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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閱讀本使用設明書時謂參閱左圖‧

●除A鈕之外,在潛水時切勿操作旋鈕或按下按鈕。

●該示圖表示本錶使用米來指示深度讀數。



本錶為具有組合顯示﹙模擬和數字）並裝有圉子深度計的潛水錶。 ;-

當本錶在其水傳感器上測出水時,本錶即自動進入潛水狀態】不需要為變換狀態

」而進行任何操作又全部潛水功能處於已準備狀態◎－…-

在潛水開始之後’潛水時間﹑目前深度、＝最大深度和水溫會皴自動測蠱及顯示‧

﹨本錶備有記錄數據儲存功能,該功能可儲存￠﹛次潛水數據砂另外,亦備有不同的

潛水報警功能。其中╴個報警功能可告誡潛水員在上昇時超過速度杠如果您在潛

基水時土昇過怏V報警曹鳴響。╴－＋一-︿-╴.﹥︿
.:﹦I.╴∣《》;∣

高可靠性的防水功能可在200米深度使用-∞

該高可靠性防水功能符台潛水錶用Iso標準‘∕／﹨∕﹨TA﹨-∣
●ISO潛水錶標準由國際標準化組織規定。〈∣SO／6425〉

.﹦二﹥↓

本產品的包括更換電池的任何修理’必須由星辰維修中心進行‧有關修理和槍

查仆請與購’買的地方聯繫,或者直接與星辰維修中心聯繫。︵…︺

＝︵二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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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使用本錶潛水時

只要正確地遵守規貝卜潛水是-種十分安全﹑＝愉怏的活動。但是潛水也具宥﹃定」

的風險-’其中包括潛水人癱瘓和不測的事故。潛水前﹃’必須聽鞭確的潛永指

聰鯀繃聽鸛鑒輜韉羼辮b∕
注意:－∕－」∕╴╴一〔TZ＝∕╴＼二﹨-工」︽∣w
安全潛水╴-╴﹣-╴－╴╴﹣︿…╴╴╴﹣

1誚在獲得安全潛水程序的正確指示後使用本錶.╴∞╴Ⅱ∕︵w言∕!〕!／《T〉!∕
2≡定要使用‘‘夥伴系統’’d本錶是不能代替潛水夥伴的。︻沁﹨八﹨H!;（＜﹝ll土』;∣﹟﹨
3:本錶供運動潛水使用時的理想深度約15它20米勺﹣雖然溧度計可測量至80米丫。lvl

︸丁∕╴丁﹨∕n﹂r∕工了＝-（工╴－二二-＋而﹨卜／﹛i∕jj

∕〔∕＝－工╴「﹨╴╴＼二』三﹁工﹦﹨淞i）!≧十∕i
376



4最好在較早的時期替換電池。新的電池約可持繽2年◎《但是l∕這會因深度計

的使用頻度而截然不同。）﹡蹈池的替換必須在星辰服務中心進行。弓﹄

5.潛水後,必須根據潛水規定充分休息。潛水後很怏就乘坐飛機或移動到較高的

地方是會弓I起減壓症的。川︿／↙’︿︶

6.本錶的深度計只可作輔助或後備儀錶使用。＋︿Ⅲ

7.潛水時要避免急速上昇’因為彊會給人體帶來惡性影響,其中包括潛水員的癱

瘓。在水中上昇時要維持安全的速度。運動的潛水,上昇速度最好在每分9米

以內’這樣可避免發生各種問題。（符台美國海軍潛水手冊1993）

8.在本錶上顯示的任何讀數僅可親為近似值。

這種情況下不可使用深度計…

1.超過4’000米的地方不可使用。

這時,本錶不能正確地測量深度。

2氣溫在保證範圍外時不可使用。

本錶深度計的保證氣溫範圍是10℃至￠0℃／50℉至104‧F。

377



3d在帶有╴定危險的活動和情況下不可使用∕‧細

本錶非供海洋救急或防止海洋事故等作用。j﹨）i∣

￠.不可替代壓力計。工:︺﹚《∕﹄︵﹣

本錶只可測量水深,而不可測量壓力。

5.如在氦氣減壓室內潛水時﹦;∣;﹃土／I

:∕本錶不可在氦氣減壓室內使用’否則曹弓∣起故障或損毀:。

·}‘ 1PI?

0

▼
巾
b

378



髻告!

在這種惰況下,潛水時不可使用本錶…
1.電池下降警告顯示器已起動。﹁

麾池的壽命將結束時,顯示開關自動地從深度儀顯示轉為時間顯示,二秒針也每
次前進2秒。

2.本錶的深度讀數數字與其他深度測量儀截然不同。

-3.本錶已停止或顯示反常的功能。（不可用錶碰撞潛水設備、石頭或其他硬的物

體‧）本錶的維修必須在星辰服務中心進行。－╴－.
﹡本錶的維修僅可由星辰維修中心進行。

!i|j379



B各部名稱

＠:壓力傳慼器

380測出水壓以便測丘相鷹深度.

