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斯格雅

技术指南

“按”出您的乐趣：

创新型的水体验方式

Select—全新的汉斯格雅操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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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打造浴室内更多乐趣的创新技术

作为卫浴行业的技术领导者，汉斯格雅具有很高的要求和目标：我们不仅想通

过我们的创意对水的使用和处理带来革新变化，而且希望在舒适性和操作性方

面设立新的标杆。我们的标杆就是为用户带来真正的益处。例如对于许多人而

言，“按压”比“旋转”操作起来更简便。我们将这种理念引入到了汉斯格雅

的花洒和龙头中。只需轻轻点按一下，就可切换喷淋模式或开启水流。这种创

新型技术叫作：“Select一键选择技术”。直观化的按钮操作方案能够为您的客
户带来更多的浴室乐趣，从而为您带来更多的销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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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雨 Select E 300 2速 头顶花洒

飞雨 Select E 120 3速 手持花洒

ShowerTablet® Select 300 恒温淋浴龙头

汉斯格雅 Select
“按”出您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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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按钮创造出更多的乐趣和销售潜力

科技不应让生活更复杂，而应更方便、舒适。汉斯格雅作为行业首家采用按钮

喷淋模式切换的企业，实现了直观化的操作原理。从手持花洒、头顶花洒到恒

温龙头和淋浴管。不同大小、造型和表面。始终配有Select按钮，为切换喷淋模
式或用户选择带来乐趣。该技术为纯机械式—并特别耐用且具有价格优势。这

些都是能够确保Select系列产品销售同样易如反掌的原因。

飞雨 Select E 120 3速 

手持花洒

为手持花洒直接带来更多舒适度的方法

革命化的设计通过按钮可以方便地进行喷淋模式切换。Select按钮位于手持花洒的正面。在淋浴过程中确保方便而直观的切换。

内置导水装置

喷淋孔Rain雨淋式

在RainAir空气雨淋模式下混合水和空气

喷淋孔RainAir空气雨淋式

喷淋孔Whirl漩动式

Select按钮具有能够切换

喷淋模式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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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淋切换装置的核心部件位于头顶花洒中心

创新的分水器单元能够根据Select原理进行方便的喷淋切换。一个专用切换阀用于调节喷淋模式1和2之

间的水流。纯机械式的按钮操作。

喷淋模式2

喷淋模式1

飞雨 Select E 300 2速 

头顶花洒

轻触按键即可

改变出水模式

汉斯格雅Select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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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雨Select： 
手持花洒适于所有淋浴需求

每个人都有完全个性化的淋浴需求。有时甚至更多。而且根据时间段和行为上的不

同也有所区别。无论是早上快速清新的选择、方便地清洗头发或在运动完后放松：

现在汉斯格雅推出了一款适于所有需求的手持花洒。因为Select手持花洒首次将三
种高级喷淋模式融于一体：空气雨淋式、雨淋式和漩动式。

飞雨 Select E 120 3速 手持花洒

全新的Select一键选择功能，让您轻松选择

不同的出水模式。

飞雨 Select S 120 3速 手持花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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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ainAir空气雨淋式: 柔顺的喷淋和大颗的水滴为人带来放松感
2  Rain雨淋式: 强力的喷淋能够为人带来清新感和快速洗净您的秀发
3  Whirl漩动式: 集中的按摩喷淋，用于修身解乏

小喷孔带来强劲

的雨淋出水

大喷孔带来柔和

富含大雨滴的空

气式雨淋出水

专用的快速旋转

喷孔带来漩动式

出水

“按”出您的乐趣

手持花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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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雨Select头顶花洒：
一个按钮,两种丰沛的雨淋模式。尽显享受。

从天而降。而全新Select头顶花洒能够带来双重享受。因为它既可以产生让人精
神焕发的雨淋模式又能带来柔和充满大水滴的空气式雨淋。出水喷孔和谐地分

布在喷淋盘上。带来全面的淋浴享受。

头顶花洒的护理与喷淋切换一样方便。依靠QuickClean快速清洁功

能，水垢可以通过摩擦硅胶喷孔方便地去除。此外，头顶花洒可以

方便的拆卸并清洗。只需松开Select顶盖、拧松分水器并拆下喷淋盘

（1）。分水器内的过滤网可以通过流水冲洗干净（2）。喷淋盘可

用中性的清洁剂清洗干净或用洗碗机清洗。

始终采用生动的造型：无论是圆形或柔顺的方形、还有镀铬或白色/镀铬—全新Select头顶花

洒能够适于各种品味的人。从而为浴室内带来更多的舒适感。

轻按Select一键选择按钮便可进行喷淋模式

切换。可方便地从喷淋盘中央下方操作。

方便的清洁

飞雨 Select S 300 2速 头顶花洒 飞雨 Select E 300 2速 头顶花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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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Air空气雨淋式:
大颗粒的轻柔水滴形成了柔顺而

