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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无法控制气候变化，但是减少环境有害气体CO2的排放量是

每个社会成员的责任。这不仅是一项环保运动，更是经济发展的大

势所趋。未来的路就在脚下。”

——Klaus Grohe先生, 1992年



1987年
米斯塔环保型手持花洒将耗水
量降低50 %。

1992年
适用于所有花洒的Waterdim节
水装置问世，使水流速度降
低。

1993/94年
奥芬堡工厂的太阳能发电站和
汉斯格雅太阳能发电塔正式投
入使用。

1995年
荣获巴登—符腾州环保大奖。

1997年
雅生斯典不锈钢龙头作为首款
通过环保认证的龙头产品，荣
获iF工业设计环保奖。

2001年
首款3升式花洒成为业内全新
标杆。

2001年
Pontos AquaCycle智能水循环系
统面市，实现了泡浴及淋浴用
水的循环再利用。

2004年
第一份汉斯格雅可持续性报告
出台。

2007年
将EcoSmart节水节能技术应用
于龙头与花洒

2008年
首届汉斯格雅水主题研讨
会在希尔塔赫的“水之圣
殿”(Aquademie)召开。

2009年
被选为阿布扎比面向未来与
可持续性发展的供应商

照片：黑森林Menzenschwand瀑布



水。这种物质的存在赋予了我们的星球孕育生命的力量。地球表面71 %的区域被水所覆盖。全球水元素总量达13.86亿立
方千米。其中，96.5 %是咸水，3.5 %是淡水。但是，只有0.5 %的淡水可供饮用。汉斯格雅励精图治致力于这项宝贵资源
的节约和净化。

水
我们的元素



水是人类的一大元素。作为龙头和花洒制造商，汉斯格雅力求将水的利用精益求精。这一生命之源具有魔幻神奇的力

量，令我们在每一天焕然新生。无论是盛夏淋一场倾盆大雨，还是在11月穿过浓浓的雾霭，无论是冰凉解渴的冷饮还是
舒适温馨的热饮，无论是热乎乎的泡浴享受还是畅快淋漓的淋浴——没有水，世间万物将归于消亡。

飞雨空气注入式头顶花洒板的示例
清楚地展示了在花洒头中将空气融
入水中的概念。



水的混合与控制 用水

高瞻远瞩

汉斯格雅是全球浴室行业中公认的趋势风向标。正是凭借几十年来在突破创新和开发中的不懈努力使汉斯格雅赢得这一

美名。汉斯格雅从本质上关心长期发展理念，跳出思维定式，不断改善我们的产品质量和人类的生活品质。我们在珍贵

的饮用水资源保护和节约上做出的贡献正是这一哲学的一部分。对水的热爱促使我们不断探求独特创新的解决方案。对



排水 水循环

我们而言，水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元素，而且珍贵、神奇，是生命的源泉。因此，我们为制造出精益求精的龙头和花洒

而不断努力，力求让人们意识到水的价值，使他们珍视这最本质的生命元素。我们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从混合，控制到

循环再利用的方方面面的活动中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倍享浴乐
高效利用水资源

Raindance® 飞雨® S 150 AIR

1升水

3升气

4升康
体舒心

AirPower空气注入技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水资源，我们
将大量空气注入水中。通过整个出水盘将空气导入水中，并

与流入的水混合在一起，可在每升水中注入大约3升空气，从
而让水滴更加充盈、轻盈、柔软。在耗水量保持不变的情况

下，带给您更多的欢乐享受，让您倍享浴乐。





宽广的淋浴水幕
降低能源消耗，减少CO2排放量

Crometta® 85 Green
手持花洒，6 升/分

EcoSmart节水节能技术。怎样才能将少量的水变成很多水
呢？汉斯格雅EcoSmart节水节能技术就能轻松做到。先进的流
量限制技术，特制的出水口和将空气与水混合在一起的空气