名稱屠一-︾‧‘

●:數字顯示（I）

＠:數字顯示（II）翔╴ 釀I

◎:的鈕用操作指可

＠:（D鈕用操作指矛

◎;狀態標記顯示

◎:時針回汛

＠:分針塹字已

◎:秒針﹣同抒

◎;旋釦

A:＠釘

B:◎金】

M弓伽紐

按下╴7,

壓下2秒或更長時間

按下╴7,

壓下2秒或更長時間

按下－次

壓下2秒或更長時間

靴〒＝﹣≡時刻∕曰曆狀態

時﹑分﹑上午／下午（A／P）

日期﹑日∕秒或溫度計

,CA

旬
L

F
﹂

﹤
︺

>

2﹄丐－▼TME
蝸準皿令﹦

尸
﹃貶回Ⅳ

Ot序J獗甄田!□曩｝鄞↑辦田輛亦

轉換至秒／日期、【

溫度計〉貝II量

至時亥I」設定狀噶

至報饕狀胤

進入潛水B準備狀態



』‧﹣﹑∣l↑I﹨T寸

每當賅傭慼器測出水的蹤跡時γ本籤即自觔邐入附I已準衛顫示】的潛水狀態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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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準備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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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按下刪’顯示即被變換至如下所示的另－穩狀態。︿■』

○按下－次

◎按下2秒或更長時腰

觔或每當水傳感器被起動時‘

記錄狀態

╴旦」

p

鑄

潛水狀態

﹙已準備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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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時刻／曰曆狀態

數字顯示﹙I﹚
時、分、上午／下午﹙AM／PM）

α I0目∣0“ 吧 ＠鈕

d ℉5‧「P 莓

數字顯示﹙l∣）
月、曰期或秒豌溫度測丘

在數字顯示﹙∣I）時軻換
1.按下＠鈕以便選擇月／日期或秒‧
2.按下＠鈕逵2秒或更長時間’溫度測量會被顯示‧

進行溫度測量,每10秒被顯示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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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錶的溫度測量範圍為－5℃至＋q0℃（23℉至1叫℉）。如果在本錶戴在手腕

上時測量溫度的話,貝Il所測得的溫度可能會受髑溫影響。

為了準確地測量溫度,謂在測量前脫下本錶,將其放在被測環墳中╴會儿。

l霪l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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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和曰曆的設定弓＼﹁︹“＋＋…﹣:∣!︿︶

a.應始終先進行數字設定;,然後進行模擬殷定叩。i）」:WI﹙!℉山﹃i︵∣
.-﹣‧5.‧﹄∕∣s;. ﹣﹣﹄i’’i

＝..叵少!P﹣P﹣七r’.

時、分﹑上午／下午﹙AM／PlVI）鞏掣幫富i﹄﹄
時刻和日曆的設定」I﹃「

1‧在時刻狀態時,按下◎鈕達2秒或更i

I℉長時間U︵“秒!0會閃爍並轉換至絞正狀

態。﹄Ⅲ～﹨︶i…j』1︺

2.當“秒,’在閃燥時∣勺按下﹟＠i鈕以便使／

秒復位至“00,,Z然後秒會再起動＼﹝。

‧『』『□「
←﹣●b←﹄﹣■

@ ＠鈕

@

U』

日期、曰或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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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秒校正狀態時（“秒”閃爍）’按下◎鈕’閃爍的數字會按秒→分I→時

→月→日期→年→12／2￠H制的順序變換。選擇數字以便進行校正。﹀
4.按下＠鈕以便校正閃爍的數字‧

﹙按下並壓住＠鈿以便使閃爍的數字快速前進﹚9…亡∣
﹡按下＠鈕’12H／24H會交替轉換。

﹡如果本錶處於任何校正狀態達3分或更長時間而不變換數字,校正狀態會被復

位,本錶會自動返回至正常時刻顯示狀態。

﹡在時刻校正狀態時按下＠鈕j會使本錶返回至正常顯示狀態（手動返回﹚
﹡因為是自動日曆,在月末不需要進行校正。

b.模擬設定

模擬時刻的設定

1.檸鬆旋鈕並將其拉出以便使秒針停止在‘‘0,,位置。

2轉動旋鈕並將時針和分針置於數字時刻1分之前的位買‧

3當數字時刻的秒顯示剛到0位時,按下旋鈕,使其入位以便起動秒針。

889



巳報警狀態／.
了〒﹨

●當報警指示符號為ON時0報警會每天一次在報警設定時刻鳴響15秒。
〈註〉

報饕在潛水狀態時不起作用,因此謂小心譫憤。

報密設定時刻士回…﹄凰几︷
.報饕的設定

15在報密狀態時,按下◎鈕達2秒或更

﹀長時間,‘‘時,’會閃爍’報警會自動指

「示0N。

2.當‘‘時,’在閃爍時,按下＠鈕以便設

定‘‘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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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下◎鈕’閃爍的數字會按時→分的順序變換。

