，如有必要，计

时指针可以重新调整至零：	

表冠位置2：
使用按钮B调整计时分针E。		

表冠位置3：
使用按钮A调整计时秒针C。
使用按钮B调整1/10秒计时指针G。

欲快速推进指针，按住按钮超过一秒钟。

11  石英计时码表	
1/10秒精确度 — A 型	

包括摩凡陀Junior Sport石英计时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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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石英计时码表	
1/10秒精确度 — B 型	

包括初版800系列运动型和优雅运动型以及精选Vizio石英计时码表

图片说明：
H – 时针
M – 分针
C – 计时秒针	 	 	

E – 30分钟计时器	
G	– 1/10秒计时器										
S – 小秒针
D – 日期显示窗
1、2、3 – 表冠位置
A – 计时按钮（启动/停止）	
B – 计时按钮（分段计时/复位）

此款石英计时码表配备一个1/10秒计时器、分钟计
时器（长达30分钟）、以及小秒针副表盘、中央计
时秒针、以及日期显示窗。它可以用于测定一次持

续长达29分59.9秒活动的时间，精确到1/10秒。	

时间/日期设置	

调校时间：

1.  旋松旋入式表冠；仅适用于某些表款。参阅“旋
入式表冠”说明。

2.  一旦小秒针S到达<<60>>位置，将表冠拉出至	
位置3；腕表停走。

3.  旋转表冠，移动指针并设置时间，确保日期在午
夜而非正午变更。

4.  移动指针至稍前于准确的时间，然后逆时针慢慢
地旋转表冠，将分针M与准确的分钟刻度对齐。

5.  选取一个准确的时间信号（例如，从一个新闻广
播电台）。当听到示意准确时间的声音，将表冠

推回位置1；腕表将重启，立刻调到准确的时间。
6.  旋松旋入式表冠；仅适用于某些表款。参阅“旋
入式表冠”说明。

调校时区和日期：

1. 将表冠或已旋松的旋入式表冠拉出至位置2。
2. 在跨进另一个时区后，旋转表冠来移动时针H向
前或向后，或调校夏令时/标准时间变更。

3. 欲更改日期D，推进时针H整整两圈，否则日期将
在正午变更。这些调整不会让腕表停走，并且不

会影响分针和秒针显示的时间。

4. 一旦调校完成，立即将表冠推回位置1，然后旋入
表壳（仅适用于精选表款）。	

	

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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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功能	

概述	

使用按钮A和B来操作计时码表。第一次按下按钮A
将开始计时。在计时码表运行时，一旦计时秒针C转
完一圈，计时分针E会向前跳一分钟。在计时码表运
行时，1/10秒针G不会移动。第二次按下按钮A将
停止计时，并且移动指针G至相应的1/10秒刻度。
按下按钮B，指针G、E和C将归零。调整时间不会停
止计时，但只要拉出表冠，就会锁定按钮A和B。		
重要事项：计时开始前，表冠必须处于位置1，指针
必须位于零。按下按钮B指针归零。当表冠拉出至位
置2或3时，切勿按下按钮A或B。当表冠未平齐紧靠
在表壳上时，如果按钮A或B被意外激活，那么一根
或多根计时指针将会不同步。一旦发生这种情况，

按照下面的说明操作。

同步计时指针：

在更换电池后或如果发生错误，如有必要，计时指

针可以重新调整至零。按压一次（快速按下并释

放）将以一个增量推进指针。欲快速推进指针，按

压按钮超过一秒。		

表冠位置2：
使用按钮B调整分钟计时器指针E。	

表冠位置3：
使用按钮A调整计时秒针C。使用按钮B调整1/10秒
针G。			

操作计时码表			

单一计时功能：

1. 按下按钮A开始计时。
2. 第二次按下按钮A停止计时。
3. 按下按钮B计时归零。		

累积时间功能：

1. 按下按钮A开始计时。
2.	第二次按下按钮A停止计时。
3. 再一次按下按钮A恢复计时。
4. 第四次按下按钮A再一次停止计时。
注：每一次停止计时，计时指针会显示累计时间。

5. 重复步骤1和2来累加每个额外的时间间隔。
6. 在您记录最后一个累积时间读数后，按下按钮B计
时指针归零。

分段计时或中间计时功能：

在比赛进行中，可以用这些型号腕表记录中间时间

读数：

1. 按下按钮A开始计时。
2. 按下按钮B短暂停止计时。
3. 读取中间时间，例如：10分26又3/10秒。
4. 按下按钮B恢复计时功能。指针会赶上正在进行的
活动。

5. 要读取第二个分段时间，再一次按下按钮B。重复
步骤2到4来记录其他分段时间。

6. 按下按钮A停止计时。
7.  记录最后一个时间读数，例如：27分3又	

7/10秒。
8. 按下按钮B计时指针归零。	

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成绩：

这些计时码表还可以让您测量第一名和第二名的	

成绩：

1. 按下按钮A开始计时。
2.  一旦第一名越过终点线，按下按钮B。计时将	
停止。

3. 当第二名越过终点线时，按下按钮A。
4. 注意表盘上显示的是获胜者的时间。
5. 按下按钮B；指针将移动显示第二名的时间。
6. 再一次按下按钮B所有指针归零。

12  石英计时码表	
1/10秒精确度 — B 型	

包括初版800系列运动型和优雅运动型以及精选Vizio石英计时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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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石英计时码表	
1/10秒精确度 — C 型	

包括Cerena、Datron、摩凡陀BOLD Titanium XL、新款摩凡陀Circa、摩凡陀Edge、摩凡陀Parlee石英、	
摩凡陀Thin Classic (TC)超薄、博物馆运动系列、Sapphire Synergy、SE Pilot以及Strato石英计时码表

图片说明：
H – 时针
M – 分针
S – 小秒针	 	 	 	

C – 60秒钟计时器	 	

E – 30分钟计时器	 	

F – 1/10秒计时器	 	

D	– 大日期显示窗	 	 	 	 	 	

1、2、3 – 表冠位置
A – 计时按钮（启动/停止）	
B	– 计时按钮（分段计时/复位）

这些计时码表配备分钟计时器（长达30分钟）、	
1/10秒计时器（30分钟后变成小时计时器）、小
秒针副表盘、以及中央计时秒针、某些表款还带有

大日期功能。它们可以用于测定一次持续长达29分
59.9秒活动的时间，精确到1/10秒；或测定一次
持续长达9小时59分59秒活动的时间，精确到整	
数秒。		

时间/日期设置	

设置时间：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3；腕表停走。
2.  向任意一个方向转动表冠，直至指针显示所需的
时间。

3. 将表冠推回至位置1；腕表重启。

调校时间精确到秒：	

1.  一旦小秒针S到达<<60>>位置，将表冠拉出至位
置3；腕表停走。

2.  旋转表冠，移动指针并设置时间，确保日期在午
夜而非正午变更。

3.  移动指针至稍前于准确的时间，然后慢慢地逆时
针旋转表冠，将分针与正确的分钟刻度对齐。

4.  选取一个准确的时间信号（例如，从一个新闻广
播电台）。当听到示意准确时间的声音，立即将

表冠推回位置1；腕表将重启，立刻调到准确的	
时间。

调校大日期（快速模式）：

仅适用于在12时位置带大日期功能的表款（见图A）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2；腕表继续运行。
2. 顺时针旋转表冠直到大日期窗D显示正确的日期。
3. 将表冠推回至位置1。
注：如果在晚上9:00至午夜12:00之间调整日期，
这时自动日期变更已在进行中，则应设置为第二

天：如果在这些时段里，已经通过快速模式校准，

则日期在午夜不会自动向前推进。

如果在快速模式日期设置过程中旋转表冠过快，则

日期在午夜可能无法正确变更。欲手动调校日期，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2，顺时针旋转表冠直到窗口显示
正确的日期；然后将表冠推回位置1。	

图A

图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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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电池后设置日期/时间：

对于没有日期显示的表款，参阅上述设置时间说明。

对于在12时位置带大日期功能的表款（见图A）：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2；腕表继续运行。
2.	顺时针旋转表冠直到D窗显示昨天的日期。
3.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3；腕表停走。
4. 顺时针旋转表冠直到D窗显示今天的日期。
5. 继续顺时针旋转表冠直到指针显示正确的时间。
注：在设置时间时，务必注意上午/下午的区分。

6.	将表冠推回至位置1。

计时功能		

概述	

使用按钮A和B来操作计时码表。第一次按下按钮A
将开始计时。第二次按下按钮A将停止计时，以便读
取计时。第三次按下按钮A将重启计时。按下按钮
B，计时指针C、E和F将归零。调整时间不会停止计
时，但只要拉出表冠，就会锁定按钮A和B。	
注：计时开始前，表冠必须处于位置1，指针必须位
于零。按下按钮B指针归零。		
重要事项：当表冠拉出至位置2或3时，不要按下按
钮A或B。当表冠未平齐紧靠在表壳上时，如果按钮
A或B被意外激活，那么一根或多根计时指针可能会
变得不同步。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请按照末尾的说

明同步计时指针。	

单一计时功能：

测量一次单一、不间断活动的持续时间：

1. 按下按钮A开始计时。
2. 第二次按下按钮A停止计时，并读取3根计时指
针以确定计时时间，例如：4分，38秒，7/10 
秒。

3. 按下按钮B计时指针归零。	

累积计时功能：

要测量一系列较短活动的累加时间，例如一场反复

中断的篮球比赛的实际比赛时间：

1. 按下按钮A开始计时。
2. 第二次按下按钮A停止计时，并读取计时时间，

例如：15分5秒。
3. 再一次按下按钮A恢复计时。

4. 第四次按下按钮A再次停止计时，并读取新的计
时时间，例如：28分10秒。

注：每一次停止计时，计时指针会显示累计时间。

5. 重复步骤1和2来累加每个额外的时间间隔。
6. 在您记录最后一个累积时间读数后，按下按钮B计
时指针归零。		

分段计时或中间计时功能：

在比赛进行中，记录中间计时读数：

1. 按下按钮A开始计时。
2. 按下按钮B短暂停止计时。
3. 读取中间时间，例如：10分10秒。
4.  按下按钮B恢复计时功能。3根计时指针会迅速赶
上正在进行的活动。

