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510B510B510B510 操作指南

产品特点

感谢您购买西铁城 CITIZEN牌手表！

本产品是一只模拟指针式手表。具备指示时、分、秒、24小时、日历

和秒表等各种实用的功能。

本手表具备了由光动能发电和机械动能发电两种动力系统。在表盘下面有一个太

阳能电池可将光能转换成电能；在机芯内部有一套动力发电系统，手表在运动时

可将动能转化成电能，在有光照的环境下和佩带运动时均能够对手表的中的充电

电池进行充电。

本手表的充电电池中不含诸如汞等有害的重金属，是一个环保清洁的能源电池。

电量一旦充满，即使不再充电，手表也可运行五个月左右。所以，本表电池可以

反复使用，不需象其他石英手表那样定期更换，并减少丢弃的旧电池对环境的污

染。

本手表具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功能，可以保护电池及电路不会因长期充电而引起损

坏。

产品特点

各部位名称

① 时针 ② 分针 ③ 秒针 ④ 24小时针 ⑤ 秒表秒针 ⑥ 秒表分针

产品特点

※ 在通常使用时，注意必须将柄头按回原位。

即使在不使用手表时，亦请将手表放置在有光照的环境中。

调整时间

(1) 等秒针到达 0 秒时，将柄头拉出到调整时间的位置上。

(2) 转动柄头调整时间,注意区分 24小时针上午及下午的时间，否则会发生中午

跳日期的现象。（在调整时间时，指针与日历相互连动。因此，24 小时针经过

午夜 12 时，日历会改变）

(3) 根据电话或电台等标准时间报时信号，将柄头按回原位。



调整日期

(1) 将柄头拉出到调整日期的位置上。

(2) 转动柄头，将日期调整到今天的位置上。

(3) 推回柄头，日期调整完毕。

(4) 注意当 24小时针在夜间 21～1 点之间不可调整日期，否则容易发生第二天

日期变动不准确的现象。

(5) 每当遇到小月和 2 月末，须将日期调整到下个月的 1日。

秒表的使用方法

本秒表可以按 0.2秒（1/5秒）的

精度运行 59分 59秒。

（1） 按一下 A 钮，秒表启动，大秒针会开始转

动 。

（2）按一下 A 钮，秒表暂时停止，按再下 A 钮，

秒表恢复运行。

（3） 按一下 B 钮，秒表回到 0位。

秒表的秒针和分针复位方法

当秒表的指针遇到意外因素不能回复到 0位置时，

请用下列方法给予调整：

(1) 将柄头拉到拨针位置。

(2) 按一下 A 按钮（右上侧按钮）

秒针转动一格，按住按钮不放，秒针会连续转动，

直到 0 位置。

(3) 按一下 B 钮（右下侧按钮），将秒表的分针

回复到 0 位置。

(4) 推回柄头，复位完毕。

利用秒表的秒针测速的方法



使用条件：车速不低于 60公里/时，同时有参照物。

举例：在火车上使用测速表，当火车经过第一个公里标记碑时，按下（A） 按

钮启动秒表。若经过 45 秒火车路过第二个公里标记碑时，再按下（A）按钮，

使秒表停止，此时秒针指向 45秒的外侧“80”位置，表明此时火车的速度是 80公

里/小时。

有关手表充电问题的说明

本手表有光动能发电和机械动能发电两种动力系统，在两种环境下均可对手表进

行充电。

（一） 用光能充电问题：

这是一只光动能手表，使用前请将手表置于下列表格所列的光照下充分进行充

电：（因表盘颜色和使用的环境的不同，下列数据供做参考）

以下三种情况所需要的时间

光动能表所处的环境 光度 LUX 从停止到秒针正

常运行
由空白到充满 供一天使用

在一般的办公室内 500 37小时 335小时 2小时

60-70厘米荧光灯下 1000 15小时 143小时 45分钟

20厘米荧光灯下 3000 5小时 45小时 15分钟

室外，阴天 10000 1.5小时 13小时 4分钟

夏季室外，晴天 100000 30 分钟 2.5小时 2分钟

各种情况下充电时间的说明::::
（1） 秒针由停止到每秒运行所需要的时间：

电池中的电量耗尽后，手表会停止运行。当遇到光照后（已经过拨针调校），手

表的秒针会以 2…2…两秒一跳的形式运行，表示目前手表的电量尚不足，还需

要继续给予充电。请将手表放到上述表格中所列举的环境下照射到相应的时间

后，秒针会自动转变成每秒一跳的所需要的时间。

（2）由空白到充满：

将电池的电量由空白一直到充足所需要的时间。

（3） 供一天使用：



充上使手表能正常行走一天的电量所需要的时间。

（二） 动力充电问题：

将手表握在手中给予摇摆，（如图）摇摆的幅度在

20cm～25cm，每秒钟摇摆 2～2.5次。

初次使用时要摆动 300次以上，使手表的电池快

