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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斯格雅—手工业的合作伙伴 

 

 用户越来越挑剔。作为手工业的合作
伙伴，我们汉斯格雅竭尽全力对品质

工作提供支持。其中包括创新的产

品，让您的客户感到满意。也包括所

有您作为手工业者和顾问日常工作所

需的我们的产品。因此我们的销售手

册是一个能够为您进行客户咨询时

起到帮助作用的全新、实用的工具。

销售手册的结构能够针对每种销售情

况提供帮助。每种产品类别的开始都

用一张一览页标示，上面按照功能和

价格进行了排序。咨询交谈的基础。

传统的产品介绍页面配有大幅产品图

示。许多产品和创新技术随附配有相

关优点和销售理由的资料。这样您可

以在和客户交谈时为他们介绍关于产

品最详细的信息。如果您对本销售手

册有任何意见和建议，欢迎您与我们

联系。以期使手册更加完善，更加令

人满意。让您的咨询和销售工作更加

轻松自如。我们祝您取得成功，每天

都能让客户满意。 

 您的理查德·格雅 

 您在咨询时也可使用汉斯格雅的iPad产品目录—一
个感性化和互动式的销售工具： 

 ▪  摄像工具，能够将每件产品放置在自己的浴室中 
 ▪  关于技术的视频资料 
 ▪  找到合适台盆龙头组合的配置器 
 ▪  收藏夹 
 ▪  用于快速查找产品的搜索功能 

 现在就来免费下载www.hansgrohe.de/
katalog或通过 iTunes 
http://itunes.com/app/hansgrohecatalog

 一切为客户满意考虑 



 汉斯格雅—手工业的合作伙伴 

 

 用户越来越挑剔。作为手工业的合作
伙伴，我们汉斯格雅竭尽全力对品质

工作提供支持。其中包括创新的产

品，让您的客户感到满意。也包括所

有您作为手工业者和顾问日常工作所

需的我们的产品。因此我们的销售手

册是一个能够为您进行客户咨询时

起到帮助作用的全新、实用的工具。

销售手册的结构能够针对每种销售情

况提供帮助。每种产品类别的开始都

用一张一览页标示，上面按照功能和

价格进行了排序。咨询交谈的基础。

传统的产品介绍页面配有大幅产品图

示。许多产品和创新技术随附配有相

关优点和销售理由的资料。这样您可

以在和客户交谈时为他们介绍关于产

品最详细的信息。如果您对本销售手

册有任何意见和建议，欢迎您与我们

联系。以期使手册更加完善，更加令

人满意。让您的咨询和销售工作更加

轻松自如。我们祝您取得成功，每天

都能让客户满意。 

 您的理查德·格雅 

 您在咨询时也可使用汉斯格雅的iPad产品目录—一
个感性化和互动式的销售工具： 

 ▪  摄像工具，能够将每件产品放置在自己的浴室中 
 ▪  关于技术的视频资料 
 ▪  找到合适台盆龙头组合的配置器 
 ▪  收藏夹 
 ▪  用于快速查找产品的搜索功能 

 现在就来免费下载www.hansgrohe.de/
katalog或通过 iTunes 
http://itunes.com/app/hansgrohecatalog

 一切为客户满意考虑 
 目录 

 8  花洒和花洒控制系统 
 10  喷淋模式 
 12  花洒技术 
 16  手持花洒和花洒套装 
 28  头顶花洒和体位花洒 
 34  Raindance® Rainmaker® 飞雨幻雨魔术师和Raindance® Rainfall® 飞雨飞瀑 
 36  淋浴管 
 46  Showerpanel®淋浴板 
 48  明装恒温龙头 
 56  iBox®易宝万能阀芯 
 60  暗装龙头 
 65  暗装恒温龙头 
 66  暗装开关 
 67  RainBrain®花洒控制系统 
 68  安装示例 

 74  浴室龙头 
 76 ComfortZone舒适空间
 78  ComfortZone舒适空间测试/技术 
 84  浴室龙头一览 
 88 PuraVida®普拉维达
 94 Metris®梦迪诗
 98 Talis®达丽丝
 102 Focus®福柯斯
 105  风格一览 
 106 Metris® 梦迪诗经典
 108 Talis® 达丽丝经典
 110  关爱型龙头 
 112  感应面盆龙头 
 114  配件  Logis®罗格斯/Logis®罗格斯经典
 115  风格一览 
 116  排水系统 