5. 要读取第二个分段时间，再一次按下按钮B。重复
步骤2到4来记录其他分段时间。

6. 按下按钮A停止计时。
7. 记录最后一个时间读数，例如：2小时14分7秒。
8. 按下按钮B计时指针归零。		

同步计时指针：

在更换电池后或如果发生错误，您可能需要手动调

整一根或多根计时指针，将它们全部准确对齐至各

自的零位置。

注：一旦处于同步模式，每一次按下和释放按钮A
都将以一个增量推进活动计时指针。要快速推进指

针，压下并按住按钮A。在此过程中，将表冠推回位
置1并将其旋入表壳，便可随时退出调校模式。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3。	
2.  同时按住按钮A和B至少2秒进入调校模式。当计
时指针C旋转360°，调校模式随即激活；释放按
钮A和B。	

3. 使用按钮A调整中央计时秒针C。	
4. 当指针C到达零位，按下按钮B。
5. 现在按下按钮A来调整1/10秒计时指针	F。	
6. 当指针F到达零位，按下按钮B。
7. 再一次使用按钮A来调整计时分针E。	
8.  当指针E到达零位，将表冠推回至位置1。计时指
针当前同步至零位，可以使用计时功能。

13  石英计时码表	
1/10秒精确度 — C 型	

包括Cerena、Datron、摩凡陀BOLD Titanium XL、新款摩凡陀Circa、摩凡陀Edge、摩凡陀Parlee石英、	
摩凡陀Thin Classic (TC)超薄、博物馆运动系列、Sapphire Synergy、SE Pilot以及Strato石英计时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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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石英计时码表	
1/10秒精确度 — D 型	

包括Verto和精选表盘直径38 mm的摩凡陀BOLD石英计时码表

图片说明：
H – 时针
M – 分针
C – 计时秒针	 	 	

E – 30分钟计时器	 	

G – 1/10秒计时器	
S	– 小秒针	 	 	 	

D – 日期显示窗
1、2、3 – 表冠位置
A – 计时按钮（启动/停止）	
B	– 计时按钮（分段计时/复位）

这些石英计时款式采用十分之一秒的计时器，分钟

计时器（最多30分），以及秒针小表盘，表盘中央
配有秒针，以及日期显示窗口。该款计时表可以对

某项活动持续计时长达30分60秒，计时结果精确
到最接近1/10的秒数。	

时间/日期设置	

时间设置：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3；腕表停走。
2.  向任意一个方向转动表冠，直至指针显示所需的
时间——检查以确保日期在午夜而非正午变更。

注：每次顺时针旋转时针H整整两圈，日期D将会于
午夜向前推进一天。	

3. 将表冠推回位置1；腕表将重启。

使用表冠快速调整日期：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2；腕表停走。
2. 逆时针慢慢地旋转表冠推进日期。
3.  直至D窗显示正确的日期，将表冠推回位置1；	
腕表将重启。

	

计时功能		

概述	

使用按钮A和B来操作计时码表。第一次按下按钮A
将开始计时。在计时码表运行时，一旦计时秒针C转
完一圈，计时分针E会向前跳一分钟。在计时码表运
行时，1/10秒针G不会移动。第二次按下按钮A将
停止计时，并且移动指针G至相应的1/10秒刻度。
按下按钮B，指针G、E和C将归零。调整时间不会停
止计时，但只要拉出表冠，就会锁定按钮A和B。
重要事项：计时开始前，表冠必须处于位置1，指针
必须位于零。按下按钮B指针归零。当表冠拉出至位
置2或3时，切勿按下按钮A或B。当表冠未平齐紧靠
在表壳上时，如果按钮A或B被意外激活，那么一根
或多根计时指针将会不同步。一旦发生这种情况，

按照下面的说明操作。

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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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计时指针：

在更换电池后或如果发生错误，如有必要，计时指

针可以重新调整至零。按压一次（快速按下并释

放）将以一个增量推进指针。欲快速推进指针，按

压按钮超过一秒。

表冠位置2：
使用按钮B调整分钟记录指针E。

表冠位置3：
使用按钮A调整计时秒针C。使用按钮B调整1/10秒
针G。

操作计时码表

单一计时功能：

1. 按下按钮A开始计时。
2. 第二次按下按钮A停止计时并读取时间。
3. 按下按钮B计时归零。

累积时间功能：

1. 按下按钮A开始计时。
2. 第二次按下按钮A停止计时。
3. 再一次按下按钮A恢复计时。
4. 第四次按下按钮A再一次停止计时。
注：每一次停止计时，计时指针会显示累计时间。

5. 重复步骤1和2来累加每个额外的时间间隔。
6. 在您记录最后一个累积时间读数后，按下按钮B计
时指针归零。

分段计时或中间计时功能：

在比赛进行中，可以用这些型号腕表记录中间时间

读数：

1. 按下按钮A开始计时。
2. 按下按钮B短暂停止计时。
3. 读取中间时间，例如：10分26又3/10秒。
4. 按下按钮B恢复计时功能。指针会赶上正在进行的
活动。

5.	要读取第二个分段时间，再一次按下按钮B。	
重复步骤2到4来记录其他分段时间。

6. 按下按钮A停止计时。
7.  记录最后一个时间读数，例如：	

27分	3又7/10秒。
8. 按下按钮B计时指针归零。

14  石英计时码表	
1/10秒精确度 — D 型	

包括Verto和精选表盘直径38 mm的摩凡陀BOLD石英计时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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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指针	– 数字石英计时码表	
1/100秒精确度

包括摩凡陀Dura指针–数字石英计时码表

图片说明：
H – 时针
M	– 分针
SF – 选定功能显示	
DD – 数字显示
PC –	设置表冠

表冠位置：

0 –  推入表壳	
按下设定/解除闹钟	

按下开始/停止/复位计时

1 –  中间位置		
旋转表冠来选择功能	

	

2 –  拉出位置	
旋转表冠来同步下方的数字显示	

以及腕表的指针位置

开始
该指针/数字计时码表配备一个上方选择功能指示器

(SF)，一个下方6位LCD（液晶显示）数字信息显示
(DD)，以及一个独特设计的表冠(PC)，该表冠允许您
切换、选择和操作不同的功能。其计时功能可用于

测定一次持续长达47小时59分59.99秒活动的	
时间。

重要事项：时计处于水下时，切勿操作设置表冠。

每次使用后，确保表冠返回位置1（中间位置）。

选择功能：

让表冠处于位置1（中间位置），向任意一个方向旋
转表冠，选择一个功能。逆时针旋转表冠，上方将

显示可用功能：	

1: 中间（无显示）  2: 本地时间	时-分-秒	  3: 
秒钟/日期	 	4: 星期/日期	  5. 计时器	TM	 	6. 
第二时区	T2 	7. 累加计时模式 CHR	 	8. 分段
计时模式	CHR	 	9. 闹钟AL。
如果顺时针旋转表冠，功能将以相反的顺序显示。

注：该时计配置电池用尽指示功能：当电池即将	

用尽时，数字显示开始闪烁，示意需要及时更换	

电池。

将指针与数字显示同步：

在更换电池后或如果发生错误，您可能需要通过数

字显示时间来校准腕表指针所显示时间：

1.  让表冠处于位置1，选择中间功能（无数字信息	
显示）。

2.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2：上方显示符号R。
3.  向任意一个方向旋转表冠，直至指针显示与数字
显示相同。快速旋转将使时针前进或倒退整整一

个小时；慢速旋转则将对分钟进行调整。

4. 将表冠推回至位置1（中间位置），然后旋转表冠
选择本地时间设置功能。		

5. 继续设置时间。

图A



29

检查/更改时间显示模式：

数字时间可以12小时	(AM/PM)	或24小时模式	
显示：

1. 让表冠处于位置1，选择T2功能。
2. 推压表冠一次：如果显示字母A或P，时间则以	

12	小时模式显示。
注：在12小时显示模式中，当处于正午和午夜之
间，小字母P会出现在显示时间的数字旁边。
3. 推压表冠两次，返回/选择24小时模式。

数字时间和日期设置

设置小时和分钟：

1. 选择并显示本地时间。
2.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2：上方显示符号T；下方闪烁
数字显示小时和分钟。

3.  向任意一个方向旋转表冠来更改下方数字时间显
示：快速旋转更改小时显示；慢速旋转调整分钟

显示。

注：腕表的指针会与数字时间显示同步移动。	

4.  当下方数字显示正确小时和分钟时，将表冠推回
至位置1。

设置准确的秒钟：

1. 选择并显示本地时间。
2.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2：上方显示符号T；下方闪烁
数字显示小时和分钟。

3.  将表冠推至位置1。显示秒钟的数字将闪烁1分
钟。

4.  当秒钟数字闪烁时，选取一个准确的时间信号	
(例如，从一个新闻广播电台）。当听到示意准确

时间的声音时，将表冠推至位置0；显示秒钟的数
字将归零 (00）。

注：当您推动表冠重置秒钟时，如果数字一直在0
和30秒之间闪烁，时间将设置为当前的分钟。在您
推动表冠前，如果秒钟一直在31和60秒之间显示，
时间将调整为下一分钟。一旦设置好秒钟，检查显

示，如有必要，请以正/负一分钟校准时间。

设置日期和月份：

1. 选择秒钟/日期功能。
2.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2：秒钟将消失；月份数字显示
在日期旁边；两个数字都闪烁。

3.  向任意一个方向旋转表冠：快速旋转更改月份；
慢速旋转更改日期。

4.  将表冠推回至位置1（中间位置）：月份显示消
失，秒钟显示重新出现。	

注：尽管在正常模式下使用腕表时并不显示月份，

然而欲使用万年历功能（至2099年）则必须设置	
月份。

调校星期：

1. 选择星期-日期功能。
2.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2：标示语言的一个字母（E	=	
英语、F	=	法语、S =	西班牙语、D	=	德语）即为
显示星期的地方，出现在日期位置上；语言和年

份显示闪烁。

3.  向任意一个方向旋转表冠，直到显示想要的语	
言和年份。快速旋转更改语言；慢速旋转更改	

年份。

4. 将表冠推回至位置1（中间位置）：语言和年份消
失；星期和日期重新出现。		

注：如果设置好日期、月份和年份，正确的星期将

作为万年历功能的一部分自动显示。

使用倒计时器：

1. 选择计时器TM功能。
2.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2：显示小时和分钟的数字开始
在下方闪烁显示。

3.  向任意一个方向旋转表冠，设置您需要倒计时的
时间：快速旋转更改小时；慢速旋转更改分钟。

4. 将表冠推回至位置1（中间位置）：倒计时功能自
动启动；当预设时间一到，腕表闹钟会响起。

5. 将表冠推回至位置0停止闹钟。
注：将表冠推回至位置0并按下超过2秒钟即可随时
取消倒计时功能。推压表冠一次，正在运行的倒计

时可以重新启动。

15  指针	– 数字石英计时码表	
1/100秒精确度

包括摩凡陀Dura指针–数字石英计时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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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另一时区的时间：