4.按下＠鈕以便設定“分’,。

﹡按下並壓住＠鈕以便使閃爍的數字怏速前進。

5‧按下◎或＠鈕以便結束設定‧

將報警12H∕2￠H和時刻／日曆狀態同時予以設定‧

報警的ON／OFF

按下＠鈕以便轉換報警的ON／OFF‧

報警的監聽∣

在報警狀態時’在按下＠鈕達2秒或更長時間’報警監聽器會鳴饗。

〈自動返回系統〉

如果使本錶保持報警狀態達3分或更長時間,本錶會自動轉換至時刻／日曆州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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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秒錶功能玀;﹁、L〉W.﹨;

●秒錶可按1／100秒為單位測量至2￠小時‧…
B□旦﹣-‧∣0p?↑∣bq-

●秒錶顯示會自動返回至00並停止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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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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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秒錶

〈標準測量〉

「藺晤-﹄﹄圃－﹄囫﹂上ⅧJ＋
＠＠◎…≡

〈累積經過時間測量〉

I上﹂國＝F囤－﹄國＝F【囫╴P匾〕∕
@@@@•

－↑-」
按下＠鈕可重複累積

〈分離時間測凰〉

「開f召-仁﹄圃﹦1﹢﹛肓闢I百F﹥國-﹄「種面
@•@@•

﹩﹡2﹡1在10秒後自動轉動。

囫﹡2在分離時間被顯示時再次按下同╴◎鈕’下╴
分離時間即被顯示。

39E



〈註》

●在秒錶測量時不能轉換至其他功能。

如騁轉換至其他狀態,應使秒錶測量停止或復位。

394

附加特點

〈自動返回系統〉
i

●如果秒錶處於復位狀態達3分或更長時間,本錶會自動轉換至時刻／日曆

狀態。



分離時間:每當進行分離操作時,從開始經過的時間即被顯示。’

開始點 目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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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記錄狀態℉∕…︵﹀︵T﹨γ︶﹀︹…∕﹪︿＋乙︶i」∕﹀乓m

按下＠鈕,可從秒錶狀態轉換至記錄狀態。
←－--﹣一i.、唁

.-﹣.﹦-﹦﹣﹦‧!﹣﹃.I

本錶可對最後￠次潛水進行計數,將潛水記錄數據在本錶中予以保留。上L︺h∕

• ＠鈕

o

●如需喚出最後￠次潛水的記錄數據,按下◎鈕。每次按下◎鈕時,記錄數據
按照從最後╴個開始返回的l頂序被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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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如果使本錶處於記錄狀態並顯示任何數據達3分或更長時間1本錶會自動轉換

至時刻／日曆狀態﹙目動返劻‧TI）
最後潛水倒數第二次倒數第三次倒數第四次’

＠基＠其＠竺＠==巒趕瓔==
•`

＊當您開始潛水時,最舊的記錄數據（倒數第四次記據數據﹚即被自動擦除p‘椎、
薦您將數據記錄在記錄簿等簿子上。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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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顯示的轉換.

每次潛水可使本錶自動記憶下列的8種記錄數據,可按如下所示的（I）
﹙Il）’（lII）和（Iv）順序將其喚出。

‧按下＠鈕,在本錶從秒錶狀態轉換至記錄狀態時,記錄（I）被顯示。

記錄﹙I﹚

＠鈕

@
日

或在2秒後

自動轉換

●每次按下＠鈕時’記錄顯示按（l）
下－種。

398

＠鈕

凸

記錄﹙∣I）

（II）、﹙Ⅲ）和﹙Iv）的順序被變換為



在罕見的情況下,即使水傳感器測出水的蹤跡,本錶會轉換至潛水狀態﹙潛水已

準備狀態）,然而,記錄（I）顧示或許不能自動變換為記錄（II）顯示‧

在發生這種情況時,按下＠鈕以便變換顯示‧-

鈕

凸

記錄（III） 記錄﹙lV）

＠鈕

@

●僅在記錄﹙I）被顯示時’在不按下＠鈕的情況下’在2秒之後顯示會自動變

換為記錄（II）。
399



1.潛水次數g 在特定╴天中進行的潛水次數。本錶最多可對9次潛水

計數‧本錶逐日進行計數‧m︿

在進行潛水時的日期和月份。

╴次潛水時到達的最大深度。

潛水時間:當潛水員繽留在深於1米深度時的總時間‧

如臬潛水員在潛水深度淺於1米之後、在10分之內再

次進入深於1米的水中,潛水時間計數在測量停止時重

新開始bi累積時間被連繽記錄。『

測量按秒為單位進行,最大可達100分.d在違至Il最大｛直

時,測量從零再次開始。

2.潛水月份和日期:

3.最大深度:

4潛水時間:

