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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格雅每天都会构想出与水有关的奇思妙想，在我们眼中，它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物质。我

们始终致力于探求更具可持续性的用水方式，并不断地进行技术的研究开发来帮助我们达成这一

目标。EcoSmart智能节水技术就是其中之一，它能够大幅降低产品的用水量。

EcoSmart智能节水技术，节水的最佳选择。

您可在以下页面查询更多可持续技术：www.hansgrohe.com.cn/ecosmart
也可以在以下页面计算使用我们的产品能够节约的能源和水量：

www.hansgrohe.com.cn/savings-calculator 

使用Hansgrohe@home规划软件

在iPhone、iPad或安卓智能手机上查看汉斯格雅龙头安装在您家中面盆上的样子：

http://itunes.com/app/hansgrohehome

本手册的制作已尽量符合环保标准。您也可以在阅读完毕后将本手册给其他人传阅或通过其他方

式将本手册循环利用，为环保贡献自己的力量。

独一无二，确应有尽有。
汉斯格雅：水之创新。

Select—选择您的淋浴乐趣
飞雨Select.

汉斯格雅卫浴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工业区东部新区申港路2999号 · 邮编：201611
电话：+86/(0)21/3774 2200 · 传真：+86/(0)21/3774 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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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关于汉斯格雅的最新信息，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汉斯格雅Hansgrohe



 Anche se siamo continuamente all‘avan-
guardia, c‘è qualcuno da cui copiamo volen-
tieri: la natura. Sul suo esempio abbiamo  

sviluppato il soffione con getto a cascata. 
Come sotto una cascata tropicale, la doccia 
avvolge con il flusso forte di RainFlow o con  

i morbidi getti di RainStream. Accendete  
l’acqua, chiudete gli occhi – e la doccia si tra-
sforma in una breve vacanza.

Raindance® Rainfall®: la cascata sotto la doccia. Le innovazioni per il vostro divertimento.

Scollegarsi o immergersi? Idee o ideale?

Tecnologie

Passa disinvoltamente da 
un getto all’altro e regala  
il piacere a comando.

Consente di rimuovere  
facilmente i depositi di  
calcare strofinando delica-
tamente gli ugelli in silicone.

Limita il flusso permettendo 
di risparmiare acqua ed 
energia. Per un piacere  
sostenibile.

Distribuisce l’acqua 
sull’ampia superficie del 
soffione, avvolgendo di  
benefiche gocce tutto il  
vostro corpo.

Aggiunge all’acqua un’ab-
bondante quantità d’aria. 
Lasciatevi accarezzare da 
un getto delicato privo di 
spruzzi e da l ievi perle 
d’acqua.

Tipi di getto

L’ideale per lavar via lo
shampoo dai capelli.

Getto massaggiante,
dinamico e rivitalizzante.
 

Uno scroscio abbondante 
di morbidi getti.

Una dolce pioggia di  
gocce gonfie d’aria.

Una combinazione di
dolce pioggia e getto
dinamico.

Getto massaggiante
concentrato e benefico.

Un potente getto a torrente
per bagnare una superficie
ampia.

� ���Hansgrohe�Raindance® Rainfall®��19

Raindance® Rainfall® 150
Come un for te acquazzone, il getto ampio a cascata 
spazza letteralmente via la quotidianità. Una doccia 
rinfrescante già solo per la sua unicità.

# 26442, -000

 

Raindance® Rainfall® 150 Stream
I dodici morbidi getti cadono delicatamente sulla testa 
e sulle spalle. Una stupenda sensazione, data dalla 
natura portata in casa.