除了当地时间，这款时计还可以显示第二时区时间。

1. 选择第二时区T2功能。
2.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2：显示第二时区小时和分钟的
数字开始在下方闪烁显示。

3.		向任意一个方向旋转表冠，更改闪烁设置：快速
旋转更改小时；慢速旋转更改分钟。

4. 将表冠推回至位置1（中间位置）。
注：第二时区的秒钟显示无法调整：第二时区的秒

钟显示与当地时间秒钟相同。

该时区显示以½小时增量来调校。
在读取第二时区显示的时间时，您需要考虑腕表是

以12小时	(AM/PM)	还是24小时模式运行。

更改时区：	

当您更改时区时，或者如果夏令时时间未自动变

更，您可以调整下方小时数字和腕表指针所显示的

小时数字，将其向前或向后调整几个小时，不影响

数字分钟和秒钟显示。步骤如下：

1.	选择并显示当地时间。
2.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2：上方显示符号T；下方闪烁
数字显示小时和分钟。

3. 向任意一个方向快速旋转表冠，更改下方数字小
时显示；指针会同时移动实现与数字显示同步。

4.  下方数字显示正确小时的时候，将表冠推回至位
置1。

注：如果夏令时未自动变更，您还需相应地调整第

二时区。

使用计时码表

概述

该数字计时可在一种模式下，测定一次持续长达	

47小时59分59.99秒活动的时间。

要操作该计时码表，在ADD (Ad)模式	(记录累积时
间)或SPLIT (SP)模式	(测量正在进行活动的中间时间)
下选择计时功能CHR。连续按压表冠便可启动/停止/
重启计时器。

	

要将数字计时显示归零，推动表冠并按住超过2秒。
注：每一次，您只可以使用两种计时功能中的一种	

——	ADD或SPLIT；它们无法同时使用。要转换为另
一种模式，您必须先停止计时并将计时器归零。不

过，在计时码表运行时，您可以选择并使用其他时

计功能。

选择一种模式：

在ADD模式中，您可以启动并停止计时器，以测量
一系列较短活动的累加时间，例如一场反复中断的

篮球比赛的实际比赛时间。每一次停止计时器，计

时就停止：它就不再继续跟踪计时。

在SPLIT模式下，可记录一次持续活动（例如赛跑）
进行中的中间时间。计时器将持续跟踪计时，与此

同时显示中间时间的读数。再次按压表冠时，计时

器将显示持续用时。

读取显示：

当计时码表在任意一种模式下运行——ADD或SPLIT	
——计时器将显示下列信息：
计时时间小于1分钟：
	 SP或Ad模式 —— 秒 + 百分之一秒。		
	 (例如：“Ad 05 58”)

计时时间大于1分钟且小于1小时：
	 	SP或Ad模式 —— Ad和分钟 + 秒 + 百分之一

秒交替出现。

	 (例如：“Ad”和“05 50 36”交替显示)

计时时间大于1小时且小于48小时：
	 	SP或Ad模式 —— 分钟	–	秒	– 百分之一秒交

替出现。

	 	(例如:“01 35 28”和“Ad	55”交替显示）

15  指针	– 数字石英计时码表	
1/100秒精确度

包括摩凡陀Dura指针–数字石英计时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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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闹钟	

设置闹钟：

1. 选择闹钟AL功能。
2.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2：显示小时和分钟的数字开始
在下方闪烁显示。

3.  向任意一个方向旋转表冠，将闹钟设为想要的时
间：快速旋转更改小时；慢速旋转更改分钟。

4. 将表冠推回至位置1（中间位置）：闹钟现在已设
置好，下方将显示AL	。

5. 将表冠推回至位置0，停止闹铃。
注：将表冠推回至位置0并按下超过2秒钟即可随时
取消倒计时功能。推压表冠一次，正在运行的倒计

时可以重新启动。

开启或关闭闹钟：

欲开启或关闭闹钟，选择闹钟AL功能，然后按压表
冠。	

每按压一次，均可从显示中得知闹钟处于开启还是

关闭：

	 	显示	AL —— 闹钟激活，会在设定时间响闹。
	 显示	OF —— 闹钟已关闭。
欲停止响闹，请推下表冠。	

注：设置闹钟以及读取设置的响闹时间时，请注意

考虑腕表是在12小时	(AM/PM)	还是24小时模式下
运行。

测试闹钟：

选择闹钟AL功能，然后按压表冠超过2秒：闹钟开始
响起。释放表冠停止闹钟测试。

15  指针	– 数字石英计时码表	
1/100秒精确度

包括摩凡陀Dura指针–数字石英计时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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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H – 时针
M – 分针
S	– 小秒针																																								
C – 秒钟计时器		 	 	

D – 12小时计时器	 	 	

E – 30分钟计时器																					
J – 日期显示	 	 	 	 	

P – 30 脉搏刻度	
1、2、3 – 表冠位置	 	 	 	

A – 计时按钮（启动/停止）	
B – 计时按钮（分段计时/归零）
R – 快速日期调校

这些自动计时码表配备一块精良的27石瑞士机芯，
拥有48小时动力储存、分钟计时器（长达30分
钟）、小时计时器以及小秒针副表盘、中央计时秒

针、以及日期显示。一些表款带有一个快速日期调

校按钮，而其他精选表款则带有心率表圈刻度，可

以用于计算您的脉搏。它们全都可以用于测定一次

持续长达12小时30分29秒活动的时间，精确	
到秒。	

注：在正常的日常活动期间，您的手臂运动可为自

动上链腕表提供足够动力。然而，如果您未佩戴腕

表连续超过48个小时，导致腕表停走，您需要手	
动给计时码表上链，然后才能设置时间或操作计时

功能：

1.  表冠处于位置1，平齐紧靠在表壳上，顺时针旋
转表冠约20圈。

2. 按照下面的说明重新设置时间。			

P

16  自动计时码表	
1/1秒精确度	— A型

包括原版摩凡陀Circa、摩凡陀Master和Vizio自动计时码表

图A

图B 

图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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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日期设置	

设置时间：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2；腕表停走。
2.  向任意一个方向旋转表冠，移动指针至所需的时
间，检查以确保日期在午夜而非正午变更。	

3. 将表冠推回至位置1；腕表重启。

使用表冠快速调整日期：	

(见图A和B）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2；腕表停走。
2.  旋转表冠，使指针于晚上9点	(21H)	和刚过午夜	
(24H)	之间来回移动；每次指针到达午夜12点，
日期将向前推进一天。

3.  当J窗口显示正确的日期时，将表冠推回位置1；
腕表重启。

使用调校器快速调整日期（仅限某些表款）：

(见图C)
重要事项：由于自日历在晚上8:30	(20:30H)	至
11:00 PM	(23H)	之间自动变更，切勿在此时段内使
用日期调校按钮。这样做可能会损坏机芯。

1.  压下表壳侧面位于10时位置的日期调校按钮R；
每一次按压并释放按钮R将使J窗口的日期向前推
进一格。

计时功能

概述	

使用按钮A和B来操作计时码表。第一次按下按钮A
将开始计时。当计时码表运行时，三根计时计时器

指针将不断推进，显示当前经过的秒数（指针C），
长达30分钟的分钟数（指针E），及长达12小时的
小时数（指针D）。第二次按下按钮A将停止计时。
按下按钮B，指针C、E和D将归零。
重要事项：计时开始前，表冠必须处于位置1，指针
必须位于零。如有必要，按下按钮B归零。当表冠拉
出至位置1，切勿使用计时功能。当时计处于水下
时，切勿操作计时按钮A和B。
注：指针S是标准时计秒针。它并非计时功能的一部
分，因此当表冠处于位置1	时将继续运行。

单一计时功能：	

1. 按下按钮A开始计时。
2. 第二次按下按钮A停止计时。
3. 按下按钮B计时归零。

累积时间功能：	

要测量一系列较短活动的累加时间，例如一场反复

中断的篮球比赛的实际比赛时间，：

1. 按下按钮A开始计时。
2. 第二次按下按钮A停止计时。
3. 再一次按下按钮A恢复计时。
4. 第四次按下按钮A再一次停止计时。
注：每一次停止计时，计时指针会显示累计时间。

5. 重复步骤1和2来累加每个额外的时间间隔。	
6.  在您记录最后一个累积时间读数后，按下按钮B计
时指针归零。

16  自动计时码表	
1/1秒精确度	— A型

包括原版摩凡陀Circa、摩凡陀Master和Vizio自动计时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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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自动计时码表	
1/1秒精确度	— A型

包括原版摩凡陀Circa、摩凡陀Master和Vizio自动计时码表

要测量您的心率（仅限某些表款）：

(见图D）	
一些摩凡陀自动计时码表还带有一个经校准的内	

表圈环，通过使用计时秒针C可以用来来测量您	
的心率：

1. 如有必要，按下按钮B使计时归零。
2. 寻找您的脉搏。
3.  按下按钮A，数30次心跳，然后立即再次按下按
钮A。

4.  您的心率（每分钟心跳）就是标有刻度的内表	
圈环上的计时秒针C所显示的数字。例如，	
9秒 = 200次心跳/分钟，45秒	= 40次心跳/	
分钟。

5. 按下按钮B所有计时指针归零。

图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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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自动计时码表
1/1秒精确度 — B型
包括全新SE自动计时码表

图片说明：
H – 时针
M – 分针
S – 小秒针																																								
C – 秒钟计时器	
G – 24小时指针	 	 	

D – 12小时计时器	 	 	

E – 30分钟计时器																					
J – 日期显示
1、2、3 – 表冠位置
A – 计时按钮（启动/停止）	
B – 计时按钮（分段计时/归零）

这些自动计时码表配备一块精良的25石瑞士机芯，
拥有48小时动力储存、分钟计时器（长达30分
钟）、小时计时器以及小秒针副表盘、中央计时秒

针、以及日期显示。它们可以用于测定一次持续长

达12小时30分59秒活动的时间，精确到秒。	
注：在正常的日常活动期间，您的手臂运动可为自

动上链腕表提供足够动力。然而，如果您未佩戴腕

表连续超过48个小时，导致腕表停走，您需要手动
给计时码表上链，然后才能设置时间或操作计时	

功能：

1.  表冠处于位置1，平齐紧靠在表壳上，顺时针旋
转表冠约20圈。

2. 按照下面的说明重新设置时间。

时间/日期设置	

设置时间：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3；腕表停走。
2.  向任意一个方向旋转表冠，移动指针至所需的时
间，检查以确保日期在午夜而非正午变更。	