•

400



5.潛水開始時間: 在潛水深度達到1米時的時間‧

6潛水結束時間;﹀╴在潛水深度淺於1米時的時間。

7.平均深度:1次潛水中的平均深度。

8.最低溫度:1次潛水所記錄的最低溫度α

這些記錄數據被分別顯示為記錄﹙I﹚,（Il）,（III）和﹙Iv）‘

•

40•



如騁刪除全部記錐數據:

◎鈕 α

d

「荏藻置霜宗閔蘸躊﹣刁

α

d

•02

↗山回

l巳5m

∣日引0

LOG

•

拿

吧

莓

訃∣同時壓下＠和◎鈕達2秒或更」長時間,全

＠鈕部記錄數據會被刪除。

這表示記錄數據錯誤。



在出現ER﹙錯誤）標記時l

這表示記錄數據錯誤∣

伏
■
﹄

04



H.潛水報警狀態

深度報警

潛水時間報警

￠0▲

1

﹙註）根據環境（諸如氣泡的聲音）與戴錶
的狀態,可能難於聽到報警V因此在

使用報警時請小心謹慎。



在本錶中的下列兩種報警功能用作為潛水報警: 』i﹚..

15﹨深度報警功能: 在潛水時到達設定深度時,報警會鳴響15秒。深度

∕報警設定齟圍為1米～80米﹙單位:1米）‧如果您

﹢繼續潛水至比設定深度報饕更深的地方,報警每分鏑

P︿會被重複起動。

報警的次數會被起動,可每分從0至5予以選擇‧

︺﹡當╴次潛水被預置在本錶上時’報警的次數會鳴

︿﹦響。例如,如果您將次數設定為1,報警在╴次潛

水期間儷鳴饗╴次。

2潛水時間報警功能8在開始潛水之後到達設定時間時’報警會鳴響15秒。

該報饕不會重複。

﹡如果在╴次潛水中其上昇速度超過1.5米達10秒’上昇速度報警會至少持繽鳴

響10秒’以便告誡潛水員已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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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報警／潛水時間報警的設定

1）按下◎鈕違2秒或更長時間趴以便轉換

潛水時間報饕至DIVEALARM校正狀態﹙預Ⅱ深度值

◎鈕

＠鈕

￠06

深度報譬

開始閃爍﹚◎此時,數字顯示﹙II）從潛
水時間報饕顯示轉換至將會起動的報密次

數顯示‧

＠鈕2）按下＠∣鈕以便將潛水深度設定至所騁鳴
了巒的報饕。每次按下＠鈕時,深度設定

會變為更深1米的設定。最大設定為80

米‧在超過最大值時,設定會返回至1

米b

﹡按下並壓住＠鈕可使設定怏速前進。



3）按下◎鈕以便轉換至校正狀態時報警出現的次數﹙預置次數開始閃爍）α

4﹚按下＠鈕,變換並設定報警出現的次數‧
報警頻度的顯示按下列的順序變換及循環:0N→呼F→1→2→3→￠→5《

ON:在潛水深度深於設定深度時,深度報警會每分鳴響。

OFF8深度報警不起作用。

5）按下◎鈕以便將潛水時間報警顯示轉換至校正狀態﹙潛水時間報警的預置值

開始閃爍﹚。

6）按下＠鈕,變換並設定潛水時間的報警時刻。
潛水時間報警的顯示按下列的順序變換及循環:

╴－→05→10→15‧‧。‧‧‧-﹥95╴砂╴╴

﹡在顯示‘‘╴╴”時,潛水時間報警不起作用。

7）按下◎或＠鈕以便結束設定步騵。

潛水報警監聽器

壓住＠鈕’可按下列的順序在4秒間隔內重複監聽報接‧深度報警→潛水時惱
報警→怏速上昇速度密告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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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潛水狀態﹀I﹣

在任何狀態時按下﹫鈕達2秒或更長時間γ本錶會進入潛水狀態’其顯示變換至【已準
備顯示】‧如果【已準傭顯示】按逍稻方式約保持60分㎡顯示會自動返回至前＝狀態。
在潛水狀態時會出現下列的三種顯示之－q︶