令人放松的喷淋模式。出水孔的

设计确保了能够优化地调节喷淋

水流量。

Rain雨淋式:
能够产生强力水流，是理想的洗

发喷淋模式。由专门的小出水孔

形成正确的喷淋强度。

“按”出您的乐趣

头顶花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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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rTablet® Select 300: 
重新定义操作舒适概念的恒温龙头

ShowerTablet® Select 300  

恒温淋浴龙头

ShowerTablet® Select 300  

恒温浴缸龙头

依靠直观的科技和许多优势，ShowerTablet Select 300 犹如浑然天成：

▪   需按下按钮便可帮助用户选择。淋浴龙头：手持花洒的开关。浴缸龙头：选择
花洒、浴缸出水嘴或二者同时开启。

▪   所有Select按钮元件均可以方便地从前方操作。大号印字和彩色标示简化了操
作。

▪   在打开状态下，操作按钮是突起的。一眼便能看出选择了哪个功能。
▪   大尺寸、高档的玻璃置物面。沐浴用品不会对其产生不良影响，延长了使用寿
命，尽显奢华。

▪   外观是传统恒温龙头无法比拟的。因此该款产品有一个全新的名
称：ShowerTablet。

全新的恒温龙头ShowerTablet对于您的客户而言不仅使用舒适，而且安装快速。并
且可以从正面方便地维护。这节省了您以及安装人员的时间和成本。

选择按键

温度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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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rTablet® Select 300
为您客户带来的优势

4. 明确：
便于理解、显著的标志，简化

了操作。

3. 操作友好性：
操作按钮在打开状态下时突起

的—一眼看上去便能看出是哪个

功能开启了。

2. 方便：
通过具有操作友好性的旋转调

节把手可以对所需温度进行精

确设置。

1. 直观：
Select按钮和温度调节器可以实

现从前面直观而方便的操作。

8. 洁净：
外壳耐脏，光滑的表面清洁起来

十分方便。

7. 实用：
平整的玻璃表面提供了大量摆放

淋浴物品的空间。

6. 迷人：
独特的外观设计让ShowerTablet 

Select 300成为了浴室内的焦

点。

5. 安全：
隔热并且柔和的边角，防止高温

或碰伤危险。

“按”出您的乐趣

ShowerTablet® Select 300



12

飞雨Select淋浴管
淋浴享受的最佳形式

如果您选择了飞雨Select淋浴管，就是选择了全方位的舒适、设计和享受。因为
它将汉斯格雅的所有创新和技术融入了一个系统中。独特的外观设计能够让人

感受到淋浴的快感。贯彻一致的直观化操作理念无论是头顶花洒、手持花洒还

是恒温龙头：所有这些通过按钮均可简便操控。

另外还有能让客户激动的是：淋浴管在淋浴房或浴缸内的安装易如反掌。它可

简便地与已有的墙内管道接头安装并因此成为了简单浴室装修的理想解决方

案。

家内的休闲体验：具有全新RainStream川流雨淋模式的头顶花洒

除了Rain雨淋式和RainAir空气雨淋式以外，飞雨 Select E 300 3速头顶花洒还拥有第三种喷淋模式，即全新
柔顺的RainStream川流雨淋模式。川流雨淋式由12条平行的单水流柱组成。在汉斯格雅的喷淋实验室中，这
些水流柱被调节为平行下落直至地板，没有中断。结果：无论安装高度或使用者的身高，都能达到相同而

神奇的淋浴效果。

如此舒适的淋浴体验，如此方便的安装：飞雨 Select E 300 3速被方便地安装在iBox universal易宝万能阀芯
上。这样，您可以很方便地为您的客户提供令人赞叹的舒适感觉。全新的三喷淋模式头顶花洒同样也使用

在飞雨 Select E 300 3速淋浴管中。

飞雨 Select E 300 3速

头顶花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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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格雅Select
飞雨 Select E 300 3速 

淋浴管

飞雨 Select E 300 3速  

淋浴管

温度调节

选择喷淋模式

 空气雨淋式

 雨淋式

选择喷淋模式

 空气雨淋式

 雨淋式

 漩动式

选择手持花洒

选择头顶花洒

选择头顶花洒

喷淋模式

 川流雨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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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具有众多优势的直观化操作系统

作为专业人员所能体验的优势

▪   通过按键便能让客户感到惊喜的全新操作方案
▪   具有能够凸显您作为专业人员技能的创新产品
▪   满足广泛目标客户群的希望，带来全新的销售机遇
▪   各种造型和表面：适于各种品味的客户