 120  厨房龙头 
 121 ComfortZone舒适空间
 122  厨房龙头—一览 
 124 PuraVida®普拉维达
 126 Metris®梦迪诗
 128 Talis®达丽丝
 129 Focus®福柯斯
 130  产品技术 

 132  公司 



 有关水主题和汉斯格雅的最新信息请浏览 
www.weibo.com/hansgrohe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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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合作伙伴  全球案例 

 大颗粒的柔和水滴 

 纯粹的淋浴快感  节能 

 经过认证的龙头和花洒 

 方便的清洁 

 行业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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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于传统的品质 

 水处理 

 优化的自由空间 

 品质承诺  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Cool
Start

Hot

C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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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质保 

 售后服务 



 更多信息请浏览www.pro.hansgrohe.com.cn 

 卓越的卫浴和厨房系列产品 

 手持花洒 

 开关 

Talis®达丽丝/达丽丝SMetris®梦迪诗/梦迪诗S

 电子淋浴控制系统 

 明装单把手浴缸龙头 

Metris®梦迪诗经典

Focus®福柯斯

 排水系统  厨房龙头 

 暗装单把手浴缸龙头 

 花洒套装  恒温淋浴龙头 

 头顶花洒 

 恒温浴缸龙头 

 明装单把手淋浴龙头 

Talis®达丽丝经典 

 配件 

 电控和关爱型台盆龙头 

 缸边龙头 

PuraVida®普拉维达

 暗装恒温面板 

 附件 

 Showerpanel®淋浴板  淋浴管 

iBox®易宝万能阀芯  暗装单把手淋浴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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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格雅制造

 

汉斯格雅把您当作商务和手工制造

业的合作伙伴。随时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最

高的品质和个性化的服务是我们企业哲学

的一个重要环节。无论是问题、难题还

是特殊的愿望与要求：我们都将竭诚为您

提供帮助。我们的品质承诺“汉斯格雅制

造”是您始终可以信赖的标准。无论是在

安装前、安装中还是安装后。

源于传统的品质： 来自德国黑森林的品 
质。汉斯格雅采用德国的先进技术与工

艺，从而能够确保造型和功能上的最高质

量。“德国制造”是我们一直、并将继续

秉承下去的成功秘诀。我们要求自己能够

为客户提供耐用、并在功能和质量上确立

标尺的产品。因此，汉斯格雅只采用高档

并符合饮用水标准的材料。所有产品均经

过长效耐用性测试，能够满足浴室内的所

有要求。通过相关标准和所有零件之间的

最佳配合精度确保了操作功能的简便和舒

适。我们自行制定的产品安全条例基本在

各个方面均明显高于同行业标准。我们定

期会对花洒进行10巴压力的操作密封性检

查。龙头阀芯甚至能承受高达60巴的压力
冲击。第三方机构的检验证书证明了我们

产品的长效耐用性和可靠性。汉斯格雅为

您提供可以直接销售给客户的产品品质。

并能确保他们对您保持长期满意的态度。

值得您信赖的质量：无论是在安装前、 
安装中还是在安装后

质量
MADE IN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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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零部件具体信息： 备件或特殊部件
能够通过我们的电子备件目录特别方便地

找到。此外，您还可以体验到其它功能，

如尺寸图、图纸链接、维修部件、清单、

下载安装和保养说明书。

http://spares.hansgrohe.com

令客户长期满意： 我们的产品清洁方便。 
例如QuickClean快速清洁功能，可以方便
地将水垢清除。此外，我们还提供产品保

养建议，以便客户能够长时间体会到使用

我们产品的乐趣。

www.pro.hansgrohe.com.cn/
maintenance and cleaning

品质承诺： 最高质量是汉斯格雅企业理
念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自行为消

费者提供为期5年的产品质保。
www.pro.hansgrohe.com.cn/
guarantee

我们竭诚为您服务：您有技术问题吗？我

们经验丰富的卫浴专业人员竭诚为您提供

各种咨询和建议！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7:30， 
电话：86 021-37742288 
传真：86 021-37742202 
电子邮件： info@hansgrohe.com.cn