【己犁備顯示】【深度測丘矚數】
●DlV楓紀閃爍●DIV縲肥閃爍↙
狀態轉換前的顯示●潛水深度被指示。

￠ p 鈕〃 吧

﹁
-

嘗 日】『
•••=

翕@
|•

在按下＠鈕邐2秒或更長●潛水時間被顯示。
時間時,本錶會返回至時刻／在按下＠鈕時’勗大深度和水溫被指示。
日曆狀態。

1.在本錶顯示【已準傭顯示】時,在您開始潛水之後到達1二米溧度時’顯示會自動變換
至【深度測量謫數】。、γ

2.在潛水深度小於1時’顯示會自動變換至【深度測量後的0米讀數】。

￠08



附加特點
〈水測出功能〉
本錶備有水傳感器。每當骸傳感器在任何其他狀態顯示時測出水的蹤跡時,本錶即自

孿霎緇鏍議鰓孛羅耋懿驪.在≡賒潮氣時’本鑲即從【已準備顯示﹜狀
態予以解除。

【深度測丑後的0米纜數】
DIV欖紀接通∣
•0.@

卹囝

鈕

』-P時刻／曰曆狀態

●潛水時間被顯示◎

在按下＠鈕時0在賅潛水中違
到的最大深度和最低溫度被顯示。

3.如果在顯示【深度測量後的0米讀數】時按下＠鈕達2秒或更長時間,然後本錶返
回至時刻／日曆狀態。

﹡習鰥輟測量後的0米讚數I的顯示保持10分或更長時闢’本錶會自動進入時刻／
如果潛水員在10分內再次進行深於1米的潛水,潛水時間計數會重新開始。 •0<



深度測邐讚數

深度測丑

深 ㎡h「臣喻

|·0m

{H6m
25 日5‧5m

80

亟璽α≡〕
410

1.深度測丘

本錶每秒進行深度測量,深度的讀

數在本錶上被顯示。

深度測量的單位;0.1米

測量範圍:1.0米～80.0米.

在潛水深度小於1米時:;顯示為

0‧00米。’

在潛水深度超過80米時:顯示為

﹣﹣.﹣米。

在ER﹙錯誤）被顯示、深度讀數閃
爍時:

這表示深度測量錯誤αh



2‧潛水時間測凰

在潛水深度達到1.0米時,潛水時
間測量會開始‧該測量在深度小於
1‧0米時停止。

如果在潛水時間結束之後,潛水深
度在10分之內深於1.0米,潛水
時間在測量結束時重新開始,累積
時間被連續記錄。

3.水溫測2

在1.0米的深度被測量及顯示1分
之後β水溫測量即開始。以後’本
錶即每分進行測僵溫屘。
水溫測量的單位;0b1℃!
測量範圍:╴5.0℃～＋￠0℃

﹙23。F～104。F）
在溫度測量之前及測量範圍之外
時:顯示為﹣﹣.﹄℃。

﹡在潛水時間的顯示期間壓下＠
鈕時,顯示會表示水溫讀數,而
並非潛水時間。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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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水狀態使用嗯須柒Ⅱ
獲得準確的深度讀數
1.在怏要潛水之前,將本錶轉換為潛水狀態‧即使在陸上使用本錶亦會脫離潛水狀態,

因為水傯感器會測出諸如汗水餉潮氣,當擦去潮氣時會使本錶解除潛水狀態’然後再
／將其轉換為潛水狀態。∣

2﹄在潛水時’應避免過怏地下潛和上昇◎當潛水員以每10秒1.5米或更怏的速度上昇
時’上昇速度報警會發出10秒以上的嘟嘟聲’深度讀數的顯示會閃爍,而不能進
行正確的測量。當潛水員以每秒耳米或更怏的速度下潛或上昇時’顯示器會指示

‘‘ER’’﹙錯誤）。!!︿
|I.|.l

在高海拔的地方或在淡水中潛水時
當潛水狀態被起動時j深度被校準至0米。
然而,當高度超出￠’000米時∣,即不能進行準確的測丘。在這種地方潛水時,請不要使
用本錶‧此外,本錶所顯示的溧度鏗化是以海水為標準（密度1’025）。”
在淡水中指示的深度會上t實際深度大2.5％。

在淡水中或在高海拔的地方潛水之前’’必須受過充分的安全創II練。
（例）淡水中20米（指示深度）X1.025＝205米﹙實際深度）

i\

•12



潛水前
1.應確認旋鈕已被推足並已固定入位。
2.應確認在錶帶或玻璃錶面上無裂縫或任何損傷。若錶帶有損個會弓I起錶帶柝斷並會遺
失本錶。

3.應確認錶帶已牢固地繫在錶殼上。

4應確認記數環的旋轉正常b
5.應確認時刻和日期的設定均正確。

6應確認秒針在正確地移動。
’若秒針以2秒∣增量移動時i這表示囤池電力不足。在這種情況下,誚勿將其用於潛
水,請在贈買的地方更換鱸池,或直接與星辰維修中心聯繫。

潛水時

1在潛水時切勿操作除旋鈕和＠鈕之外的按鈕。道樣做會弓I起諸如防水不良的故障。
2時刻報警在潛水時被設定為OFF,因此請小心謹憤。

3.根據環墳（諸如氣泡的鹽音）與瞰錶狀態’在水中可能難於聽到潛水報警或上昇報
謬’因此在使用報警時謂小心謹憤。

q.請小心謹憤’勿使本錶撞擊固艙物品’諸如設備或岩石。

潛水後
1.在確認旋鈕被固定入位之後,用清水沖去海水、泥土與沙。用乾布將其擦乾。
2切勿試圖用鋒利的器具拆下傳感器蓋或去除堵塞本錶的傳感器部分的污髒或碎屑。而
應該用清水沖洗此類碎屑i若不能將其沖去’謂與星辰維修中心聯繫‧

3.關於╴般維修與保養,請參閱第￠2q﹣￠29頁上的“長期使用須知”。
41惡



K.各種告誡功能

本錶備有下列的告誡功能。

我們推薦您將道些告誡用於提高潛水時的安全。

)mb

15

￠1▲

日Ⅱ‧0n

日5‧6n

1.上昇速度警告

如果上昇速度在潛水時在10秒內
w』.﹑﹣..