注入功能能够将耗水量降低至6升/分或9升/分——同时让您
倍享浴乐。由于需加热的水量减少，这项技术同时还实现了

能源的节约。这样，您可以从淋浴开始，每天为节能环保做

出自己的贡献。

Raindance® 飞雨®

S 150 AIR EcoSmart 
手持花洒，9 升/分

不带汉斯格
雅 EcoSmart
节水节能技术
的花洒水幕

带有汉斯格
雅 EcoSmart
节水节能技术
的花洒水幕

EcoSmart流量
控制



*与不含EcoSmart节水节能技术的同类产品相
比，2009年德国四口之家的使用平均值。

使用飞雨 S 150 AIR EcoSmart花洒
每年可节约*

使用柯洛梅达85绿色花洒每年可
节约*

水 约 24,024 升
二氧化碳排放量 约 180 千克
水费与能源费用 约 181 欧元

水 约 43,680 升
二氧化碳排放量 约 326 千克
水费与能源费用 约 329 欧元



AIR
AI

R

舒适无限
流速减半

梦迪诗® S
面盆龙头，5升/分

少即是多。在水资源利用上，这可能并不显而易见。但是当

您体会到汉斯格雅龙头射出的温和、丰富的水流时，定会立

刻明白个中涵义。汉斯格雅龙头不仅配有智能化的流量限制

器，能在不受压力影响的情况下降低水流量，而且在出水口

中配有内置的特制水波器，将空气注入水中，营造出更舒适

的出水——即使流量只有5升/分，也能倍享浴乐。

EcoSmart流量
控制



*与传统面盆龙头相比，2009年德国四口之家
的使用平均值。

使用带有EcoSmart节水节能技术
的面盆龙头每年可节约*

水 约 37,128 升
二氧化碳排放量 约 247 千克
水费与能源费用 约 271 欧元 



步步为营
节约能源

可再生能源

汉斯格雅在关注资源利用和

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也走在

众人之前。于1993年投产的
奥芬堡花洒工厂的太阳能发

电工厂是欧洲第二大同类型

太阳能发电工厂。太阳能发

电塔是汉斯格雅致力于节能

环保的一大标志，其参观中

心于1994年在奥芬堡落成，
同时这也是环保前瞻性思维

的一大例证。汉斯格雅凭借

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先锋模范

作用获得的数项环保奖项可

谓实至名归，其中包括1995
年巴登-符腾州环保奖——使
汉斯格雅成为首家获此殊荣

的同行业企业。



生活于Kinzig River的鲑
鱼

作为一家围绕着水开展日

常工作的公司，汉斯格雅

集团坚守的社会使命的关

键支柱之一必然与水资源

相关。2009年，汉斯格
雅发起了这项旨在关注地

方生态水质的活动。我们

与巴登-符腾堡州渔业协会
（www.wfbw.de）展开合
作，采取了许多措施为将鲑

鱼重新引入从我们工厂门

前流过的Kinzig河奠定了基
础。

水——与未来息息相关的

问题

为了提高人们珍惜水资源这

一维系生命的元素的意识，

自2008年起，汉斯格雅开
始发起召开专门讨论水资源

的年度研讨会，议题颇为多

元化，涉及水资源的方方面

面。在为期两天的谈话、研

讨会和讨论中，大家一起探

讨与这一宝贵资源相关的各

种事项。2010年，我们将
响应克劳斯·格雅先生提出
的：“让公众了解水资源这

一与未来息息相关的重要问

题是我们的责任”，并将继

续召开该研讨会。

Hansgrohe 
Water Symposium

Masdar城
面向未来与可持续发

展的Masdar城座落在
阿布扎比的沙漠之中

(www.masdarcity.ae)。在竣
工之后，它将提供大城市所

具备的所有功能设施，但不

会排放任何二氧化碳，或

是产生任何废物或废水。汉

斯格雅集团参与了这个工程

项目——为其提供 EcoSmart
龙头和花洒，这些产品将安

装在城中的第一座建筑——

Masdar科技学院中。

可持续性建筑

德国可持续性建筑委员会

(www.dgnb.de)积极致力于支
持符合可持续性建筑原则的

项目，其中既包括建筑物的

规划和施工，也包括建筑物

的使用。DGNB的工作核心
是制定环保、高能源效率和

舒适建筑的认证体系。作为

DGNB的创始成员，汉斯格
雅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这项

计划。



身兼职责
保护环境

严苛的环保主义者