行业合作伙伴： 我们拥有丰富的经验，
能够为您提供强大的服务项目。从服务到

产品培训再到特殊项目的咨询以及帮助您

改善市场营销的咨询，都可让您从我们全

面的专业技能中受益。

www.pro.hansgrohe.com.cn/service

量身定制的产品和特殊解决方案： 除了
我们的已有产品系列外，我们还为您和您

的客户提供手工打造的汉斯格雅定制产

品—甚至您需要的只是1件产品。定制产
品使每个浴室更加个性化，让宾馆定制项

目独具风格。

www.pro.hansgrohe.com.cn/
manufactur

通过汉斯格雅实现节水节能目的： 使用
节水计算器可以为您的客户计算出在龙头

和花洒中采用EcoSmart技术可以带来的
节约空间。此外，您还可以计算出多长

时间可以收回投资。请浏览www.pro.
hansgrohe.com.cn/savings-calculator
或用手机登录http://m.pro.savings.
hansgrohe-int.com

台盆设计，轻松实现： 通过iPhone, iPad
或安卓系统的智能手机向您的客户展示

如何将汉斯格雅的龙头完美地安装在室

内的台盆上。 iTunes：http://itunes.
com/app/hansgrohehome和Google 
Play：http://play.google.com/store/
search?q=hansgrohe+se

AXOR® 雅生  
特殊定制服务Hansgrohe@home 节水计算器

护理和清洁 在线备件目录
年  
质保

售后服务



 丰富的产品选择范围，适于各种要求： 
 手持花洒和花洒套装  |  头顶花洒和体位花洒  |  淋浴管 
 Showerpanel®淋浴板  |  恒温龙头 |  iBox®易宝万能阀芯暗装系统 

 花洒和花洒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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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客户都有自己对最佳淋浴方式
的观念。我们提供各种花洒组合以满足各

种淋浴需求和愿望：从简单的花洒和头顶

花洒组合到恒温龙头、手持花洒和头顶花

洒的组合。而安装方式的选择也是灵活

的。无论是明装还是暗装，汉斯格雅对每

种安装方式都有合适的解决方案。对于想

要为自己浴室带来新鲜色彩的客户，汉斯

格雅当然也是正确的选择。采用汉斯格

雅创新技术的全新手持或头顶花洒能够大

大地提升淋浴品质。此外，还可以选择淋

浴管和淋浴面板组成全套系统，让装修改

造“更上一层楼”。您只需安装在已有的

接头上即可以开始享受纯真的水体验。 

 淋浴安装 

 淋浴管：   带头顶花洒、手持花洒和恒温龙
头的全套系统。针对简单浴室装修的理想

解决方案。更多信息请参阅第36页。 

 头顶花洒：   达到600毫米直径的花洒盘。
通过暗装恒温龙头或开关进行操控。

采用Select技术的产品可以带来更多的舒
适感。更多信息请参阅第28和60页。 

 淋浴系统：   针对个性化淋浴设计的暗装解
决方案。从水淋模式到采用体位花洒的全

面体验。例如采用智能RainBrain装置进行
操控。更多信息请参阅第28和67页。 

 手持花洒或花洒套装：   基础解决方案便可
为客户提供全面的淋浴体验，并且安装非

常方便。通过明装恒温龙头或单把手淋浴

龙头进行操控。更多信息请参阅第16、18
和48页。 

 Showerpanel®淋浴板：   淋浴面板将头
顶花洒、手持花洒和体位花洒整合在一个

系统中。可以直接安装在已有的墙上接头

处。因此是改造改装的最佳选择。更多信

息请参阅第46页。 

 日新月异般的个性化：
我们多样化的花洒产品 



Wh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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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淋浴方式。每个

人对完美的淋浴花洒都有自己的观念和期

待。有些人不仅在乎身体护理，还包括放

松和休闲感。有些人则更重视活力和清新

感十足的淋浴体验。无论是秉承什么样要

求和愿望的客户，每个人都能从汉斯格雅

的手持和头顶花洒中找到自己正确的花洒

和喷淋模式。特别在意舒适感的客户可以

选择Select系列产品。Select产品可以通过
按钮方便地切换各种喷淋模式。

RainAir空气雨淋式：对于许多人而言，
所需要的不是身体护理，而是一种内心的

抚慰。这样的客户可以选择具有水流充

沛、柔顺舒缓的RainAir空气雨淋模式的手
持或头顶花洒，这种花洒拥有大尺寸的出

水孔，可以喷出富含空气的水滴。将一天

的繁杂喧嚣洗去。

Rain雨淋式：手持或头顶花洒的出水孔越
小，带来的喷淋效果就越神奇：雨淋式喷

淋以其强劲的水流带来舒适的清新感和活

力感。这种喷淋模式因此特别适于快速将

洗发水冲净。

Whirl漩动式：漩动模式的集中式喷淋可
以将一天的疲劳一冲殆尽。无论是用作手

持花洒还是头顶花洒：3条激射而出的水
流独立旋转，通过集中的按摩喷淋起到修

身解乏的目的。

喷淋模式

使用手持和头顶花洒的多种
喷淋模式带来更多的享受



Whirl
Rain
Air 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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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Flow雨瀑式：具有RainFlow巨流出水
模式的花洒可以将“瀑布”体验带入浴室