3. 将表冠推回至位置1，腕表重启。

快速调整日期：

重要事项：由于自动日历在晚上8:00 (20H)	至凌晨
2:00 (2H)	之间自动变更，切勿在此时段内进行快速
日期更改。这样做可能会损坏机芯。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2。
2. 顺时针旋转表冠更改日期J。
注意：逆时针旋转表冠会更改24小时指针G。
3. 当J窗口显示正确的日期时，将表冠推回位置1。

计时功能

概述	

使用按钮A和B来操作计时码表。第一次按下按钮A
将开始计时。当计时码表运行时，三根计时计时器

指针将不断推进，显示当前经过的秒数（指针C），
长达30分钟的分钟数（指针E），及长达12小时的
小时数（指针D）。第二次按下按钮A将停止计时。
按下按钮B，指针C、E和D将归零。
重要事项：计时开始前，表冠必须拉出至位置2或	
3，指针必须位于零。如有必要，按下按钮B归零。
当表冠拉出至位置1，切勿使用计时功能。当时计处
于水下时，切勿操作计时按钮A和B。
注：指针S是标准时计秒针。它并非计时功能的一部
分，因此当表冠处于位置1时将继续运行。

单一计时功能：	

1. 按下按钮A开始计时。
2. 第二次按下按钮A停止计时。
3. 按下按钮B计时归零。

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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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时间功能：	

要测量一系列较短活动的累加时间，例如一场反复

中断的篮球比赛的实际比赛时间：

1. 按下按钮A开始计时。
2. 第二次按下按钮A停止计时。
3. 再一次按下按钮A恢复计时。
4. 第四次按下按钮A再一次停止计时。
注：每一次停止计时，计时指针会显示累计时间。

5. 重复步骤1和2来累加每个额外的时间间隔。	
6. 在您记录最后一个累积时间读数后，按下按钮B计
时指针归零。

17  自动计时码表
1/1秒精确度 — B型
包括全新SE自动计时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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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自动计时码表	
1/1秒精确度 — C型
包括新款Datron自动计时码表

H

M

S
C

D

E

J

A

B

1  2  3

图片说明：
H – 时针
M – 分针
S – 小秒针	
C	–	秒钟计时器	
D –	12小时计时器
E –	30分钟计时器
J –	日期显示窗
1, 2, 3	–	表冠位置
A –	计时按钮（开始/停止）	
B –	计时按钮（分段计时/复位）

这些自动计时表款采用镶有37颗宝石的精密瑞士机
芯，可存储42小时动力，带有分钟计时器（最多可
计30分钟）、小时计时器（最多可计12小时）和
小秒针表盘；表盘中央配有计时秒针和日期显示窗

口。这些计时表可对某项活动持续计时长达12小时
30分59秒，计时结果精确到最接近的秒数。	

注：在平时的日常活动中，您手臂的运动量应足够

为您的摩凡陀自动腕表上链。但是，如果您已经有

超过48小时未佩戴腕表且腕表已经停止走动，则您
需要在设置时间或使用计时功能前手动对计时机芯

进行上链：

1.  当表冠处于位置1、与表壳齐平时，顺时针旋转表
冠约20圈。

2. 按下述说明重新设置时间。	

时间/日期设置

设置时间：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3；腕表停止走动。
2.  向任一方向旋转表冠，将指针移动到所需时间，
确保日期在午夜而非正午变更。	

3.	将表冠推回位置1；腕表重新走动。

快速调校日期：

1. 将表冠拔出至位置2。
2. 向任一方向旋转表冠以调校日期。
3. 当窗口J显示正确日期时，将表冠推回位置1。

计时功能

概述	

使用按钮A和B来操作计时码表。第一次按下按钮A
将开始计时。在计时码表运行时，三个计时指针将

会连续扫秒，分别显示当前已经走过的秒钟数（指

针C）、不超过30的分钟数（指针E）以及不超过
12的小时数（指针D）。第二次按下按钮A将停止计
时。按下按钮B，指针C、E和D将归零。

重要事项：计时开始前，表冠必须处于位置1，指针
必须位于零。必要时按下按钮B将指针归零。当表冠
拉出至位置2或3时，切勿使用计时功能。当腕表处
于水中时，切勿操作计时按钮A和B。
注：指针S是腕表显示标准时间的秒针。它不属于计
时功能的一部分，因此当表冠处于位置1时，它仍会
连续走动。

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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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自动计时码表	
1/1秒精确度 — C型
包括新款Datron自动计时码表

单一计时功能：	

1. 按下按钮A开始计时。
2.		第二次按下按钮A停止计时，读取指针走过的	
时间。

3. 按下按钮B将计时指针归零。

累积计时功能：	

要测量一系列较短活动的累加时间，例如一场频繁

中断的篮球比赛的实际比赛时间：

1. 按下按钮A开始计时。
2. 第二次按下按钮A停止计时。
3. 再次按下按钮A恢复计时。
4. 第四次按下按钮A再次停止计时。
注：每次停止计时，计时指针都会指示累计时间。

5. 重复步骤1和2来累加每个额外的时间间隔。	
6. 在您记录最后一个累计时间并读数后，按下按钮B
将计时指针归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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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图A
H – 时针
M – 分针
S – 小秒针	
C	–	秒钟计时器	
D –	12小时计时器
E –	30分钟计时器
J –	日期显示窗
1, 2, 3	–	表冠位置
A –	计时按钮（开始/停止）	
B –	计时按钮（分段计时/复位）

这些自动计时款式采用镶有25颗宝石的精密ETA 
A07.211自动上链机械机芯，可存储48小时动力，
带有分钟计时器（最多可计30分钟）、小时计时器	
(最多可计12小时）和小秒针表盘，表盘中央配有计
时秒针，以及日期显示窗口。它们可对某项活动持续
计时长达12小时30分59秒，计时结果精确到最接近
的秒数。	

手动上链/旋入式表冠
在平时的日常活动中，您手臂的运动量应足够为您
的自动计时码表上链。但是，如果您已经有超过48小
时未佩戴腕表且腕表已经停止走动，则您需要在设置
时间/日期或使用计时功能前，手动旋松表冠(精选款
式）,并对腕表进行手动上链：

手动为腕表上链：

1. 	逆时针旋转表冠大约6圈，旋松有些款式上的	
表冠。

2. 将已旋松的表冠拉出至位置1，顺时针旋转表冠约
20圈，为机芯上链。	

3. 按下述说明重新设置时间/日期。

注：完成时间/日期设置后，必须将有些款式上的表
冠旋入到表壳中以确保防水功能：轻轻按住的同时顺

时针旋转表冠约6圈，直至开始感觉到阻力。不要旋
得太紧。

时间/日期设置

设置时间：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3；腕表停止走动。
2.  向任一方向旋转表冠，将指针移动到所需时间，
确保日期在午夜而非正午变更。

注：调校时间时，每经过午夜一次，日期便向前推进
一天。
3.  将表冠推回位置1；腕表重新走动。

快速调校日期：
注意：与所有配备日历功能的机械表一样，表盘上显
示的时间介于晚上9点(21:00)和凌晨3点(03:00)之间
时，切勿使用快速调校日期功能（将表冠拉出至位置
2），否则可能会损坏腕表的机械	
装置。
1.  将表冠拔出至位置2。
2.  顺时针旋转表冠以更改日期。
3.  当窗口J显示正确日期时，将表冠推回位置1并	
旋入。

19  自动计时码表	
1/1秒精确度 — D型

包括SE Extreme以及限量版摩凡陀Parlee自动计时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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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功能

概述： 
使用按钮A和B来操作计时码表。第一次按下按钮A将
开始计时。在计时码表运行时，三个计时指针将会连
续扫秒，分别显示当前已经走过的秒钟数（指针C）
、不超过30的分钟数（指针E）以及不超过12的小时
数（指针D）。第二次按下按钮A将停止计时。按下
按钮B，指针C、E和D将归零。
重要事项：计时开始前，表冠必须处于位置1，指针
必须位于零。必要时按下按钮B将指针归零。当表冠
拉出至位置2或3时，切勿使用计时功能。当腕表处
于水中时，切勿操作计时按钮A和B。
注：指针S是腕表显示标准时间的秒针。它不属于计
时功能的一部分，因此当表冠处于位置1时，它仍会
连续走动。

单一计时功能：
1.  按下按钮A开始计时。
2.  第二次按下按钮A停止计时，读取指针走过的	
时间。

3.  按下按钮B将计时指针归零。

累计计时功能：	
要测量一系列较短活动的累加时间，例如一场频繁中
断的篮球比赛的实际比赛时间：
1.  按下按钮A开始计时。
2.  第二次按下按钮A停止计时，读取指针走过的	
时间。

3.  再次按下按钮A恢复计时。
4.  第4次按下按钮A，计时码表再次停止，此时可读
取累计计时的时间。

注：每次停止计时，计时指针都会指示累计时间。
5.  重复步骤1和2来累加每个额外的时间间隔。
6.  在您记录最后一个累计时间并读数后，按下按钮B
将计时指针归零。

19  自动计时码表	
1/1秒精确度 — D型

包括SE Extreme以及限量版摩凡陀Parlee自动计时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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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旋转显示24小时世界时间的	
自动3指针表款

包括摩凡陀Red Label Calendomatic世界时间表款

H

S

M
R

T

1  2  3

图片说明：
H – 时针
M	–	分针
S	–	秒针
R	–	旋转的城市世界时间表盘	
T	–	固定的24小时世界时间显示刻度 

表冠位置：

位置1 – 	正常运行/手动上链位置。	
表冠推入表壳中。

位置2 – 快速调校世界时间旋转盘。
位置3 – 时间设置位置。

这些自动表款采用精密瑞士机芯，带独特的世界时

间旋转显示盘。当地时间由时针H和分针M显示，而
旋转的城市盘R和固定的24小时时间刻度T则可以连
续显示世界各地24个时区的当前时间。

注：在平时的日常活动中，您手臂的运动量应足够

为您的精准摩凡陀自动表上链。但是，如果您已经

有38小时或更长时间未佩戴腕表且腕表已经停止走
动，您将需要在设置当地时间或世界时间之前手动

进行上链：

1.  当表冠处于位置1、与表壳齐平时，顺时针旋转表
冠约20圈。	

2. 按下述说明重新设置当地时间和世界时间。	

设置时间：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3；腕表停止走动。
2.  向任一方向旋转表冠，直至指针指向所需的时
间。	