超過1.5米’叭報警會作為上昇速度

告誡而鳴響10秒以上‧



<J p

d 莓

2.異常深度告誡

在每秒進行超過￠米的怏速深度變化時,

閃爍的ER（錯誤）標記會在數字顯示（II）
上出現。

如果傳感器有故障,即使在陸上使用本錶亦

會出現ER（錯誤）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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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6

℃

莓

﹣∕a﹁水傳感器檢查告驢..

即便水傳感器被起動並且本錶進入附【已準

備顯示﹜的潛水狀態b如果已經過1小時或
更長時間而無任何反應’CHECK（檢查）標

︶記作l為水傳感器檢查告誡在數字顯示（II﹚

I﹃上出現。

在此情況下’在水傳感器上會出現污物或

水。謂清洗傳感器’使其去除黏附物,擦去

其表面上的水份並使其充分涼乾。



L當出現下列的情況時:︵

秒針以2秒間隔移動。

該作用在電池電力不足警告被起動時出現,這警告用戶電池即將電力不足。
1·

在這種情況下,應在其使用期限之前更換電池。﹙本錶在出現這種現象時能保狼

正確的時間）‧然而,在該警告功能被接通時,會出現下列的其他功能被妨礙自

情況:

1.全部報警不鳴響。

2不能轉換至潛水狀態【已準備顯示】。

3在附【已準備顯示】的潛水狀態時’不能轉換至﹛深度測量謫數】。
4在【深度測量讀數】在本錶上顯示時,潛水報警不鳴響。立即停止潛水。

5在【溫度測量讀數】在本錶上有效時,本錶返回至前一顯示。

6在水傳感器檢查告戒顯示出現時,告戒顯示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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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從潛水狀態【已準備顯示】或【深度測量後的0米讀數l轉換至日該Ⅱ∕日
歷狀態。 .·+-v.!i|

●即使在陸上使用本錶,在深度讀數為1米或更大數值時。

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參閱第419頁,進行全清零操作。如果本錶顯示被轉換

至潛水狀態【已準脯顯示】的前╴顯示,或在拉j出施鈕時被轉換至時刻／日
歷狀態,這無問題。

如果不能進行狀態變換,必須進行全清零橾作（請參閱第419頁）。（註1）

●數字顯示故障

如果因事故而使本錶承受衝擊或靜電,數字顯示有時會出現故障。如果出現這

種情況’必須參閱第綱9頁（註1﹚,進行全清零橾作b

●在更換邐池之後﹦

在更換電池之後,必須參閱第￠19頁,進行全清霉橾作。如不進行該橾作,

本錶貝Il不能進行正確的操作、不能進行正確的顯示。（註1）

﹡註1

全清零橾作會擦去全部儲存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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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全清霆

α

d

.|0:|0“

5‧「P
•••

•

莓

1.拉出旋鈕。

2.同時按下全部3個按鈕並釋放。

3.將錶冠推到其正常位置。

如果報饕鳴巒2次’全清零操作結束。

因為在全渭零操作之後全部儲存的數據會被

擦去,必須為各狀態再次進行正確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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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電池

a.圉池的燾命

安裝在本錶內的新霪池約達兩年的寫命‧～

標準使用情況

潛水次數:50次／年

潛水期間:1小時.

電池的壽命靦報警或其他功能的使用頻度而定。然而,若本錶在並非潛水的狀態

下受潮,水傳感器即被起動,這會縮短電池壽命,因此請小心謹慎o

b‧原配電池

購買本錶時已裝入的雹池用於試驗本錶的功能和性能。必須注意該電池會不能達

到╴般電池兩年的預測使用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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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電池的更換

1.鼴池的更換必須由星辰維修中心進行。

更換鼇池時’謂直接和餾買地點或星辰維修中心聯繫‧

2.更換豳池時,必須檢查防水和其他零件。如有必要,週需更換襯墊。

3.更換電池將刪除最大深度記錄的數據。在更換電池前’必須把數據記錄在記芻

手冊中。

小把已耗盡的麾池擱置在本錶內可能會弓∣起鼴池液的流出匈從而損壞本錶。

5.打算長期在國外使用本錶時,最好先更換電池,因為有些地區是沒有道種服珊

的。﹦

6.即使在保證期間內,對更換電池’進行有關檢查以及更換霉件是收費的‧

￠2i1



o‧其他功能
記數圈

使用紀數圈以測丑經過時間‧

422

百﹣∣□

﹤使用肥數圈﹥

潛水前,轉勵肥數圈,使▽楝肥對準分
針。經過時間將由肥數圈上的分針的位H褻
＝『﹦』o谷

示◎.