# 26443, -000

 
Finiture:
es. 28500, -000 = cromo
es. 28500, -400 = bianco/cromo

Whirl



您最喜爱的出水方式。



飞雨Select E 300头顶花洒

是温和轻柔的雨淋式出水，还是强劲充

沛的畅快水流？由您决定！轻松点击，

随意切换！

飞雨Select E 120手持花洒

清爽提神的水流，全方位的柔和 雨淋，

抑或是强劲的按摩出水：按下按键，极

致享受轻松获取。

飞雨Select E 300淋浴管

拥有完美外观的手持花洒、头顶花洒和

恒温龙头组合。



 我们不仅希望通过我们的理念彻底

革新人们的用水方式，而且力求为卫浴产

品的舒适性和可控性设立新的标准。在汉

斯格雅的开发理念中，有一个最为重要的

因素——乐趣。这一因素贯穿于我们进行

的每次思考之中，蕴含于设计师描画的每

根线条之内，且已成为汉斯格雅产品独树

一帜的标签。因此，我们的最新成果并非

对功能和用户手册的简单扩充，而是一个

将各种建议、理念、实践和开发融合在内

的外观典雅的小巧按钮。它将彻底改变您

的淋浴体验，因为现在您只需轻轻一按，

就能够改变花洒的出水方式。无论是轻柔

的空气式雨淋、清爽提神的喷射水流，还

是目标明确的按摩出水——Select将让您尽

情享受最钟爱的淋浴体验。

    汉斯格雅飞雨Select  5

Select : 带来愉悦享受的最新技术。

简单而又非凡



6  汉斯格雅飞雨Select手持花洒    

飞雨Select E 120：能够彻底洗净所有洗发水，并让您享受到水流的轻抚和

按摩的全新手持花洒。

应有尽有的淋浴选择

 先是强劲清爽的雨淋式出水，然后

体验一下柔和如轻抚一般的空气式雨淋，

抑或是想尝试一下更集中的按摩式漩动出

水？能够不断体验不同的出水方式无疑是

充满乐趣的——尤其是在只需简单按下按

钮即可轻松切换的情况下。凭借创新型的

Select一键切换技术，您将可以在飞雨

Select E 120手持花洒的多种出水方式之间

瞬间切换。当然，出于“将淋浴时的每分

每秒都变成无上享受”的理念，未来趋势

也是我们考虑的因素之一——因此我们也

提供采用EcoSmart智能节水技术的花洒版

本。得益于其采用的智能节水技术，它能

够减少每次淋浴高达40%的水量消耗。

有关花洒功能的相关解释，请参

见本手册末尾折页中的内容。

雨淋式

空气雨淋式

漩动按摩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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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汉斯格雅飞雨Select E头顶花洒    