中。以自然的方式享受水：从头到颈部和

肩部的酣畅淋漓感。这样可以针对这些身

体部位进行针对性的出水，达到更好的放

松目的。特别在养生浴室中已经成为一种

潮流。

RainStream川流式：汉斯格雅的喷淋技
术研发人员所打造的全新RainStream川流
式所喷出的水流好像由一串串珍珠链组成

的。因为：这种特殊的头顶花洒喷淋出的

水流不会交织在一起，而是始终保持原始

形态，直至落地。效果：一种全新的、充

满活力的淋浴体验，完全忽略了淋浴者的

身高因素。

超大级空气式雨淋：对于所有喜欢体验无

穷淋浴快感的人而言，汉斯格雅提供高达

600毫米直径之间的Raindance飞雨式头顶
花洒。大尺寸花洒盘喷出的XL超大面积空
气式雨淋模式水流能够形成大面积、柔顺

的花洒雨。从而将整个身体罩在其中，确

保了全面的享受与体验。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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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斯格雅开创了淋浴的新纪元。
只需轻触按键一下，就可切换喷淋

模式或触发水流。这种创新型技术叫

作：“Select”。采用按钮操作的直观设
计理念，为浴室生活带来了更多乐趣。从

手持和头顶花洒到ShowerTablet、恒温龙

头和ShowerSelect暗装龙头再到淋浴管—
全新的Select按键技术以其诸多优点带来
了真正的“按钮乐趣”。 

 耐用：   Select按钮为纯机械式—并且特别
耐用，具有价格优势。Select按钮经过9万
次的长效疲劳测试。 

 创新：   Select按钮后面隐藏的是花洒
技术。该技术能够打造出新的造型，

如柔顺的圆角。 

 直观：   无论是开关、切换喷淋模式还是
选择出水装置—Select按钮让操作易如反
掌。 

 Select按钮组件具有能够
切换出水模式的切换功能 

 汉斯格雅的创新花洒技术 

 让您的客户感到兴奋的技术 

 Select：按钮乐趣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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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雨Select E 300三速 
 头顶花洒 

ShowerTablet® Select 300
 明装恒温龙头 

ShowerSelect® 
 双功能恒温龙头 

飞雨Select S 120三速 
 手持花洒 

飞雨Select E 300三速 
 淋浴管 

 优点和益处 

 ▪  使用按钮直观操作：轻轻一按便能切换喷淋模式或触发一
个花洒出水 

 ▪  符合人体工学的“普遍性设计”使得各个年龄层的用户都可
以方便、安全地进行操作 

 ▪  成熟的结构设计确保了当水压达到50巴以上时能够安全关
闭阀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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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浴管以及明
装和暗装恒温龙头 

 更多信息请来参与我们的“Select”专业咨询或浏览
www.pro.hansgrohe.com.cn/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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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Power：更充沛的水量、更愉悦的享受 

 XXL-Performance：超大级淋浴体验 

 舒适和效率并不矛盾。汉斯格雅的
AirPower空气式花洒证明了这一点。这款
由汉斯格雅研发的花洒通过花洒盘大面积

的吸入空气。从而使得水得到了更加高

效的利用。同时水滴将变得更饱满、轻质

和柔顺。其效果可以立即在皮肤上获得体

验：珍珠般的AirPower花洒雨能够包覆身
体并产生美妙的感受。 

 汉斯格雅的头顶花洒能够提供酣畅
淋漓的淋浴体验，例如飞雨幻雨魔术师花

洒盘的直径可达到600毫米—从而实现了

浴室内的超大淋浴体验。而我们的花洒耗

水量也比想象的低：因为依靠智能空气注

入的AirPower技术使得水滴更加饱满。这

样便同时确保了淋浴快感和用水效率。 

 优点和益处 

 优点和益处 

 超大级淋浴体验：    直径高达600毫米的头顶花洒专为所有钟情于酣畅淋浴体验的用户
设计而成。 

AirPower空气注入技术： 通过这种空气注入方式实现了独特的淋浴快感和大颗粒的花
洒水珠。 

 Ø 150至600毫米 

 ▪  更饱满、更轻盈、更柔顺的水
滴—纯粹的淋浴享受 

 ▪  溅水更少，减少了清洁工作 

 ▪  通过更大的水量达到更高的用水
效率 

 ▪  达到600毫米直径的花洒雨 

 ▪  高用水效率—均匀分布的喷淋孔
确保了无与伦比的淋浴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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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ckClean：快速除水垢功能 