汉斯格雅早在当今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出现

之前就致力于环保技术的前瞻性创新开发，

在这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通过严格的

环保管理、创新的生产技术和节能环保型产

品，为环保型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

献。

电镀技术

汉斯格雅不断为电镀工艺制定新的标准，特别

是在减少水和化学品的使用方面。2009年，
汉斯格雅通过创新的内部开发流程，再次大大

降低了能耗和污染物的排放量。



废料管理

汉斯格雅采用先进的废料管理措施，实现了

90 %的生产废料的循环再利用。例如，电镀
工序中排出的镍轴承喷淋液可再度用于镍的

生产过程中，我们还回收铜屑，将其再次锻

造成铜。

优化使用

汉斯格雅研发部门一直致力于改善我们的花

洒和龙头的耗水量。在出水试验室中，我们

力求通过不断改进龙头和花洒的出水质量，

以最低的流量，实现最高的舒适享受。



汉斯格雅龙头
坚持节约

汉斯格雅电子面盆龙头

因为使用了EcoSmart节水节能技术，标准流量为5升/分

以上产品选自汉斯格雅产品系列，欲全面了解产品及各种可用表面，请参阅汉斯格雅产品目录或访问www.hansgrohe.com中您所在国家的对应网页。

梦迪诗E
# 31070000

梦迪诗S
# 31060000

达丽丝E2

# 31612000
达丽丝S2

# 32040000
达丽丝 经典
# 14111000

福柯斯E2

# 31730000

典雅 时尚

梦迪诗

经典

福柯斯S
# 31701000

普拉达
# 15070000

梦迪诗S电子龙头
# 31100000

达丽丝S2电子龙头
# 32110000

梦迪诗 经典
# 31075000

达丽丝

福柯斯 普拉达



雅生龙头
可持续性设计与耗能

雅生电子面盆龙头

因为使用了EcoSmart节水节能技术，标准流量为5升/分

以上产品选自雅生产品系列，欲全面了解产品及各种可用表面，请参阅雅生产品目录或访问www.hansgrohe.com中您所在国家的对应网页。

雅生® 欧诺²
# 38020000

雅生® 斯达克
# 10111000

雅生® 斯达克 经典
# 10010000

雅生® 斯达克 X
# 10070000

雅生® 奇特里奥
# 39031000

雅生® 斯典
# 35002800

雅生® 田诺
# 37001000

雅生® 嘉登
# 17010000

雅生® 蒙特勒
# 16502000

雅生® 斯达克 X
# 10170000

雅生® 斯达克
# 10101000

雅生® 奥奇拉
# 11020000

雅生® 奇特里奥 M
# 34010000

雅生® 玛颂
# 18010000



汉斯格雅EcoSmart花洒
小水量，大享受

柯洛梅达85绿色环保 单速
手持花洒，6 升/分
# 28561000

柯洛玛100 EcoSmart节水型
多功能手持花洒，9 升/分
# 28538000

柯洛玛100变速式EcoSmart节水型
手持花洒，9 升/分
# 28537000

柯洛玛100 EcoSmart节水型
多功能头顶花洒，9 升/分
# 28460000
花洒杆
# 27411000

柯洛玛100变速式EcoSmart节水型
头顶花洒，9 升/分
# 28462000
花洒杆
# 27411000

柯洛玛160 EcoSmart节水型
头顶花洒
带旋转连接管，9 升/分
# 28450000
花洒杆
# 27412000

柯洛梅达85绿色环保 单速
头顶花洒，6 升/分
# 28423000
花洒杆
# 27411000

柯洛玛100 EcoSmart节水型淋浴管，
9 升/分
# 27159000
柯洛玛100 EcoSmart节水型淋浴管，
9 升/分
# 27144000（无图）

柯洛梅达85 柯洛玛100



Raindance® 飞雨® EcoSmart节水型淋浴管，
花洒杆460 mm, 9 升/分
Ø 180 mm # 27165000
Raindance® 飞雨® EcoSmart节水型淋浴管，
花洒杆350 mm, 9 升/分
Ø 180 mm # 27141000（无图）
Raindance® 飞雨® EcoSmart节水型淋浴管，
花洒杆460 mm, 9 升/分
Ø 180 mm # 27146000（无图）