3.  将表冠推回位置1；腕表重新走动，现在已设置到
正确时间。

调校世界时间：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2；腕表继续运行。
2.  向任一方向旋转表盘R，直至最近的主要城市名与
刻度T上其对应时区的当前小时对齐。接着刻度T
上将会显示所有24个世界主要城市的当前时间。

3. 正确调校了世界时间后，将表冠推回位置1。

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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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H – 时针
M – 分针
L – 两月月相指示器	
D – 日期指示器	

A – 月相调校按钮
B – 日期调校按钮

表冠位置：

位置1 –  正常运行/手动上链位置。	
表冠推入表壳中。	

位置2 – 时间设置位置。
注意：在平时的日常活动中，您手臂的运动量应足

够为您的精准摩凡陀自动表上链。但是，如果您已

经有38小时或更长时间未佩戴腕表且腕表已经停止
走动，您将需要在设置时间或设置显示内容之前手

动上链：

要对自动机芯手动上链：	

1. 表冠处于位置1时，顺时针旋转表冠约20圈。	
2. 按以下说明重新设置时间。	

要设置时间：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2；腕表停止走动。
2.  将表冠朝任一方向转动，将指针移动到所需时
间，确保显示的日期在午夜而不是中午改变。

3. 将表冠推回位置1；腕表恢复走动，现在已设置到
正确时间。

重要事项：由于自动日历在下午	4:30 (16:30H) 
至凌晨	1:00 (1H) 之间自动变更，切勿在此时段	
内使用日期或月相调校按钮。这样做可能会损坏	

机芯。

21  具有月相盘和日期指示器的自动2指针表款
包括摩凡陀Red Label Planisphere表款		

图A

图B 

图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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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调校月相指示器：	

注意：这几款腕表都配有两月月相指示器：月相盘

需要59天，即经过两个满月和两个新月的循环，才
走完副表盘L上的一整圈。

使用提供的调校工具的细小端操作表壳顶部12:30
位置上的月相调校按钮A。每一次按下并松开按钮
A可将环绕满月图像的月相副表盘L推进一天，满月
图像的12点钟位置有小指示点；按下并松开按钮
59次可走过月相盘上的两个完整朔望月。
1.  按下并松开调校按钮A，直到副表盘L中满月图像
正上方的小指示点与旋转的外盘上的两个小满月

之一对齐。

2.  查看日历，确定上次满月的日期，然后计算自这
一日后过去的天数。例如，如果上次满月是在6
号，今天是17号，那么已经过去了11天。

3.  对于自上次满月后过去的每一天，按下并松开调
校按钮A一次；外部的旋转盘将推进，以使白色
的小指示点与副表盘L中的当前月相对齐。

要调校日期（快速模式）：	

使用提供的调校工具的细小端按下表壳底部6:30位
置上的日期调校按钮B；每次按下并松开按钮B可将
日期指示器指针D推进一天。

21  具有月相盘和日期指示器的自动2指针表款
包括摩凡陀Red Label Planisphere表款		



44

22  具有月相视窗和日期指示器的自动2指针表款
包括摩凡陀Red Label Skymap系列	

图片说明：
H –	时针
M – 分针
L – 月相视窗
D – 日期指示器	

A – 月相调校按钮
B – 日期调校按钮	

表冠位置：

位置1 –  正常运行/手动上链位置。	
表冠推入表壳中。	

位置2 – 时间设置位置。

注意：在平时的日常活动中，您手臂的运动量应足

够为您的精准摩凡陀自动表上链。但是，如果您已

经有38小时或更长时间未佩戴腕表且腕表已经停止
走动，您将需要在设置时间或设置显示内容之前手

动上链：

要对自动机芯手动上链：	

1. 表冠处于位置1时，顺时针旋转表冠约20圈。	
2. 按以下说明重新设置时间。	

要设置时间：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2；腕表停止走动。
2.  将表冠朝任一方向转动，将指针移动到所需时
间，确保显示的日期在午夜而不是中午改变。

3. 将表冠推回位置1；腕表恢复走动，现在已设置到
正确时间。

重要事项：由于自动日历在下午	4:30	(16:30H)	
至凌晨	1:00	(1H)	之间自动变更，切勿在此时段内
使用日期或月相调校按钮。这样做可能会损坏	

机芯。

要调校月相指示器：	

使用提供的调校工具的细小端操作表壳顶部12:30
位置上的月相调校按钮A。每一次按下并松开按	
钮A可将月相视窗L中的月亮指示推进一天；按下并
松开按钮28次将经过一个朔望月。
1.  按下并松开调校按钮A，直到视窗L中出现满月图
像（白色）。	

2.  查看日历，确定上次满月的日期，然后计算自这
一日后过去的天数。例如，如果上次满月是在6
号，今天是17号，那么已经过去了11天。	

3.  对于自上次满月后过去的每一天，按下并松开	
调校按钮A一次；此时当前的月相将显示在视	
窗L中。	

要调校日期（快速模式）：	

使用提供的调校工具的细小端按下表壳底部6:30位
置上的日期调校按钮B；每次按下并松开按钮B可将
日期指示器指针D推进一个数字。

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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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具有双时区和月份/日期显示窗的数字触屏LED型腕表
包括摩凡陀BOLD Touch表款

图片说明：
LED – 主数字显示屏
T1 – 时区1模式指示器
T2 – 时区2模式指示器
DA – 日期模式指示器
P – PM指示器（仅出现在“设置模式”中）

这几款双时间数字腕表配有新颖的4位数字LED触摸
显示屏，具有3种模式功能：“时间1”、时间2”
和“日期”。在主LED显示屏中，“时间模式”以12
小时制显示；“日期模式”以“月份/日期”格式显

示。主显示屏下有三个小LED显示器，其中一个显示
当前的模式。触屏水晶镜面经过特殊处理，可防止

留下指纹/污痕。

触摸区域
A – 开/关
B – 设置
C – 滑屏
D – 滑屏

表盘上的水晶镜面有四个触摸区域或象限：

A – 触摸12点钟附近以打开或关闭腕表。
B – 触摸6点钟附近设置当前的显示。

C/D –  用手指向任一水平方向滑动，从一种显示模
式切换到另一显示模式：

模式顺序：

TIME1（小时/分钟）  TIME2（小时/分钟）   
DATE（月份/日期）	

图A

A

B

C D

图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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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腕表/触摸屏：

1.  要开启腕表，触摸区域A中的圆点，保持接触约	
2秒钟直到LED显示屏亮起。启动时将自动显示	
时间1”。

注意：腕表开启后，无论何时触摸屏闲置（未触

摸）有5秒钟，腕表将进入“休眠模式”，LED显示
屏将变暗以节省电池电量：触摸任何区域可唤醒LED
显示屏。

2.  要在3种显示模式之间切换，在区域C和D上向任
一方向滑动手指。

3.  要关闭腕表，触摸区域A中的圆点约2秒钟，直到
LED显示屏出现“bye”(再见)字样然后变暗。

注意：如果每天激活5秒LED显示屏5次，电池的预期
使用寿命为24个月更加频繁的操作将缩短电池	
寿命。

设置时间/日期：

您可以从3种“Display Modes” – “TIME 1”、	
“TIME 2”或“DATE”中的任何一种进入“设置模
式”：

1.  要进入设置模式，触摸区域B，保持接触约2秒
钟，直到当前的LED显示模式中的第一个2位数开
始闪烁。	

注意：显示屏正在闪烁的时候，如果屏幕闲置（未

触摸）有10秒钟，腕表将退出“设置模式”并返回
标准“显示模式”：重复第一步重新进入“设置	

模式”。

2.  将手指从屏幕上的区域C滑至区域D以增大闪烁	
的数字，或从区域D滑动至区域C以减小闪烁的	
数字。	

3.  要确认采用正在闪烁的小时或月份的新设置，触
摸区域B约1.5秒，直到第一个2位数停止闪烁且
第二个2位数开始闪烁。

4.  将手指从屏幕上的区域C滑至区域D以增大闪烁	
的数字，或从区域D滑动至区域C以减小闪烁的	
数字。

5.  要确认采用正在闪烁的分钟或日期的新设置，触
摸区域B约1.5秒，直到第二个2位数停止闪烁且
腕表退出“设置模式”。

注意：“P”代表下午的时间；“年”仅在腕表处
于“设置模式”(分别为“时间”或“日期”)时显

示，在“TIME 1”、“TIME 2”或“DATE”显示模
式中不会出现。

23  具有双时区和月份/日期显示窗的数字触屏LED型腕表
包括摩凡陀BOLD Touch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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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全点阵数字LCD触屏多功能腕表
包括摩凡陀BOLD Touch 2表款

搭载精准数字石英技术的摩凡陀专利腕表设计。这

些表款配有全点阵LCD显示屏。当创新型的触屏表盘
亮起时，可滑动手指查看多种显示信息，包括：两

种格式的时间、世界时间、秒表、倒计时器、计步

器和自动日历。美国专利号D735,589

图片说明：
D – 全点阵数字显示屏
L – 解锁键

表盘图标/缩写：

 – 开始
 – 停止
 – 重置
 – 秒表/倒计时器开启

 – 秒表/倒计时器关闭
DST –	夏令时
MS – 公制：千米
BS –	美（英）制：英里

操作说明	

概述
•  操作腕表时，LCD显示屏保持亮起 
•  位于12点钟位置的摩凡陀圆点为“解锁键”
•  轻触摩凡陀圆点并保持2秒钟将解锁显示屏，此时
可以调整设置或切换模式

•  如在设置中将EL背光设为“ON”（开启），则每次
解锁显示屏后，EL背光将亮起2秒钟

解锁显示屏后：
•  轻触屏幕中心并保持2秒钟可进入/更改设置或设置
步数目标

•  上下滑动可切换操作模式
• 	左右滑动可在同一操作模式下切换显示内容
•  轻触表盘右上角可打开背光2秒钟（前提是已在设
置中将背光设为“ON”[开启]）

设置模式

1.  轻触屏幕中心并保持2秒钟进入“设置模式”屏幕。
2.  轻触“SETTINGS”（设置），向上或向下滑动，然
后轻触所需的词以进入相应的设置模式：“TIME” 
(时间)、“DATE”(日期)、“CITY”(城市)、“UNIT”(单
位，MS或BS)、“DISPLAY”(显示)、“SOUND”(声音)
或“BACKLIGHT”（背光）。

