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最适合您的

手链 尺寸
MOMENTS 925 银串饰手链
·· 最受欢迎的手链尺寸是 18 cm.
·· 手腕净围加2cm即为最理想的手链尺寸。
·· 如果处于两个尺寸之间，请先确定喜欢的佩戴风格。如果喜欢略紧，请选择稍小尺寸，如果喜欢较为宽松，请选择稍大尺寸。
·· 请注意，新手链质感稍显僵硬，会较为紧绷，佩戴不太舒适。但会很快软化，随着您的佩戴变得更加服帖。
·· 如果您经常佩戴，手链会在第一年内变松约1cm。具体时长取决于您佩戴的频率和搭配的串饰数量。
·· 一年以后手链仍有可能继续变松，但变化不会太大。
·· 请注意，串饰并不会占取您所想的那么大空间，因此请参照我们的指南充分使用您的手链。
·· 如果您起初仅在手链上佩戴几颗串饰，则手链会稍显宽松。增加串饰之后，情况将有所改变。
·· 您也可以测量已有的手链尺寸进行比对。应测量首尾长度才能得出正确尺寸。请记住，如果您的手链已经佩戴了一段时·
间（1年以上），则可能尺寸已经增加了1cm。

MOMENTS 925 银手镯
·· PANDORA 手镯有三种尺寸：
·· 17cm：适合15-16cm的腕围，但如果您会搭配串饰，我们建议您选择稍大的尺寸。
·· 19cm：适合17-18cm的腕围，但如果您会搭配串饰，我们建议您选择稍大的尺寸。
·· 21cm：适合19-20cm的腕围，但请注意，如果您要搭配串饰，会稍感紧绷。

手链类别

手腕净围尺寸

建议手链尺寸

建议的最大串饰数量

·· 925银串饰手链

14 cm			
15 cm			
16 cm			
17 cm			
18 cm			
19 cm			
20 cm			

16 cm
17 cm
18 cm
19 cm
20 cm
21 cm
23 cm

一般而言，一整条手链通常
能搭配15-20颗串饰、小串饰
或安全链，具体取决于手链
和串饰的尺寸

·· 925银手镯

15-16 cm		
16-18 cm		
19-20 cm		

17 cm
19 cm
21 cm

无论手链长度多少，建议最
多搭配15-20颗串饰

MOMENTS 皮革手链
·· 我们建议，无论皮革手链长度多少，最多搭配7-9颗串饰即可。
·· 可从离您最近的门店选购硅胶嵌件与固定夹一起使用，确保串饰固定到位。
·· 由于皮革的固有特性，皮革手链可能在天气变化、受潮、受热和/或存放方式改变后变长或缩短。
·· 您也可以测量已有的手链尺寸进行比对。应测量首尾长度才能得出正确尺寸。请记住，如果您的手链已经佩戴了一段时·
间（1年以上），则可能尺寸已经增加了1cm。

手链类别

手腕净围尺寸

建议手链尺寸

建议的最大串饰数量

单圈编织皮革手链

Up to 16 cm		
17 cm or 18 cm		
19 cm			

S1 – 17.5 cm
S2 – 19 cm
S3 – 20.5 cm

无论手链长度多少，建议
最多搭配7-9颗串饰

双圈编织皮革手链

Up to 16 cm		
17 cm or 18 cm		
19 cm			

D1 – 35 cm
D2 – 38 cm
D3 – 41 cm

无论手链长度多少，建议
最多搭配7-9颗串饰

三圈编织皮革手链

Up to 16 cm		
17 cm or 18 cm		
19 cm			

T1 – 52 cm
T2 – 57 cm
T3 – 61 cm

无论手链长度多少，建议
最多搭配7-9颗串饰

MOMENTS 多圈皮革手链
·· 我们建议最多与多绳手链搭配7-9颗串饰。
·· 您也可以测量已有的手链尺寸进行比对。应测量首尾长度才能得出正确尺寸。请记住，如果您的手链已经佩戴了一段时间
（1年以上），则可能尺寸已经增加了1cm。

手链类别

手腕净围尺寸

建议手链尺寸

建议的最大串饰数量

多圈皮革手链

Up to 16 cm		
17 cm or 18 cm		
19 cm			

M1 – 17 cm
M2 – 19 cm
M3 – 20 cm

无论手链长度多少，建议
最多搭配7-9颗串饰

MOMENTS 925 银固定夹手链
·· 手腕净围加2cm即为最理想的固定夹手链尺寸。
·· 固定夹手链有15cm、16cm、17cm、18cm、19cm、20cm、21cm和23cm等多种尺寸可选
·· MOMENTS 固定夹手链只能与固定夹搭配，不能与串饰组合佩戴。

手链类别

手腕净围尺寸

建议手链尺寸

固定夹手链，1颗固定夹

14 cm			
15 cm			
16 cm			
17 cm			
18 cm			
19 cm			
20 cm			

16 cm
17 cm
18 cm
19 cm
20 cm
21 cm
23 cm

建议的最大串饰数量

无论手链长度多少，建议
最多搭配1颗固定夹

安全链
·· PANDORA 安全链可与手链一起佩戴，避免串饰滑落、丢失。
·· 安全链一端灵活可调，通过拧动即可轻松将安全链旋紧在手链上。您需要确保这一端最后处于拧紧状态。

安全链有如下尺寸可选。
请注意，具体须视销售情况而定：
· 4 cm
· 5cm
· 6 cm
· 7cm

MOMENTS 固定夹手链
·· 使用固定夹闭合手链时请小心操作。务必将手链端放到链
扣内，牢固地扣好锁扣。
·· 锁扣咬合不到位时切勿强行闭合。调整手链端位置，然后再
试。
·· 提供链扣开启器（产品编号：890000PCZ），售价298人民
币。

手链概念
选择手链

搭配一对固定夹

搭配最喜欢的串饰

用一款安全链保护
自己的藏品...

…打造您专属的

串饰手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