飞雨Select E 300：带有强劲的雨淋出水模式及柔

和的空气雨淋出水模式。

焕发活力还是彻底防松？

 每个人都有补充精力、振奋精神的

方式，让我们能够在白天精神抖擞地工

作，在夜晚尽情地放松自己，或是在运动

过后为疲惫的身躯重新注入新的活力。而

飞雨Select无疑是最为舒适的选择之一。您

既可以选择用强劲的雨淋式出水来彻底冲

净每一丝残留的洗发水，也可以选择将自

己包裹在轻柔的空气式雨淋水帘之中——

想要改变出水方式，您需要做的仅仅是轻

轻按下Select按钮。得益于花洒采用的

QuickClean快速清洁系统，其清洁也与出

水方式的选择一样轻而易举，通过摩擦高

弹性硅胶出水孔即可轻松去除沉积水垢。

有关花洒功能的相关解释，请参

见本手册末尾折页中的内容。

雨淋式 空气雨淋式





10   汉斯格雅飞雨Select淋浴管    

飞雨Select E 300淋浴管：头顶花洒、手持花洒和恒温龙头的完美组合。

让您享受淋浴体验的完美产品

 从头顶花洒的令人焕发活力或彻底

放松的雨淋式出水，到拥有三种出水方式

的手持花洒，再到多功能的恒温龙头：选

择飞雨Select淋浴管，您就将享受到集舒适

和乐趣于一体的极致体验，以及卓越设计

带来的诸多优势。毕竟，每一个汉斯格雅

方案都需要由它的智能性，它的外观，以

及最重要的—您对于完美淋浴体验的个人

感受来衡量。淋浴管能够简便的安装到原

有的管道上，因此淋浴管是浴室升级或改

装的理想产品。

有关花洒功能的相关解释，请参见本手册末尾

折页中的内容。

Whirl





12   汉斯格雅易斯达Select    

易斯达Select和花洒套装：手持花洒的最佳搭档。

强强组合，如虎添翼

 浴室应该是一个充满幸福舒适的地

方。只有在这里，您才可以远离尘世喧

嚣，单纯地追求自己的渴望。在如今最顶

级的恒温龙头—易斯达Select的控制下，

您的花洒将帮助您达成这一目标。它的控

制非常直观，并且采用当前最高的设计标

准，其花洒套装与飞雨Select E 120 搭配

和谐，相辅相成。此外，花洒套装安装简

便、升级简单，并有两种长度和表面材料

可供选择。

更多操控功能

易斯达Select能够使水量和温度保持恒定。
更加舒适的花洒套装 

65或90 cm的长度，镀铬或白色/镀铬两种

花洒表面选择，它是每个浴室的理想选

择。

操作更舒适

控制装置十分贴合手型，并且能够进行精

确设置。

使用更安全

隔热的主体和圆滑的棱角防止了高温和撞

击可能对人体造成的伤害。

表面美观更实用

表面易于清洁，并可提供大量空间用于放

置淋浴用品。





14   汉斯格雅飞雨Select系列    

飞雨Select：完善的产品系列

多样性和独特性兼备

镀铬

白色/镀铬

镀铬

白色/镀铬

白色/镀铬

新元素

飞雨Select E 120三速手持花洒 
# 26520, -000, -400 (15 l/min) 
EcoSmart 节水型# 26521, -000, -400  
(9 l/min)无图 
 
 
 

       

    

飞雨Select E 300两速头顶花洒  
带天花板连接管100 mm 
# 27384, -000, -400 (17 l/min) 
飞雨Select E 300两速头顶花洒  
带花洒臂390 mm 
# 27385, -000, -400 (17 l/min)无图 
 

       

  

飞雨Select E 300淋浴管配恒温淋浴龙头 
带飞雨Select E 300两速头顶花洒 
(17 l/min),飞雨Select E 120三速手持花洒 
(15 l/min) 以及易斯达Select恒温淋浴龙头 
花洒臂380 mm 
# 27128, -000, -400 
 

       

    



    汉斯格雅飞雨Select系列  15

白色/镀铬

恒温龙头

飞雨Select E 120/尤尼卡S波诺花洒套装 
90 cm # 26621, -000, -400 
65 cm # 26620, -000, -400无图 
飞雨Select E 120 EcoSmart节水型/ 

尤尼卡S波诺花洒套装 
90 cm # 26623, -000, -400无图 
65 cm # 26622, -000, -400无图 

       

    

易斯达Select恒温淋浴龙头 
带有智能节水功能 
# 13161, -000, -400 
 
 
 
 

易斯达Select恒温浴缸龙头 
带有智能节水功能 
# 13141, -000, -400 (20 l/min) 
 
 
 
 

    

玻璃置物架，白色 玻璃置物架，白色

玻璃置物架，镀铬镜面效果 玻璃置物架，镀铬镜面效果



淋浴管

镀铬

镀铬

白色/镀铬

16   汉斯格雅飞雨Select系列    

手持花洒

飞雨Select 150三速手持花洒 
# 28587, -000, -400 (15 l/min) 
EcoSmart 节水型 
# 28588, -000, -400 (9 l/min)无图 
 
 
 
 
 
 
 
 

       

    

飞雨Select 360 
淋浴管配恒温淋浴龙头 
带有飞雨E 360单速头顶花洒 (17 l/min),飞雨Select150
三速手持花洒(15 l/min)和 易斯达Select恒温龙头，花

洒臂 380 mm 
# 27112, -000, -400 
浴缸龙头淋浴管 
带飞雨E 360空气注入式单速头顶花洒(17 l/min),飞雨

Select 150三速手持花洒(15 l/min)和易斯达Select恒温

浴缸龙头(20 l/min),  
花洒臂380 mm 
# 27113, -000, -400无图 

      

    

飞雨Select 300 
淋浴管配恒温淋浴龙头 
带有可旋转飞雨S 300单速头顶花洒(17 l/min), 
飞雨Select 150三速手持花洒(15 l/min) 
以及易斯达舒适恒温龙头， 

花洒臂 450 mm 
# 27114, -000 
 
 
 
 
 

       

    