时间设置

1. 	轻触“TIME”（时间）进入时间设置模式。
2.  轻触“12/24 HOUR”（12/24小时制）进入

12/24小时制选择屏幕；轻触选项以选择。
3. 	向左滑动返回主时间屏幕。
4.  轻触“CURRENT TIME”（当前时间）调整时间设
定；轻触代表小时的数字；向上或向下滑动进行

调整；轻触选中要设置的值；对代表分钟和秒钟

的数字重复这一流程。

5. 	向左滑动返回主时间屏幕；再次向左滑动返回设
置列表。

图A

L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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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全点阵数字LCD触屏多功能腕表
包括摩凡陀BOLD Touch 2表款

日期设置

1.  轻触“DATE”(日期)进入日期设置模式。
2.  向上或向下滑动，然后轻触以选择月份。
3.  向右滑动；然后向上或向下滑动并轻触以选择日
期。

4.  再次向右滑动；然后向上或向下滑动并轻触以选
择年份。

5.  向左滑动两次，返回设置列表。

城市设置

1.  轻触“CITY”(城市)进入时区设置模式。
2.  轻触以选择“CITY”(城市)；然后向上或向下滑动列
表，轻触选择您所在时区的城市名称；向左滑动

返回上一屏幕。

3.  轻触以选择“DST”(夏令时)，然后轻触选项，将夏
令时“ON”(开启)或“OFF”(关闭)。

4.  再次向左滑动，返回设置列表。

单位

1.  轻触“UNIT”(单位)进入距离测量屏幕。
2.  轻触“MS”选择千米，或轻触“BS”选择英里。
3. 	向左滑动返回设置列表。

显示

1. 	轻触“DISPLAY”(显示)以设置有效的显示时间。
2.  轻触“5 SECS”(5秒)、“10 SECS”(10秒)或	

“15 SECS”(15秒)，设置屏幕在没有动作时	
仍然保持解锁状态的持续时间。

3.  向左滑动返回设置列表。

声音激活

1. 轻触“SOUND”(声音)进入声音激活屏幕。
2.  选择“ON”(开启)或“OFF”(关闭)；如果选择	

“ON”(开启)，则声音被启用。
3.  向左滑动返回设置列表。
注：	必须将声音设为“ON”(开启)(在设置中启用)	
才能听到计时器闹铃。

背光激活	

1.  轻触“BACKLIGHT”(背光)进入背光激活屏幕。
2.  选择“ON”(开启)或“OFF”(关闭)；如果选择	

“ON”(开启)，则每次解锁显示屏后，EL背光	
将亮起2秒钟。

3.  向左滑动返回设置列表。

功能

上下滑动可按显示的顺序在不同功能之间循环	

切换。

向右滑动并按指示轻触可进入相应功能。

主屏幕显示选项

时间格式1

时间格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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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全点阵数字LCD触屏多功能腕表
包括摩凡陀BOLD Touch 2表款

时间显示	

1. 轻触圆点并保持2秒钟以解锁屏幕。
2. 向左或向右滑动，选择时间显示格式。

计步器	

记录范围：0-4小时；0-99,999步。

1. 轻触  – 开始记录步数。

2. 轻触  – 停止记录步数。

3. 	轻触屏幕底部的  可在每日和每周活动量之间	
切换。

4.  向左或向右滑动查看其他日期的活动量。

日历 

按月份显示2000年到2099年的日期，一次显示一
个月。

1. 向左或向右滑动可更改要显示的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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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全点阵数字LCD触屏多功能腕表
包括摩凡陀BOLD Touch 2表款

计时器	 
在设定的倒数计时时段结束时闹铃响起，最长可倒

数计时23小时59分钟59.9秒。
注：	必须将声音设为“ON”（开启）（在设置中启
用）才能听到闹铃。

1. 轻触  开始。
2. 轻触 	停止。
3.  轻触  恢复倒数或轻触  将计时器重置为零。

秒表	 
计时长达23小时59分钟59.9秒；存储：99个分段

1.  轻触  开始。 (顶部的  变为 )
2.  轻触  停止 (  变为 )；读取时间。
3.  轻触  恢复计时 (  变回 )，或轻触 	将秒表重
置为零。

注：		屏幕锁定后，秒表会继续在后台运行。

世界时间 

城市名称显示在屏幕顶部。

1. 向右滑动查看城市列表。
2. 向上或向下滑动并轻触以选择城市。
3. 向左滑动查看所选城市的时间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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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H – 时针
M – 分针
S – 小秒针	
C – 计时码表秒钟计时器
E – 计时码表30分钟计时器
F – 星期指示器
D – 日期窗
1, 2, 3 – 表冠位置
A – 计时码表键钮（开始/停止）
B – 计时码表键钮（分段计时/重置）

这些计时码表表款具有中置秒针、分钟计时器（最

多可计时30分钟）小表盘、小秒针小表盘、星期指
示器小表盘和日期窗。它们可以持续计时长达30分
钟，计时结果精确到秒。	

时间/日期设置

设置时间：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3；码表停止走动。
2. 正向或反向旋转表冠，直至指针指向所需的	
时间。

3. 将表冠推回位置1；码表重新走动。	

要在设置时间时精确到秒：		

1. 小秒针S到达<<60>>位置后，将表冠拔出至	
位置3；码表停止走动。

2. 将表冠朝任一方向转动，移动指针设置时间，	
确保显示的日期在午夜而不是中午改变。	

3. 将指针移动到稍早于精确时间的位置，然后慢慢
地逆时针旋转表冠，使分针与相应的分钟刻度	

对齐。

4. 采用精确的时间信号（例如，来自新闻广播电台
的时间信号）作为基准。当信号音发出准确的时

间信号时，立即将表冠推回位置1；码表将恢复走
动，此时码表时间设置为准确时间。

调校日期（快速模式）：

1. 将已旋松的表冠拉出至位置2；码表继续走动。
2. 逆时针旋转表冠，直到日期窗D显示正确的	
日期。

3. 将表冠推回位置1。
注：如果于码表正在进行自动日期变更的9:45 PM
到12:00 AM之间调校日期，则应将日期调校至后一
日：如果在此时段通过快速模式调校日期，码表在

午夜时将不会自动向前推进一天。

设置日期、星期和时间：

示例：码表上的日期/时间显示为：[17] 01:25 / 
MON，当前日期/时间为：[23] 20:35 / THU
1.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3；码表停止走动。
2. 逆时针旋转表冠，直到小表盘指针F指示昨天的星
期(WED)。  

3. 将表冠推到位置2。
4. 继续逆时针旋转表冠，直到日期窗D显示昨天的
日期(22)。

5. 将表冠拉出至位置3；码表停止走动。
6. 逆时针旋转表冠，直到日期窗D显示正确的日期

(23)，且小表盘指针F指示正确的星期(THU)。  
7. 继续逆时针旋转表冠，直到时针和分钟指示正确
的时间(8:35 PM)，请注意区分上午/下午。

8. 将表冠推回位置1，并旋入表壳中。

图 A

25  石英计时码表
1/1秒	– C型

包含摩凡陀Heritage系列Calendoplan计时码表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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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功能

概述：

使用键钮A和B来操作计时码表。第一次按键钮A将开
始计时。第二次按键钮A将停止计时，以便读取指针
走过的时间。第三次按键钮A将重新开始计时。按键
钮B将计时码表指针C和E归零。调整时间不会停	
止计时码表，但键钮A和B在拔出表冠期间将暂停	
使用。

注：计时开始前，表冠必须处于位置1，指针必须位
于零。按键钮B将计时指针归零。	
重要说明：当表冠拔出至位置2或3时，请勿按键钮
A或B。如果在表冠未与表壳齐平的情况下意外按下
键钮A或B，一个或多个计时码表指针可能变得不同
步。如果发生这一情况，请根据文档末尾的说明同步

计时码表指针。

简单的计时码表功能：

为无间歇的单项活动计时：

1. 按键钮A开始计时。
2. 第二次按键钮A停止计时，读取2根计时码表指针
走过的时间，例如：20分38秒。

3. 按键钮B将计时码表指针归零。

累积计时功能：

测量一系列短时活动的总共时间（比如，一场频繁中

断的篮球比赛的实际比赛时间）：

1. 按键钮A开始计时。
2. 第二次按键钮A停止计时，读取指针走过的时间，
例如：15分5秒。

3. 再次按键钮A恢复计时。
4.  第四次按键钮A再次停止计时，读取新的时间，	
例如：20分17秒。

注意：每次停止计时，计时码表指针都会指示累计	

时间。

5. 重复步骤1和2来累加每个额外的时间间隔。	
6. 在读取最后一个累计时间读数后，按键钮B将计时
码表指针归零。

分段计时或中间时间功能：

在比赛进行期间查看中间时间读数：

1. 按键钮A开始计时。

2. 按键钮B暂停计时码表。
3. 读取中间时间，例如：20分17秒。
4. 按键钮B让计时码表继续走动。2根计时码表指针
将迅速为正在进行的比赛继续计时。	

5. 若要读取第二分段计时时间，再次按键钮B。		
重复第2步至第4步，可读取任何其他分段的计时	
时间。	

6. 按键钮A停止计时码表。
7. 读取最终时间读数，例如：29分7秒。
8. 按键钮B将计时码表指针归零。

同步计时码表指针：

更换电池后或发生故障时，您可能需要手动调整一根

或两根计时码表指针，使它们与零位置正确对齐。	

注：处于调校模式时，每次按下和释放键钮A都将使
当前计时码表指针向前移动一个递增量。要快速向前

移动指针，请按住键钮A。	
在调校期间，您可以随时将表冠推回位置1，退出调
校模式。

1. 将表冠拔出至位置3。	
2. 同时按住键钮A和B至少2秒即可进入调校模式。当
计时码表秒针C旋转360°时，将激活调校模式；释

放键钮A和B。
3. 使用键钮A调整中置计时码表的秒钟指针C。
4. 当指针C到达零位置时，按下键钮B。
5. 现在按键钮A可调整计时码表的分钟指针E。
6. 当指针E到达零位置时，按键钮B。
7. 将表冠推回位置1。	
计时码表指针现在将在零位置同步，计时码表准备就