速得到充电。

秒针运行状态的说明

（一）指针调校警告功能

当手表长期在静止状态和未受到光线照射的情况下，电池

中的电量会耗尽，手表已停止运行。当再遇到光线照射或

运动后手表会重新启动，但是秒针会以：1秒、1秒、2秒 …
的形式跳动 。它提示用户：此表曾经停止过，虽然目前在

运行，但是时分针是不准的。不论充电时间有多长，电池

是否已充满，如果不拉出柄头调整指针，那么秒针的不规

则运行将永远持续下去。

（二）充电不足警告功能

经过拉出表吧调整时间后，若手表的秒针出现以 2…2…两秒一

跳的形式运行时，表示目前手表电池的电量不足，还需要继续

给予充电。如果停止充电，手表不久就会因电量耗尽而再次停

止。

（三） 正常运行

只要为手表充分充电后，秒针自动会恢复成每秒运行。1秒、1秒 …
每秒逐格跳动，表示手表在正常运行。

注意事项

为了保证手表在设计的限度内使用，请先查对您手表表面和表壳上标示的防水等

级并参考下表。



· 日常使用防水能力（至 3 个大气压）：这类表可抵抗轻微沾水。比如戴着手

表洗脸都没问题。不过，它不是设计来供浸入水中使用。

· 日常使用加强防水能力（至 5 个大气压）：这类表可抵抗中等程度的沾水。

比如戴着手表游泳都没问题：不过，它不是设计来供赤身潜水时用。

· 日常使用可强防水能力（至 10 个大气压）：这类表可于赤身潜水时，但不能

作戴着水下呼吸器或以氦气的浸透式潜水时用。

注意

· 手湿或表湿时都不宜操作表钮。不然，很容易让水渗入表内而影响手表性能。

· 曾于海水中用过手表，以清水冲洗再用干布抹干。

· 如果有水进入表内，或表面内层有雾气而整天不散，就要立刻将表送去表店或

星辰服务中心修理。如果任由水气留在表内不理，会使机件腐蚀。

· 如果有海水进入表内，则宜将手表用盒子或塑料袋包好立刻送去修理。不然，

表内的压力会逐渐增大，可能使一些零件脱落（表面、柄头、按钮等）。

注意︰时刻保持手表清洁

· 表壳底盖或表带的缝隙中最易积结灰尘和污垢。积结的灰尘和污垢容易产生腐

蚀作用及弄脏衣服。宜不时清理手表。

清理手表

· 用软布抹除表壳和表面上的灰尘、汗渍和水分。

· 用干的软布抹除皮质表带上的灰尘、汗渍和水分。

· 金属、塑料或橡皮表带可用中性浴皂和水洗刷，用软刷刷除金属带缝隙中的灰

尘和污垢。如果手表不是防水的，应送去表店清理。

注意︰要避免使用一些溶剂（如油漆稀释剂、汽油等来清洁手表），因这些溶剂

很容易损伤饰面和密封圈。

注意：使用环境

· 要依使用手册中规定的使用温度范围使用手表。如在超出使用手册中规定的温

度范围中使用手表，会容易使手表功能退化，甚至使手表停顿。

· 勿在高温的环境中，例如︰蒸汽浴室中使用手表。因在高温环境中使用手表易

引起皮肤烫伤。

· 勿让手表放置在高温环境中，例如︰夏天日光直晒的汽车仪表板上面。不然，

手表很容易损坏，比如使塑料零件变形等。

· 勿让手表放在靠近磁铁处。如果把手表贴近磁性保健用品，如︰磁性项链、或

电冰箱的磁性门闩、或手袋的磁性扣、或移动电话的听筒旁放置，都容易使手表

计时失准。如遇此情况，应把手表搬离磁铁位置并重新校正时间。

· 勿把手表放在靠近产生静电的家电附近。如果把手表放在强静电场环境中，例

如︰在电视荧光屏幅射出来的静电场中，则易使手表计时失准。

· 勿让手表受到强烈振动，例如掉在坚硬的地面上等。

· 避免在可能有化学或腐蚀性气体弥漫的环境中使用手表。

如果手表接触到化学溶剂，如︰油漆稀释剂和汽油，或含有这类溶剂的物质等，

就会引起手表变色、熔化、碎裂等情况。如果手表接触到温度计内用的水银，则



表壳、表带或其它零件都会变色。

定期检查

为长期安全使用，本表需每隔 2 或 3 年进行 1 次检查。为确保防水性能，表

内的密封圈需要定期检查或更换。其它零件、则请根据需要进行更换。请要求更

换西铁城原厂零件。

规格

1 、机芯型号︰ Ｂ510
2 、拟指针式光动能/动力电能手表

3 、运行精度︰平均每月± 15 秒以内

（在常温︰＋ 5℃至＋ 35℃的环境佩带使用时）

4 、手表工作温度范围︰

﹙－10℃～＋60℃﹚

5. 显示功能︰

小时、分、秒、24小时、日历

6. 附加功能︰

秒表功能（计时范围：60分钟，计时精度：1/5秒）

指针调整警告功能

充电不足警告功能

防止过度充电功能

7.外观特点

采用球面蓝宝石材质玻璃

双面防反射涂层镀膜处理，观察表盘时间更清晰可辩

精致荧光指针及刻度盘

测速表功能

实心不锈钢表带

不锈钢表壳

8. 使用电池︰ 1 个充电电池

※ 规格若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