给您客户带来的优势

▪   使用按键直观操作：轻轻一按便能切换喷淋模式或选择选择功能
▪   功能使用方便、简单
▪   迷人的外观设计适于漂亮美观的浴室
▪   各种多功能产品，带来个性化的淋浴体验
▪   贯穿性的操作理念，针对手持和头顶花洒、淋浴管和恒温龙头

无论是手持花洒还是头顶花洒、恒温龙头还是淋浴管—全新的Select按键选择技
术能够通过按键点燃您的淋浴乐趣。无论您选择什么样的系统，方便的原理都

能为您的淋浴体验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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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格雅Select
产品一览

优势

飞雨 Select E 300 3速  

头顶花洒

ShowerTablet® Select 300 

恒温淋浴龙头

飞雨 Select S 120 3速 

手持花洒

飞雨 Select E 300 3速  

淋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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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1    空气雨淋式

2    空气爱抚式

3    混合式

描述

1    空气雨淋式

2    雨淋式

3    漩动式

描述

1    空气雨淋式

2    空气爱抚式

3    混合式

描述

1    空气雨淋式

2    雨淋式

3    漩动式

飞雨 Select E 150 3速 
手持花洒 # 26550, -000, -400
EcoSmart智能节水型 
# 26551, -000, -400 

飞雨 Select E 120 3速 
手持花洒 # 26520, -000, -400 
EcoSmart智能节水型 
# 26521, -000, -400

飞雨 Select S 150 3速 
手持花洒 # 28587, -000, -400
EcoSmart智能节水型 
# 28588, -000, -400

飞雨 Select S 120 3速 
手持花洒 # 26530, -000, -400
EcoSmart智能节水型 
# 26531, -000, -400

手持花洒产品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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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格雅Select
手持/头顶花洒产品一览

描述

1    雨淋式

2    空气雨淋式

3    川流雨淋式

描述

1    雨淋式

2    空气雨淋式

描述

1    雨淋式

2    空气雨淋式

描述

1    雨淋式

2    空气雨淋式

飞雨 Select E 300 3速  
头顶花洒带花洒臂, 390 mm
# 26468, -000, -400

飞雨 Select E 300 2速  
头顶花洒带天花板连接管, 100 mm
# 27384, -000, -400
飞雨 Select E 300 2速  
头顶花洒带花洒臂, 390 mm
# 27385, -000, -400

飞雨 Select S 300 2速  
头顶花洒带天花板连接管, 100 mm
# 27337, -000, -400
飞雨 Select S 300 2速  
头顶花洒带花洒臂, 390 mm
# 27378, -000, -400

飞雨 Select S 240 2速  
头顶花洒带天花板连接管, 100 mm
# 26467, -000, -400
飞雨 Select S 240 2速  
头顶花洒带花洒臂, 390 mm
# 26466, -000, -400

头顶花洒产品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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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温龙头产品一览

作为专业人员，ShowerTablet® Select 300能够让您的工作更简单：

▪   简单的插接安装既省时又安全
▪   因为通过外壳底螺栓固定，所以不会刮花外壳
▪   阀芯、滤网和单向阀维护简便
▪   技术成熟的恒温器阀芯，确保正常而长效的使用

ShowerTablet® Select 300 淋浴 
带透明玻璃置物架 # 13171, -000
带白色玻璃置物架 # 13171, -400

ShowerTablet® Select 300 浴缸 
带透明玻璃置物架 # 13151, -000
带白色玻璃置物架 # 13151, -400

描述

1  手持花洒

描述

1  浴缸出水嘴

2  手持花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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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格雅Select
恒温龙头产品一览

安装说明

玻璃置物架

水管连接件

恒温龙头本体

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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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雨 Select E 120/ 
尤尼卡S波诺 套装
90厘米 # 26621, -000, -400
65厘米 # 26620, -000, -400 (无图)
EcoSmart智能节水型, 90厘米 
# 26623, -000, -400 (无图)
EcoSmart智能节水型, 65厘米 
# 26622, -000, -400 (无图)

飞雨 Select S 150/ 
尤尼卡S波诺 套装
90厘米 # 27803, -000, -400
65厘米 # 27802, -000, -400 (无图)

飞雨 Select S 120/ 
尤尼卡S波诺 套装
90厘米 # 26631, -000, -400
65厘米 # 26630, -000, -400 (无图)
EcoSmart智能节水型, 90厘米 
# 26633, -000, -400 (无图)
EcoSmart智能节水型, 65厘米 
# 26632, -000, -400 (无图)

花洒套装产品一览

飞雨 Select E 150/
尤尼卡S波诺 套装
90厘米 # 27857, -000, -400
65厘米 # 27856, -000, -400 (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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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格雅Select
淋浴管产品一览