 EcoSmart:节水节能 

 谁喜欢打扫卫生？我们发明的
QuickClean快速清洁系统能够通过手转动

便可以去除花洒上的污渍和水垢残留物。

无需用力刮擦，硅胶喷嘴非常灵活，清洁

时用手指抠去污垢即可。从而确保了花洒

出水的美观与均匀。 

 汉斯格雅EcoSmart智能节水花洒比
常规产品的耗水量低将近60%。并降低了
用水和能源成本，保护了珍贵的资源。例

如我们的手持花洒柯洛梅达85绿色和柯洛
玛100（单速，变速和多功能）获得了欧
洲最高水平的品质标签WELL – Water Effi  ci-

ency Label（卓越用水效率标签）。 

 优点和益处 

EcoSmart智能节水技术： 花洒采用的智能流量限制技术能够将水耗降至9或6升/分
钟。 

QuickClean快速清洁系统： 简单地用手指抠下硅胶喷嘴上的污垢使得花洒头能够长期
保持无水垢，确保了功能正常。 

柯洛梅达85绿色节水版
l/min

6.0

 优点和益处 

 更多信息请浏览www.pro.hansgrohe.com.cn/technology 

 ▪  快速而方便的清洁 

 ▪  特别高档、耐用的硅胶 

 ▪  实现了耐久的使用寿命和功能 

 ▪  实现低60%的耗水量 

 ▪  通过节省热水实现了低能耗，也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和更
低的成本 

 究竟可以节省多少水和能源，可以使用节水节能计算
器算出：  
 www.pro.hansgrohe.com.cn/savings-calculator 



 手持花洒和花洒套件 

 您在进行销售咨询时可以按以下方式介绍： 
 产品系列中越靠上的花洒，性能越高。接下来您可以看到所有EcoSmart款式。 

 性
能

 

柯洛梅达85单速
 有关柯洛梅达手持花洒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25页。  有关柯洛玛手持花洒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23页。 

柯洛梅达85变速

柯洛梅达85多功能

柯洛玛100单速

柯洛玛100变速

柯洛玛100多功能

Crometta®柯洛梅达85 Croma®柯洛玛100

 汉斯格雅手持花洒 

 所有手持花洒系列产品一览 



 产品系列 

 有关Raindance飞雨手持花洒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20页。  有关Raindance飞雨Select手持花洒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18页。 

飞雨E 120空气式3速

飞雨E 100空气式3速

飞雨S 120空气式3速

飞雨E 150空气式3速 飞雨S 150空气式3速

飞雨Select E 120 3速 飞雨Select S 120 3速

飞雨Select S 150 3速飞雨Select E 150 3速

飞雨S 100空气式3速

Croma®柯洛玛100 Raindance® 飞雨  Raindance® 飞雨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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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Whirl

Whirl漩动式： 集中的按摩出水，用于修
身解乏。 

Rain雨淋式： 强力的喷淋则能够为人带来
清新感并特别适于清洗头发。 

RainAir空气雨淋式： 柔顺的喷淋和依靠
空气注入产生的大颗、轻柔的水滴为人带

来十足的放松感。 

 大尺寸出水孔成就了酣畅淋漓
的RainAir空气雨淋出水模式 

 而强力Rain雨淋模式则采
用的是小尺寸出水孔 

 专用、可转动的
Whirl漩动式喷嘴 

 依靠全新的Select功能，
用户通过按钮便可方
便地切换喷淋模式 

 优点和益处 

 铬色表面 

 白色/铬
色表面 

 Raindance® 飞雨Select手持花洒 

 适合每个人淋浴
喜好的喷淋模式 

 ▪  通过按钮在喷淋模式之间简单而方便的切换 

 ▪  2种不同的宽广喷淋融合在一个花洒中：一种强劲而活力
四射，一种是柔顺而轻抚 

 ▪  适于所有淋浴需求：无论是清晨使自己精神十足，将香波
从头发上方便地冲洗干净还是简单的放松冲淋 

 ▪  满足任何品味：可选择圆形或柔和方形带有铬色和白色/
铬色表面 

 更多信息请浏览www.pro.hansgrohe.com.cn/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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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Whirl

