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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斯格雅全新花洒系列 — Croma®柯洛玛Select
Crometta®柯洛梅达100 

汉斯格雅

 花洒新品 

 新 



柯洛玛 Select E 单速 手持花洒
# 26815, -400 智能节水型 (9升/分)
# 26816, -400 智能节水型 (7升/分) 

柯洛玛 Select E 变速 手持花洒
# 26813, -400 智能节水型 (9升/分)

柯洛玛 Select E 多功能 手持花洒
# 26811, -400 智能节水型 (9升/分)

柯洛玛 Select E 单速 波特 套装
# 26425, -400 1,25 m
# 26413, -400 1,60 m
柯洛玛 Select E 单速 波特 套装
# 26424, -400 1,25 m (无图)
# 26412, -400 1,60 m (无图)

柯洛玛 Select S 单速 手持花洒
# 26805, -400 智能节水型 (9升/分)
# 26806, -400 智能节水型 (7升/分) 

柯洛玛 Select S 变速 手持花洒
# 26803, -400 智能节水型 (9升/分)

柯洛玛 Select S 多功能 手持花洒
# 26801, -400 智能节水型 (9升/分)

柯洛玛 Select S 变速 波特 套装
# 26421, -400 1,25 m
# 26411, -400 1,60 m 
柯洛玛 Select S 单速 波特 套装
# 26420, -400 1,25 m (无图)
# 26410, -400 1,60 m (无图)

柯洛玛 Select S 变速 花洒升降杆套装
# 26573, -400 0.90米 智能节水型 
# 26563, -400 0.65米 智能节水型 (无图)
# 26566, -400 0.65米 带皂碟 (无图)

柯洛玛 Select S 多功能 花洒升降杆套装
# 26571, -400 0.90米 智能节水型 
# 26561, -400 0.65米 智能节水型 (无图)
柯洛玛 Select S 单速 花洒升降杆套装
# 26575, -400 单速 0.90米 智能节水型  
(无图)
# 26565, -400 单速 0.65米 智能节水型  
(无图)

柯洛玛 Select E 变速 花洒升降杆套装
# 26593, -400 0.90米 智能节水型 
# 26583, -400 0.65米 智能节水型 (无图)
# 26864, -400 0.65米 带皂碟 (无图)

柯洛玛 Select E 多功能 花洒升降杆套装
# 26591, -400 0.90米 智能节水型 
# 26581, -400 0.65米 智能节水型 (无图)
柯洛玛 Select E 单速 花洒升降杆套装
# 26595, -400 单速 0.90米 智能节水型  
(无图)
# 26585, -400 单速 0.65米 智能节水型  
(无图)

Croma®柯洛玛 Select 手持花洒、波特套装、花洒套装

所有流量基于3 bar(0.3MPa)的水压



柯洛玛 Select S 变速 组合套装
# 27014, -400 0.90米
# 27013, -400 0.65米 (无图)

柯洛玛 Select E 变速 组合套装
# 27082, -400 0.90米
# 27081, -400 0.65米 (无图)

柯洛玛 Select S 180 双速 头顶花洒
# 26523, -000, -400 智能节水型 (9升/分)
# 27413, -000 可搭配花洒臂 389 mm (无图)
# 27479, -000 可搭配天花板连接管 100 mm (无图)

柯洛玛 Select E 180 双速 头顶花洒
# 26528, -000, -400 智能节水型 (9升/分) 
# 27446, -000 可搭配花洒臂 389 mm  (无图)
# 27467, -000 可搭配天花板连接管 100 mm (无图)

表面处理
镀铬, -000

表面处理
白色/镀铬, -400

Croma®柯洛玛 Select 组合套装、头顶花洒



柯洛玛 Select S 180 双速 淋浴管
包含柯洛玛Select S 180 双速可旋转头顶花洒
(16 l/min), 柯洛玛 Select S 多功能手持花洒和易斯达舒适型恒温龙头, 
花洒臂长 400 mm
# 27254, -400 智能节水型 (9升/分)

柯洛玛 Select E 180 双速 淋浴管
带Croma Select E 180 双速可旋转头顶花洒(16 l/min), 柯洛玛 Select E 多
功能手持花洒和易斯达舒适型恒温龙头, 花洒臂长 400 mm
# 27257, -400 智能节水型 (9升/分) 

柯洛玛 Select S 180 双速 淋浴管
带柯洛玛Select S 180 双速可旋转头顶花洒(16 l/min),  
柯洛玛Select S 多功能手持花洒和单把手淋浴龙头，花洒臂长 400 mm
# 27255, -400

柯洛玛 Select E 180双速可旋转头顶花洒
带柯洛玛Select E 180双速可旋转头顶花洒 (16 l/min), 柯洛玛Select E 多功能手
持花洒和单把手淋浴龙头，花洒臂长 400 mm
# 27258, -400