绪可供使用。

25  石英计时码表
1/1秒	– C型

包含摩凡陀Heritage系列Calendoplan计时码表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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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H –	时针
M –	分针
S –	秒针
K –	月指示器指针
D – 日期指示器
J –	星期指示器	
L – 月相小表盘
1、2 – 表冠位置	C
A –	日期调校键钮
E –	月指示器调校键钮

这些表款的表盘上有三个小表盘，分别指示星期、

日期和当前月相；另外还有一个中置的月指示器	

指针。	

重要说明：请勿在11:30 PM到5:30 AM之间（暂停
期间）使用键钮A调校日期D，或在星期天到星期一
之间（暂停期间）使用键钮E调校星期，码表将在这
些时段进行自动日历变更。否则可能会损坏码表的

日历机械装置。

设置说明

设置顺序为：月相 日期 星期 时间。

1. 将表冠C拉出至位置2；码表停止走动。
2. 顺时针旋转表冠C，直到月相小表盘顶部显示满
月图像。

3. 在10:00 PM到01:00 AM之间通过反复顺时针旋
转表冠C，将星期J设置为上次满月的星期，然后
逆时针旋转。每次时针和分针经过午夜时，小表

盘中的指针J都将推进一天；继续旋转直到小表盘
中的指针J显示上次满月的星期。请根据需要查阅
报纸或互联网了解所需的星期信息。	

4. 继续顺时针旋转表冠C，直到指针H和M显示时间
06:00 AM。

5. 要设置日期，请按键钮A直到小表盘D指示上次满
月的日期；请见以下图表。

6. 然后顺时针旋转表冠C，向前移动时针和分针，
直到小表盘D显示当前日期。

7. 继续顺时针旋转表冠C，直到指针H和M显示目标
时间，请注意区分上午/下午。

8. 按键钮E设置月指示器指针K，移动该指针，使其
指向表盘周边的当月上旬、中旬或下旬刻度。		

重要说明：请勿在星期天到星期一之间（暂停期

间）进行调校。

9. 将表冠推回位置1；码表恢复走动。

日期的快速变更调校：	

按键钮A直到小表盘D指示当前日期。	
重要说明：请勿在11:30 PM到5:30 AM之间（暂停
期间）调校。

月的快速变更调校：

按键钮D直到月指示器指针K指向表盘周边月刻度上
的目标位置。	

重要说明：请勿在星期天到星期一之间（暂停期

间）进行调校。

图 A

26  3指针月相/星期/日期石英表款	–	A类
包含摩凡陀Heritage系列Celestograf 42mm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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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月日期:

 2016 2017 2018 2019
一月 24 12 02/31 21
二月 22 11 ---- 19
三月 23 12 02/31 21
四月 22 11 30 19
五月 21 10 29 18
六月 20 09 28 17
七月 19 09 27 16
八月 18 07 26 15
九月 16 06 25 14
十月 16 05 24 13
十一月 14 04 23 12
十二月 14 03 22 12

26  3指针月相/星期/日期石英表款	–	A类
包含摩凡陀Heritage系列Celestograf 42mm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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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H –	时针
M –	分针
S –	秒针
D –	日期指示器
J –	星期指示器	
L – 月相小表盘
1、2 – 表冠位置	C
A –	日期调校键钮
B – 星期调校键钮

这些表款的表盘上有三个小表盘，分别指示星期、

日期和当前月相。	

重要说明：请勿于码表正在进行自动日历变更的

11:30 PM到5:30 AM之间（暂停期间）使用键钮A
调整日期D，或使用键钮B调整星期J。否则可能会损
坏码表的日历机械装置。

设置说明

设置顺序为：月相 星期 日期 时间。

1. 将表冠C拉出至位置2；码表停止走动。
2. 顺时针旋转表冠C，直到月相小表盘顶部显示满
月图像。

3. 继续顺时针旋转表冠C，直到指针H和M显示时间
06:00 AM。

4. 在使用快速变更调校功能时，按键钮A将小表盘	
D的小指针设置为上次满月的日期；请见以下	
图表。

5. 在使用快速变更调校功能时，按键钮B将小表盘J
的小指针设置为当前星期。

6. 继续顺时针旋转表冠C，向前移动时针和分针，
直到小表盘D的小指针显示当前日期。

7. 继续顺时针旋转表冠C，直到指针H和M显示目标
时间，请注意区分上午/下午。

8. 将表冠推回位置1；码表恢复走动。

日期的快速变更调校：	

按键钮A直到小表盘D指示当前日期。	
重要说明：请勿在11:30 PM到5:30 AM之间（暂停
期间）调校。

星期的快速变更调校：	

按键钮B直到小表盘J指示当前星期。	
重要说明：请勿在11:30 PM到5:30 AM之间（暂停
期间）调校。

满月日期:

 2016 2017 2018 2019
一月 24 12 02/31 21
二月 22 11 ---- 19
三月 23 12 02/31 21
四月 22 11 30 19
五月 21 10 29 18
六月 20 09 28 17
七月 19 09 27 16
八月 18 07 26 15
九月 16 06 25 14
十月 16 05 24 13
十一月 14 04 23 12
十二月 14 03 22 1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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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9       1    3    5    7   

23  21   19  17  15  13   1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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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27  3指针月相/星期/日期石英表款	– B类
包含摩凡陀Heritage系列Celestograf 36mm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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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H –	时针
M –	分针
S –	秒针
F –	模式/功能指示器
D – 日期指示器
A –	键钮
B –	键钮

表冠位置：

0 –	推入
1 –	中间位置
2 –	拉出

机电运动利用双向微型电机驱动表盘指针和转盘，

形成创新型功能模块。这些机械电子表款配有多模

态中置时针、分针和秒针以及模式指示器和日期指

示器小表盘，具有当地时间（万年历）、飞返计时

码表和倒计时器功能。在计时码表模式下，这些表

款可以持续计时长达12小时，计时结果精确到秒。

模式概述

这些表款具有3种可用模式：当地时间、计时码表和
倒计时器。

按照默认设置，以及在更换电池并重置后，码表首

先显示的是当地时间模式。

在当地时间模式下，可进入子功能转位和时间	

设置。

要切换模式：

快速按下并释放表冠C两次可切换模式，各模式将按
以下顺序显示：LOCAL TIME (当地时间)   
CHRONOGRAPH (计时码表)  COUNTDOWN 
TIMER (倒计时器)  LOCAL TIME (当地时间)。

当地时间模式

该模式通过中置的模拟指针以时、分、秒的方式显

示当地时间：

指针H显示小时，每6分钟向前移动3°。

指针M显示分钟，每20秒向前移动2°。

指针S显示秒。
模式小表盘上的小指针F指示“TIME (时间)”。
日期小表盘上的小指针D指向当前日期。

从当地时间模式进入子功能转位（重新调整指针）

和时间设置：

要进入转位模式：

必要时，可使用该模式准确地调整一根或多根指

针，以确保精确指示时间：

1. 同时按下键钮A和B并保持2秒钟以上，所有5根指
针都将移至其标称位置：
• 时针H指向“12”
• 分针M指向“12”
• 秒针S指向“12”
• 小表盘的小指针F指示“SET (设置)”
• 小表盘的小指针D指示“31”

注：各指针将按以下顺序转位：HOUR (时)  
MINUTE (分)  SECONDS (秒)  MODE (模式)  
DATE (日期)。
快速按下并释放键钮A，可将当前指针向前移动一个
递增量（时针H调整3°，其他指针调整2°），或者按

住键钮A，可将当前指针迅速地沿顺时针方向向前	
移动。

2. 待所有指针移至其标称位置后，按下键钮A以转
动第一根指针。

3. 待当前指针指向所需设置后，按下并释放键钮B以
跳至下一根指针。

图 A

28  多功能机械电子计时码表
具有当地时间/万年历、飞返计时码表和倒计时器功能

包括多种款式的Vizio多功能计时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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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用键钮A转动/调整当前指针。
5. 对于余下指针，重复步骤3和4。
注：您可随时将表冠C推至位置0以退出转位模式。

要进入时间设置模式：

注：指针/功能按以下顺序设置：HOUR (时)   
MINUTE (分)  YEAR (年)  MONTH (月)   
DATE (日期)。
1. 将表冠C从位置1拉出至位置2。
2. 按下并释放键钮A以逐步向前移动当前指针，或者
按住键钮A以快速向前移动指针。

3. 待当前指针指向所需设置后，按下并释放键钮B以
跳至下一根指针。

4. 对于其他设置，重复步骤2和3。
注：您可随时将表冠C推回至位置1以退出时间设置
模式。

时间设置显示：

指针S
•  指针S根据位置指示设置类型：
小时设置：45’	= AM，15’	= PM
分钟设置：30’
年份设置：55’
月份设置：00’
日期设置：05’

指针H
•  设置年份时，指针H指示年份的第一位数字。
•  在其他设置中，指针H指示小时。

指针M
•  设置年份时，指针M指示年份的第二位数字。
•  在其他设置中，指针M指示分钟

小表盘指针F
•  指示“设置 (SET)”

小表盘指针D
•  设置月份时，指针D指示月份。
•  在其他设置中，指针D指示日期。

设置年份：
•  年份的前两位数字(“20”)无需设置。
•  利用键钮A设置年份的后两位数字，从第四位数字
开始操作。

•  指针M（指示第四位数字）和H（指示第三位数
字）首先都将处于12:00位置。

提示：将您想要设置的最后两位数字相加，并根据

该结果	相应地按下并释放键钮A：按一次表示设
为“2001”年，按十次表示设为“2010”年，按十
六次表示设为“2016”年，以此类推。

例如：按下键钮A一次可使指针M移至1:00，表
示“2001”年。
按下键钮A十次可将指针H移至1:00，并将指针M移
至12:00，表示年份“2010”。
按下键钮A十六次将使指针H仍留在1:00的位置，并
将指针M移至6:00，表示年份“2016”。

当指针H和M显示所需的年份后，按下键钮B设置年份
并跳至月份设置。

注：归零/更换电池后，显示的时间将为00H 00M 
00S，日期设置为2000年1月1日，您将需要按照以
上时间设置步骤重新设置腕表。

计时码表模式

在计时码表模式下，这些表款可以持续计时长达12
小时，计时结果精确到秒。持续计时11小时59分59
秒后，计时码表将自动重置。

要从当地时间模式进入计时码表模式，快速按下并释

放表冠C两次。

计时码表显示

具有三种可能的显示模式：
•  初始化/重置：计时码表当前未运行或已重置。
•  运行模式：计时码表正在运行。
•  停止模式：计时码表启动后又停止，但未重置。

计时码表

飞返

初始化

运行停止

A 

B 

B 

A 

A 

28  多功能机械电子计时码表
具有当地时间/万年历、飞返计时码表和倒计时器功能

包括多种款式的Vizio多功能计时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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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计时码表：