例:在左圖中?分針是▽標配過10分’
擅表示經過時間是10分。

－註－

記數圈只可以反時針方向旋轉。﹙遭橡可防

止發生不必要的移動。）切不可以順時針方
向旋轉‧



無減壓限度

潛水上浮時,不需要因減壓而停止的時間範圍是根據潛水深度和時間而決定的聶

這種數字－般稱作“無減壓限度,,。潛水時,請使用這些估計數字。

本錶帶上印有摘自美國海軍潛水手冊（1983年）的無減壓限度。（有些型號可能沒

有此錶。）

﹤錶的數字﹥

深度‧米海軍潛水時間

﹙最大深度.米）（時間》
12m╴－﹣－﹣－＝200分

15m－-------------100分

注意:無減壓限度因身體狀態和個人

情況不同而有差異。請將無減壓限度

﹛直用作潛水運動的大致標準‧

當進行無減壓限度的潛水時,務請遵今
洗

06
18m

南匕曰
#

用專
-
水潛循

5050
?
2
】
γ

0>5D33>>
卹
咽
叩
叩

陀
卜
Ⅲ
Ⅱ

分
分
分

0005•3mmm1
￠
7

222

25分 ∣:;』;::!∣例:潛水員在21米停留的時間少30m

33m

36m

20分

15分 於50分時,浮時就不需因減壓而停

39m╴╴10分

q2m10分

45m5分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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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長期使用須知
防水

標記

錶盤

WATERRESIST

200m

錶背

WATERRESIST

(ANT)

蠻
洗臉或在雨中濺水而
不承受水壓的受潮。

錘＝
游泳及－般洗滌工作
（廚房工作／洗車等）。

行

1.防水須知

a.本潛水錶具有潛水達200米的防水結櫥,可承受200米深的水壓。旋鈕為螺紋
鎖定型d在使用之前應充分檸緊螺紋。Ⅲ

b‧﹝包括醱池更換的所有的維修保夔服務必須由星辰維修中心進行。╴

c.在更換圉池時或每1～2年應進行本錶的防水檢查,以便保持本錶的防水性
能。

42￠



-﹁汞宥雨雨甬窪--╴－－-－－－－╴－﹁
︹╴

鱗
水上運動與潛泳
﹙不帶氧氣瓶）

行

懿【芝
捆帶呼吸器潛水
﹙帶氧氣瓶潛水）

們

使用驪氯的皰和潛水
..?.‧↗.﹃∣

不行

受潮時拉日 旋鈕

不行

25壓力傳感器

●切勿拆卸保護壓力傳感器的傳感器蓋‧

o請小心謹憤,勿讖異物諸如砂｝﹑灰塵或其他物質侵入傳感器◎如果洹些物質已
侵入傳感器’請使用淡水將其洗淨‧謂勿使用諸如酒精、汽油、稀釋劑或其他

化學品清洗‧

●如果您不會清洗傳感器,謂將本錶攜往星辰維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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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錨帶

●如果錶帶上有裂紋,謂用新錶帶將其更換之。╴

●在更換錶帶時,亦謂更換連接本錶和錶帶的彈簧銷。

▲.防水

‧本潛水員本錶設計為能夠承受最大遘200米深度的水壓。在將此錶在水中使用
之前,將旋鈕推入,充分檸緊螺紋鎖定。

●包括囤池更換的所有售後服務均由星辰維修中心提供?切勿在星辰維修中心以

外的其他機櫥開啟後蓋、或鬆開傳慼器上的螺釘。
●為了保持防水性能,我們建議您每隔╴至二年,當您在星辰維修中心更換颺池

￠26

時誚將本錶予以檢查‧

●本錶的復藷上標有‘‘D0NOTOPEN.SERVICE

CENTERREPAIRONLY,,﹙謂勿開敗,僅可由

l維修中心修理﹚的樟記。﹀︺



5‧溫度

請避免將本錶放圍於直射陽光,或將其長期放圖於極端炎熱或寒冷的地方。︹
●這會引起故障並會縮短邐池的嚮命。

●這會使您的錶走怏或走慢,!或者弓I起其他故障。︿

6.強烈衝擊

●本錶能夠承受日常生活發生的碰撞和振動,諸如進行高爾夫和接球等無接觸舶

育運動。

o將本錶跌落在地上或者受到強烈衝擊時,道會使本鑲產生故障或使其損壞‧

7.磁場︽﹦－

本錶的防磁性能達60高斯,並且不受普通家用醒器產生的磁塌的影巒。然而,如

果將本錶在鄰近強磁場地方直接使用,本錶的功能會暫時受到影巒。

8.酈鹽

本錶內使用的集成電路﹙Ic）對靜電敏感。如果將本錶曝露在強睜邐中,本錶的麗
示會失去其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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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化學品和氯髑