飞雨 Select E 300 3速 淋浴管
带飞雨 Select E 300 3速 头顶花洒， 
飞雨 Select E 120 3速 手持花洒和 
ShowerTablet Select 300, 花洒臂 380 mm 
# 27127, -000, -400

飞雨 Select E 300 2速 淋浴管
带飞雨 Select E 300 2速 头顶花洒， 
飞雨 Select E 120 3速 手持花洒和 
ShowerTablet Select 300, 花洒臂 380 mm 
# 27126, -000, -400

淋浴管产品一览

描述

1    头顶花洒 雨淋式
2    头顶花洒 空气雨淋式
3    头顶花洒 川流雨淋式
4  手持花洒

描述

1    头顶花洒 雨淋式
2    头顶花洒 空气雨淋式
3  手持花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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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浴管产品一览

飞雨 Select E 300 2速 淋浴管
带飞雨 Select E 300 2速 头顶花洒， 
飞雨 Select E 120 3速 手持花洒和 
易斯达Select恒温龙头，花洒臂 380 mm 
# 27128, -000, -400

飞雨 Select E 360 淋浴管
带飞雨 E 360 1速 头顶花洒， 
飞雨 Select E 120 3速 手持花洒和 
易斯达Select恒温龙头，花洒臂 380 mm 
# 27112, -000, -400
飞雨 Select E 360 淋浴管，浴缸用 (无图)
# 27113, -000, -400

描述

1  手持花洒

2  头顶花洒

描述

1  手持花洒

2  头顶花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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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格雅Select
淋浴管产品一览

飞雨 Select S 300 2速 淋浴管
带飞雨 Select S 300 2速 头顶花洒，  
飞雨 Select S 120 3速 手持花洒和  
易斯达舒适恒温龙头，花洒臂 450 mm 
# 27133, -000, -400

飞雨 Select S 240 2速 淋浴管 
带飞雨 Select S 240 2速 头顶花洒，  
飞雨 Select S 120 3速 手持花洒和  
易斯达舒适恒温龙头，花洒臂 450 mm 
# 27129, -000, -400

描述

1    头顶花洒 雨淋式
2    头顶花洒 空气雨淋式
3  手持花洒

描述

1    头顶花洒 雨淋式
2    头顶花洒 空气雨淋式
3  手持花洒



汉斯格雅客户服务

我们在卫浴产品方面拥有众多业内专家，凭

借对汉斯格雅全套产品系列拥有的广泛专业

知识，为您解答任何技术疑问。我们将以最

快捷可行的方式，为您提供安装服务与零部

件替换。

工作时间：

周一-周五： 9 a.m. – 5:30 p.m.

电话：  +86 21 3774 2288

传真： +86 21 3774 2253

电子邮件： tech_support@hansgrohe.com.cn

汉斯格雅销售服务

对于销售问题，可联系汉斯格雅中国总部：

汉斯格雅卫浴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工业区东部新区申港路

2999号

邮编： 201611

电话： +86/(0)21/37 74 22 00

传真： +86/(0)21/37 74 22 02

电子邮件： info@hansgrohe.com.cn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9:00 a.m. – 5:30 p.m.

汉斯格雅替换零件保证

我们保证对于产品的零配件供货期限最短为

十年。这会让您放心选购汉斯格雅产品——

即使对于很久前竣工的工程项目。

汉斯格雅维修配件箱

汉斯格雅维修配件箱有多种优势特色，可为

您提供快速可靠的现场服务：例如，工具箱

内有45种最重要且最为常见的替换零件、

零配件描述表，根据此表您可以便捷地订购

零配件。

汉斯格雅质量保证

汉斯格雅秉持卓越品质这一重要商业理 

念。为此，我们将为消费者提供为期五

年的产品质量保证。具体信息请浏览

www.hansgrohe-int.com/guarantee

汉斯格雅水之殿堂（位于德国总部）

水之殿堂作为德国汉斯格雅的活动中心，

您可在此尽情体验各项亲水项目。参观我

们的博物馆，全方位了解沐浴和浴室的发展

历史；从展览中发现享誉国际的明星产品

将浴室装点成健康绿洲的神奇魅力；与我们

一起，揭秘创新科技如何将节水完全变成娱

乐体验。或者，在我们打造的德国最大的洗

浴世界中，尽情体验无限舒适的洗浴与亲水

享受。

开放时间：

周一-周五：7:30a.m. – 7p.m.

周六-周日: 10:30a.m. – 4p.m.

免门票，但仅接受提前预定。 

请自备泳装。

针对管道工的合作

伙伴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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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201611 · 电话：+86 0 21 3774 2200 · 传真：+86 0 21 3774 2202 · www.hansgrohe.com.cn

本目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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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