使用键钮A和B来操作计时码表。

在初始化/重置显示模式下：
按下键钮A开始计时。

在运行显示模式下：

1. 再次按下键钮A停止计时，读取指针走过的时间；
2. 或按下键钮B以重新开始计时（飞返模式）。

在停止显示模式下：

1. 再次按下键钮A，以重新开始计时，并返回至运行
模式。

2. 或按下键钮B将计时指针归零。

注：计时码表运行或停止时，可随时通过连续按两下

表冠C两次，切换至当地时间模式：第一次连续按两
下将进入倒计时模式，而第二次连续按两下将返回当

地时间模式。

读取计时码表显示：

指针H表示已经走过的小时数。
指针M指示已经走过的分钟数。
指针S指示已经走过的秒数。
模式小表盘上的小指针F指示“CHR (计时器)”。
日期小表盘上的小指针D指向当前日期。

任其运行，计时码表在运行11小时59份59秒后，将
自动重置。

倒计时模式

就像微波炉计时器一样，倒计时器可用于监测一段特

定时间，并在结束时停止计时。例如，倒计时器可用

于记录累计达2.5小时的骑行锻炼，或为30分钟的慢
跑计时。

要从计时码表模式进入倒计时模式，快速按下并释放

表冠C两次。要从当地时间模式进入倒计时模式，连
续按两下表冠C两次：第一次连续按两下将进入计时
码表模式，而第二次连续按两下将进入倒计时模式。

倒计时显示

第一次使用/初始化倒计时器或更换电池后，默认值
显示为00H 00M 01S。之后，显示的初始值将为用
户上次输入的设定值。

读取倒计时显示：

指针H指示倒计时的小时数。
指针M指示倒计时的分钟数。
指针S指示倒计时的秒数。
模式小表盘上的小指针F指示“C/DWN (倒计时)”。
当倒计时结束时，日期小表盘上的小指针D从31摆向
15，否则该指针指示当前日期。

要设置倒计时器：

注：倒计时数字按以下顺序设置：SECONDS (秒)   
MINUTE (分)  HOURS (时)。
1. 将表冠C拉出至位置2，可进入秒钟设置模式。
2. 按下键钮A可减小秒数，直到显示所需的数字。
3. 按下键钮B可跳至分钟设置模式。
4. 按下键钮A可减小分钟数，直到显示所需的数字。
5. 按键钮B可跳至小时设置模式。
6. 按键钮A可减小小时数，直到显示所需的数字。
7. 将表冠C推至位置1，以确认设置并退出倒计时设
置模式。

运行倒计时器：

1. 按下键钮A开始倒计时。
2.再次按下键钮A以停止倒计时。（例如，当您在计	
划的2.5小时骑行锻炼期间休息时。）

当倒计时器处于停止模式时，可执行以下操作：

3. 再次按下键钮A以继续倒计时（例如在休息结束后
继续记录骑行时间），

4. 或按下键钮B以重置倒计时。重置后，指针将显示
上一次倒计时设置。

当倒计时结束时，日期小表盘上的指针D将启动，并
从31摆向15。
注：任何时候，无论倒计时器处于运行或停止模式，

您都可通过快速按下并释放表冠C两次来切换至当地
时间模式。

28  多功能机械电子计时码表
具有当地时间/万年历、飞返计时码表和倒计时器功能

包括多种款式的Vizio多功能计时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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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摩凡陀运动型腕表带有一个用于测量经过时间的单向表圈。镌刻的表圈只能逆时针旋转。例如，它可以

用于监测潜水探险或类似团体探险活动的剩余分钟数：

1. 将表圈上的箭头标记与当前的分针位置对齐。	
2. 随着分针绕着表盘前进，其在表圈上所指向的数字表示自从您开始计时起已经过去多少分钟	(1至59)	了。	
3. 不使用时，逆时针旋转表圈直至箭头标记对准12时位置。

特别性能
A  旋转表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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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款摩凡陀运动型腕表和计时码表都配备一个特制的旋入式表冠，帮助密封表壳防水和防潮。在准备设置时

间和日期前，您必须先逆时针旋转旋入式表冠（大约六圈），使其旋松。				

按照所提供的说明，为腕表设置正确的时间和日期后，必须将表冠旋入表壳，从而确保防水：

1. 表冠返回位置1，平齐紧靠在表壳上。
2. 顺时针旋转表冠，同时轻轻按下。
3. 继续旋转表冠直至您感到阻力。不要拧得过紧。

特别性能
B  旋入式表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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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性能
C  旋转刻度环

某些摩凡陀BOLD表款具有旋转刻度环，可用于测量走过的时间。刻度环位于水晶表镜下方，由2点位置的旋
入式表冠控制，可用于监测短时间离开的分钟数，例如从将钱放入停车记时器时计起：	

1.  轻轻地按住表冠，同时沿逆时针方向转动表冠约六圈，直到其弹出，以此旋松旋入式刻度环表冠。
2.  向任意方向转动表冠，使刻度环的箭头标记对齐表盘上分针的当前位置。
3. 	轻轻地按住表冠，同时沿顺时针方向转动表冠，直至感觉到阻力，以此将刻度环表冠旋入表壳中。不要旋
得太紧。

4.  当分针沿表盘前行时，其所指的刻度环数字表示自开始计时起经过的分钟数（1至59）
5.  不使用时，重新将刻度环与12点位置对齐。请务必将刻度环表冠旋入表壳中，以确保防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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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特别性能
可互换表带

包含摩凡陀Heritage系列表款

精选摩凡陀手表的表带可通过表带工具轻松互换。您可通过Movado.com购买表带配件获得此工具。表带具
有弹簧轴或尖端较细、中间较宽又可压入的张紧销，把这些销轴伸入表耳小孔中即可将表带连接至表壳。

表带工具的叉端用于按压张紧销的较宽部分以压入张紧销，从而拆卸或安装表带。尖端用于从表带中推出张
紧销，以便将其用于新表带。

拆卸表带：

1.  将手表翻过来放在软
布或柔软表面上，以
防刮划表镜，然后小
心地将表带工具的叉
端牢牢插入表耳和表
带间。图	A。

2.  向侧面按压，以便将
张紧销压入表带中
心。图	B。

3.  当张紧销的尖端从该
侧表耳的孔中脱出时，
轻轻向下拉动表带，
直至该侧表带与表壳
分离。张紧销的另一
端应从另一侧表耳的
孔中轻松脱出，此时表
带与表壳完全分离。
图	C。

重复上述步骤来拆卸
另一半表带。

安装表带：

注：表带的扣环端应装	
在表壳顶部，即12点钟	
位置。

如果需要，请使用表带工
具的尖端从一条表带上拆
卸张紧销，然后将其正确
插入新表带中。

1.		将手表翻过来放在软布
或柔软表面上，以防刮
划表镜。

2. 	将半条表带翻过来，并
将张紧销的一端插入一
侧表耳的孔中。图	D。

3.  在表带的未固定侧，使
用表带工具的叉端轻轻
按压张紧销的弹簧轴，
将其压入表带中心。
图	E。

4.  将表带移入两个表耳间
并缓慢松开压紧的弹
簧轴，引导张紧销的另
一端进入该侧表耳的孔
中。图	F。

5.  轻轻拉扯表带，确保弹
簧销的两端正确插入两
侧表耳的孔中。

重复上述步骤来安装另
一半表带。

图	A

图	B

图	C

图	D

图	E

图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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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的摩凡陀腕表需要服务或维修，您可以将其送往或邮寄至摩凡陀授权服务中心。如欲索取最新的全球各

地授权服务中心完整名录，请访问网站www.movado.com。

包装和邮寄说明
请务必附上您的完整回邮地址和电话号码，以及一张简短的便条，说明您的腕表故障和/或所需服务。列出您

想要获得服务或维修的全部项目。

您的腕表应使用带衬垫的包装材料妥善包装，以防止因震动而造成的损坏，并请使用胶带密封的坚固包装

盒。请勿使用腕表原装礼品盒来邮寄。

我们建议您使用挂号信，并且为您的腕表投保全额重置价值险。

网上追踪服务
美国境内的用户将腕表寄至新泽西州Moonachie的摩凡陀服务中心时，我们会以书信函为您寄送一个用户名
和密码。您可于我们的网站https://repairs.mgiservice.com/movado（网站安全）以所提供的用户名和密码追
踪您腕表的维修情况。	

保修期内的服务
摩凡陀手表从购买之日起享有两年有限保修。如需保修服务，您必须提供有效购买凭证。请参阅“保修信

息”了解详情。	

注：摩凡陀对因其产品失效或故障所造成的偶发或间接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获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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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凡陀手表不仅设计美观，还采用优质材料和部件制成，具有性能可靠、走时精准的特点。我们售出的每一

块摩凡陀手表，都是我们引以为荣的精品。

摩凡陀有限保修	

摩凡陀向其原始顾客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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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由摩凡陀酌情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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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痕和任何正常磨损；以及
意外事故、错误使用和由摩凡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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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凡陀代理商，并且无法提供有效购买凭证（如显示有代理商名称、摩凡陀手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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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国家的规定，可能还享受其他法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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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将所有摩凡陀保修申请寄至摩凡陀授权服务中心。如遇到任何摩凡陀保修问题，请与摩凡陀授权服务中

心联系。如需查找离您最近的授权服务中心，请登录https://repairs.mgiservice.com网站，单击摩凡陀品牌
标识，然后在“CREATE YOUR ACCOUNT”（创建您的帐户）弹出框的右侧点击“FIND A RETAILER OR WATCH 
REPAIR LOCATION”（查找零售商或腕表维修地点）按钮。单击此处立即进入。		

注：若需获得摩凡陀智能腕表的保修资料，单击此处立即进入。

保修信息

https://repairs.mgiservice.com
http://mgiservice.com
http://mgiserv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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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查找摩凡陀在全球各个区域的的授权服务中心，请登录网站https://repairs.mgiservice.com，单击摩凡陀
品牌标识，然后在屏幕左侧的菜单栏中点击“FIND AN AUTHORIZED WATCH REPAIR LOCATION”（查找经授
权的腕表维修地点）。单击此处立即进入。

摩凡陀授权服务中心	

https://repairs.mgiservice.com
http://www.mgiservice.com/movad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