镀铬

镀铬

    汉斯格雅飞雨Select系列  17

淋浴组合

飞雨Select 240 
淋浴管配恒温淋浴龙头 

带有可旋转飞雨S 240单速头顶花洒(17 l/min), 
飞雨Select 150三速手持花洒(15 l/min) 
以及易斯达舒适恒温龙头， 

花洒臂 450 mm 
# 27115, -000 
 
 
 
 
 

       

    

飞雨Select 150 
恒温淋浴组合 

90 cm # 27037, -000 
65 cm # 27036, -000无图 
 
 
 
 
 
 
 
 

       

    

飞雨Select 150/尤尼卡S波诺花洒套装 
90 cm # 27803, -000, -400 
65 cm # 27802, -000, -400无图 
 
 
 
 
 
 
 
 
 

     

    





	 尽管我们致力于不断的锐意创新，

但我们始终将一个要素视作根本——这就

是自然。这个系列就是我们根据大自然的

杰作之一——瀑布设计出来的。使用该系

列花洒时，您就像站在热带瀑布之下，并

有湍流的瀑布式出水或柔和的川流式雨淋

出水两种出水方式可供选择。打开龙头，

闭上双眼，让您的身心在淋浴中小憩一会

吧。

飞雨飞瀑：瀑布一般的淋浴体验。 创新，源于对淋浴享受的不懈追求。

彻底防松或融入其中？ 创新理念打造理想产品

技术

一键选择技术：瞬间转换

出水方式，轻触按键即带

来淋浴乐趣。

快速清洁技术：只需摩擦

高弹性的硅胶喷孔，即可

轻松去除沉积的水垢。

智能节水技术：限制水

流，节约水和能源。为您

带来长久的愉悦体验。

超大级淋浴性能：通过大

尺寸花洒盘出水，您的身

体能够完全沐浴在舒适的

水滴中。

空气注入技术：将大量空

气注入水中。水流更加柔

和，不会飞溅，淋浴时水

滴更加丰盈、充沛。

出水模式

雨淋式：适用于冲洗洗发

水。

空气式爱抚：强劲有力，

令人精神焕发的按摩喷

水。

	

川流式雨淋：丰沛柔和的

多股水流出水

空气式雨淋：含有丰沛空

气的温和雨式水流。

混合：将柔和的雨式水流

和动态水流相结合。

漩动按摩：集中式按摩水

流，有益身心。

雨瀑：强劲有力的急速水

流，覆盖面大。

   	汉斯格雅飞雨飞瀑   19

飞雨飞瀑150
让这款花洒无与伦比的宽阔大流量出水来冲走一天的

疲倦。独一无二的设计使得该产品的淋浴体验更显清

爽。

# 26442, -000

 

飞雨飞瀑150川流式雨淋

十二股轻柔的水流温和地摩挲着您的头部和肩膀。在

家中体验大自然的无尽魅力，飞瀑让淋浴变得如此愉

悦。

# 26443, -000

 
表面处理

产品型号由八位数字表示，后三位代表表面处理。

如：28500, -000 = 镀铬

如：28500, -400 = 白色/镀铬

Wh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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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格雅每天都会构想出与水有关的奇思妙想，在我们眼中，它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物质。我

们始终致力于探求更具可持续性的用水方式，并不断地进行技术的研究开发来帮助我们达成这一

目标。EcoSmart智能节水技术就是其中之一，它能够大幅降低产品的用水量。

EcoSmart智能节水技术，节水的最佳选择。

您可在以下页面查询更多可持续技术：www.hansgrohe.com.cn/ecosmart
也可以在以下页面计算使用我们的产品能够节约的能源和水量：

www.hansgrohe.com.cn/savings-calculator 

使用Hansgrohe@home规划软件

在iPhone、iPad或安卓智能手机上查看汉斯格雅龙头安装在您家中面盆上的样子：

http://itunes.com/app/hansgrohehome

本手册的制作已尽量符合环保标准。您也可以在阅读完毕后将本手册给其他人传阅或通过其他方

式将本手册循环利用，为环保贡献自己的力量。

独一无二，确应有尽有。
汉斯格雅：水之创新。

Select—选择您的淋浴乐趣
飞雨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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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关于汉斯格雅的最新信息，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汉斯格雅Hansgro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