謫避免在存放烈性化學品或氣髑的地方齜本銨。如果本錶與諸如稀釋劑和苯等溶

劑、或者與含有週類物質的汽油、指甲油、洗滌劑和黏結劑時’「本錶的零部件就

會褪色、腐蝕或斷裂。謂特別注意避免化學品。如果錶穀、或錶帶與來自破碎的

溫度計或其他設備的汞接觸即會褪色。

10‧發光顯示

在某些錶中,本錶的指針塗有發光塗料以供在黑暗的地方使用。因為發光塗料的

用量嚴格地限於允許範圍內,並且由錶殼玻璃罩加以防護,因此不會弓I起任何衛

生問題。雖然用丑相當少’但發光塗料是有害物質i如果錶殼玻璃罩破裂’謫避

免碰觸塗料並攜帶本錶往星辰維修中心進行修理或更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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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妥善保管

如果您長期不使用本錶,謂將汗水、污垢和潮氣去除乾淨,將本錶放置於不承受

極端高、低溫和高濕度地方.請勿將耗盡的電池續留在本錶內,務請用新電池蔓
換之。如果鼴池液泄漏’這會損壞運轉的零部件。

12‧保持本錶潤潔

謂使用吸水性軟布擦去錶殼玻璃罩上的污垢和潮氣。如果您戴的本錶其後蓋和盞

帶有污垢,因為它們和您的皮膚直接接觸而會導致瘦疹。謂將您的本錶保持清窩

以避免弄髒袖口。

渭潔錶帶的方法:

●金屬錶帶請用蘸由柔性肥皂水的牙刷刷洗有污垢的部位。

●橡皮錶帶謂用水清洗。

請勿使用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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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規格﹀︾

肌機蕊壑號∕∕﹝;∕﹨∕騾籐臻濰纖鷂鑼鑼l∕丁∕∕T︹j!;
2.時刻測量的精確度土20秒／月（在常溫5℃＝35℃／41℉～95。F時﹚一＼T
3.深度讀數的糟確度土﹙指示值X3％＋30匣米）

條件:恆溫,不包括親差欖限
﹡保證精確溫度範圍:
10℃～￠0℃／50。F～10￠。F

深度讀數的糟確度受瑁境溫度的影巒。︵∕∣﹣
￠.溫度讀數的精確度-5℃／23。F～＋1￠℃／57.2。F:土3℃／5.4。F以下︿

╴15℃／59‧F～＋￠0℃／104‧F:土2℃／3.6℉以下i
5.手錶工作溫度範圍╴10℃＋60℃／14℉～1￠0℉
6.顯示功能1）模擬顯示「﹄

時刻:時、分﹑秒

校正時刻:年、月、日、年﹙199￠﹣2099﹚∣
2）數字顯示
時刻:時、分、秒、上午／下午﹙AM∕PM）
日曆:日期﹑星期
溫度:－5℃～＋q0℃／2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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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芒:時、分、ON／OFF

秒錶:時﹑分﹑秒、1／100秒（2￠H制）,分離測量
記錄儲存8
潛水月份和日期
F潛水編號1﹣9
最大深度引.0米～80‧0米
潛水時間0分～100分
潛水開始時間時、分
潛水結束時間時、分
平均深度╴╴╴1.0米～80.0米
最低溫度--－5℃～＋40℃／23。F～10￠。F

﹡可喚出存入的最後￠次潛水的記錄數攆儲存。﹨r
潛水報警狀態:Ⅱ

深度報警-﹣﹣--╴1.0米～80.0米﹙以1米的單位設定,在該條件
下設定報警次數）︿

潛水時間報警╴-5分～95分﹙單位:5分）
潛水:
已準傭潛水╴╴DIV標記閃爍

目前深度--1‧0米～80.0米（單位:10匣米）
︶﹡在深度淺於1.0米時,出現0米深度指示,超
.﹀過80米時Ⅱ顯示為…‧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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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報警功能

8.附加特點

9.使用電池
10.電池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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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水時間﹙以秒為單位p最∣多可劂!
∣﹨量i00分﹚或溫度指示△（以o1℃為
單位,在－5℃～＋￠0℃範圍內﹚二

潛水和0米顯示-－0.0米丁i
潛水時間﹙以秒為單位,最多可測

︽∕棄緇盈!霧蠹蓊驪瓣輳
深度測量後的0米︿﹣﹣
讀數－＝╴╴╴╴╴-0.0米＋

潛水時間或最大深度﹨
上昇速度報警、
異常深度報警∣
水傳感器檢查告誡、
電池電力不足警告系統
潛水報警監聽器
1個鼴池﹀﹀

約2年﹙在安裝新鼴池後）
〈正常使用條件〉
●潛水次數且50／年﹣
●－次潛水期間:1小時﹣
遢池的壽命靦報警或其他功能的使用頻度而定‧然
而,若本錶在並非潛水的狀態下受潮,水傳感器即被
起動,道會縮短電池壽命,因此請小心謹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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