Croma®柯洛玛 Select 淋浴管



柯洛梅达 160 单速 头顶花洒
# 26577, -000, -400 (17升/分)
# 26578, -000, -400 智能节水型 (9升/分)
# 27412, -000 可搭配花洒臂 230 mm (无图)
# 27479, -000 可搭配天花板连接管 100 mm (无图)

柯洛梅达 100 多功能 手持花洒
# 26826, -400 智能节水型 (9升/分)

柯洛梅达 160 单速 淋浴管
带柯洛梅达160单速头顶花洒 (17 l/min),  
柯洛梅达100变速手持花洒和易斯达恒温
龙头
# 27265, -400 智能节水型 (9升/分)
# 27266, -400 带单把手淋浴龙头 (无图)

柯洛梅达 100 变速 花洒升降杆套装
# 26662, -400 0.90米 智能节水型
# 26654, -400 0.65米 智能节水型 (无图)

柯洛梅达 100 多功能 花洒升降杆套装
# 26659, -400 0.90米 智能节水型 
# 26653, -400 0.65米 智能节水型 (无图)
柯洛梅达 100 单速 花洒升降杆套装
# 26663, -400 0.90米 智能节水型 (无图)
# 26655, -400 0.65米 智能节水型 (无图)

柯洛梅达 100 变速 组合套装
# 27031, -400 0.90米
# 27034, -400 0.65米 (无图)

柯洛梅达 100 变速 手持花洒
# 26827, -400 智能节水型 (9升/分)

柯洛梅达 100 单速 手持花洒
# 26829, -400 智能节水型 (7升/分)

柯洛梅达 100 变速 单速 波特 套装
# 26666, -400 1,25 m
# 26667, -400 1,60 m
柯洛梅达 100 单速 单速 波特 套装
# 26664, -400 1,25 m (无图)
# 26665, -400 1,60 m (无图)

表面处理
镀铬, -000

Crometta®柯洛梅达 100 系列产品

表面处理
白色/镀铬,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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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浴与淋浴之间是不同的。柯洛玛Select手持花洒可以帮助
您找到适用于任何要求的出水模式。通过点按按钮轻松切换
各种出水模式，带来更多的淋浴舒适体验。 

 柔和雨淋式 
 柔顺的水流，让身体舒缓放松 

 雨淋式 
 均衡的水流，用于日常淋浴和清
洗头发 

 强劲雨淋式 
 强劲的出水是冲洗香波的理想选择  

 强劲雨淋式 
 强劲的出水是冲洗香波的理想选择  

 按摩式 
 有针对性的集中出水，带来无比
清爽的效果 

 超强雨淋式 
 最强劲的雨淋模式，打造活力清
新的淋浴快感 

 雨淋式 
 均衡的水流，用于日常淋浴和清
洗头发 

 通过按钮实现出水模式
的简单切换 

 通过按钮实现出水模式
的简单切换 

 柯洛玛 Select S 变速手持花洒 

 柯洛玛Select S 多功能手持花洒 

 柯洛玛 Select S 单速 手持花洒 

 对于每个淋浴类型而言都是享受 
 Croma®柯洛玛Select出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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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滴间乐享淋浴新体验 
 Croma®柯洛玛Select花洒技术 

 Select—简单的点按 

 智能节水技术—更少的水耗 

 快速清洁技术—清洁简单方便 

 产品优势 

•  节约高达60%的水耗 

•   通过节省热水实现更低的能耗，同时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降低使用成本 

 产品优势 

•  清洁简单、快速 

•   高品质耐磨硅胶 

•  性能稳定、经久耐用 

 产品优势 

•   通过点按创新设计的Select按钮便能轻松直观地切换出
水模式 

•  更多的淋浴舒适感 

 柯洛玛Select手持花洒就是您的首选。白色/镀铬的优雅外观
搭配圆形或圆角方形花洒头能够与任何浴室风格完美融合，
彰显其卓越的功能性和用户体验度：点按Select按钮即可方

便地切换出水模式。使用智能节水型智能节水款，水流量控
制减少至9 l/min，在节约资源的同时也让降低使用成本变得
易如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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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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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ww.hansgroh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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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开孔用于不
同的出水模式 

 白色/镀铬的优雅色
彩搭配 

 采用QuickClean快速清洁技术的
硅胶出水孔，方便清洁水垢 

 通过点按按钮轻松实
现出水模式的切换 

 智能节水型智能节水技术，
有效降低水耗 

 符合人体工学设
计的纤细手柄 

 柯洛玛Select S 多功能手持花洒  柯洛玛Select E 变速手持花洒 

 Select—小按键的大功能 
 Croma®柯洛玛Select手持花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