Raindance® 飞雨® EcoSmart节水
型淋浴管，花洒杆 460 mm,
9 升/分
Ø 180 mm # 27166000

飞雨

Raindance® 飞雨® E 150 3速 EcoSmart节水型
手持花洒，9 升/分
# 28551000
Raindance® 飞雨® E 120 3速 EcoSmart节水型
手持花洒，9 升/分
# 28549000（无图）
Raindance® 飞雨® E 100 3速 EcoSmart节水型
手持花洒，9 升/分
# 28553000（无图）

Raindance® 飞雨® S 150 3速 EcoSmart节水型
手持花洒，9 升/分
# 28550000
Raindance® 飞雨® S 120 3速 EcoSmart节水型
手持花洒，9 升/分
# 28554000（无图）
Raindance® 飞雨® S 100 3速 EcoSmart节水型
手持花洒，9 升/分
# 28552000（无图）

Raindance® 飞雨® AIR EcoSmart节水型
头顶花洒，带花洒杆
9 升/分
Ø 240 mm # 27461000 
Raindance® 飞雨® AIR EcoSmart节水型
头顶花洒，带花洒杆
9 升/分
Ø 180 mm # 27462000（无图）

Raindance® 飞雨® AIR EcoSmart节水型
头顶花洒，带天花板连接管，
9 升/分
Ø 180 mm # 27464000
Raindance® 飞雨® AIR EcoSmart节水型
头顶花洒，带天花板连接管，
9 升/分
Ø 240 mm # 27463000（无图）



1. 请勿在洗手、刷牙或剃须时，让水继续流出，因为这样
做您每分钟会浪费5至20升水（依龙头而定）。请在此期
间关闭水龙头，或使用一杯水刷牙。要用水修面，只需在

开始修面之前将面盆放少量的水即可。

2. 每次泡澡需要大约140升水，而淋浴消耗的水则远远小
于此值，使用汉斯格雅EcoSmart技术的花洒更能实现大量
节水。柯洛梅达85环保型花洒是最为经济节约的花洒，该
产品每分钟用水仅6升，3分钟淋浴的耗水量仅为18升——
而且舒适感丝毫无损。

3. 如果不能使用太阳能，则必须使用化石燃料。因此，节
约热水，也就能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个四口之家可

以通过使用节水型花洒和龙头，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达

600千克。

4. 大部分的家庭用水——约35升/人/天，是用于冲洗马桶
的。安装中断控制器或双重冲水系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

为“小便”通常需要最大3升水就可以冲洗干净了。这样
做，每人每年最多可节水8,000升。

5. 洗衣机、洗碗机等家用电器的耗水量也很大。在购买新
电器时，应注意识别电器的能源效率等级，选择A级，乃
至A+或A++级的产品。

6. 当然，您可以通过二次利用，节约大部分水资源。家庭
废水循环再利用系统能够方便地融入新居或改建工程的规

划之中；净化浴缸及淋浴用水，将其用于冲洗马桶或浇灌

花园等用途；通过连接下水管的集雨箱收集雨水，也具有

重要的节水意义。

7. 我们的购买习惯对水资源消耗也存在一定的影响。例
如，新纤维造纸1公斤将产生100升废水，而每公斤再生纸
的生产只会产生15升废水 ，同时还节约了自然资源。在购
买卫生纸或书写用纸张时，请选择注明“蓝天使”等环保

标签的产品。

8. 食品生产的用水量也很大。例如，在干旱地区人工灌溉
菜地会造成大量环境危害。随季节及地区供应情况调节膳

食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而且更能保证您的个人健康。

滴滴皆珍贵
汉斯格雅节水妙招



Hansgrohe Calendar 2010

更多信息：

www.hansgrohe-int.com/savings-calculator
www.hansgrohe.com/ecosmart
www.hansgrohe.com/sustainability



我们竭尽全力保证本手册的印刷符合环保要求。由于使用
了新型纸张（Revive Pure），与前一版相比，制作过程中
的二氧化碳排量降低了70 %以上。您还可以在阅读之后将
本手册拿给他人传阅，或将其用于循环再利用，以便为环
保做出贡献。

本手册采用FSC认证纸张印刷，制造纸张使用的木材均源
自经过FSC认证的森林。森林管理委员会定期制定兼顾环
保、社会效益和经济可行性的森林管理标准。FSC标签的
使用受到严格控制，并带有监管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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