飞雨Select E 150 3速 
 手持花洒 
智能节水版(9 l/min) 
# 26551, -000, -400

飞雨Select S 150 3速
 手持花洒 
智能节水版(9 l/min)
# 28588, -000, -400

飞雨Select E 120 3速 
 手持花洒 
智能节水版(9 l/min) 
# 26521, -000, -400

飞雨Select S 120 3速/
Unica®尤尼卡S波诺套装
智能节水版(9 l/min)
0.90 m # 26633, -000, -400
0.65 m # 26632, -000, -400  (无图) 

飞雨Select S 120 3速 
 手持花洒 
智能节水版(9 l/min)
# 26531, -000, -400

飞雨Select S 150 3速/
Unica®尤尼卡S波诺套装
包含：
飞雨Select S 150节水型手持花洒：
# 28588, -000, -400
尤尼卡S波诺升降杆0.90 m：
# 28631, -000
卡思特S皂碟：# 28679, -000
  

飞雨Select E 150 3速/
Unica®尤尼卡S波诺套装
包含：
飞雨Select E 150节水型手持花洒：
# 26551, -000, -400
尤尼卡S波诺升降杆
0.90m：# 28631, -000
卡思特E皂碟：# 26519, -000

飞雨Select E 120 3速/
Unica®尤尼卡S波诺套装  
智能节水版(9 l/min)
0.90 m # 26623, -000, -400
0.65 m # 26622, -000, -400  (无图) 

Raindance® 飞雨Select

 EcoSmart智能节水技术，0.3 MPa压力下流量为9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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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雨E 150空气式3速 手持花洒 
智能节水版(9 l/min) # 28551, -000

飞雨S 100空气式单速/波特S套件  
 软管长度  1.60 m # 27581, -007

飞雨E 120空气式3速 手持花洒 
智能节水版(9 l/min) # 28549, -000

飞雨S 120空气式3速 手持花洒 
智能节水版(9 l/min) # 28554, -000

飞雨E 100空气式3速 手持花洒 
智能节水版(9 l/min) # 28553, -000

飞雨S 100空气式3速 手持花洒 
智能节水版(9 l/min) # 28552, -000

Raindance® 飞雨

飞雨S 150空气式3速 手持花洒 
智能节水版(9 l/min) # 28550, -000

 波特套件 

 ▪  符合人体工学的短手柄 
 ▪  优美的设计 

 ▪  直径高达150毫米 
 ▪ AirPower空气注入技术

 ▪  3种出水模式：空气雨淋式、空气漩
动式和混合式 

 ▪  韵味十足的造型语言 
 ▪  简约式浴室的理想选择 

 ▪  直径高达150毫米 
 ▪ AirPower空气注入技术

 ▪  3种出水模式：空气雨淋式、空气漩
动式和混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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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雨S 150空气式3速/
尤尼卡S波诺 套装 
包含：
飞雨S 150节水型手持花洒：
# 28550, -000
尤尼卡S波诺升降杆0.90 m 
# 28631, -000
卡思特E皂碟：# 28679, -000

飞雨S 150空气式3速 
智能节水版/
飞雨尤尼卡 套装 
0.90 m # 27658, -000  (无图) 

飞雨E 120空气式3速 
智能节水版/
尤尼卡D 套装 
0.90 m # 27885, -007  (无图) 

飞雨E 150空气式3速 
智能节水版/
飞雨尤尼卡 套装 
0.90 m # 27657, -000  (无图)  

飞雨S 120空气式3速 
智能节水版/
尤尼卡S波诺 套装 
0.90 m # 27884, -007

飞雨全方位 套装  
 带 飞雨E 150空气式3速
# 28110, -007
 暗装适配头 
# 28108, -000  (无图) 
 角装适配头 
# 28105, -000  (无图) 

 EcoSmart智能节水技术，0.3 MPa压力下流量为9升/分。 

 ▪  既可以作为手持花洒也
可作为头顶花洒使用 

 ▪  可灵活安装 
 ▪  载荷度高 
 ▪  耐用的金属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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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dance® 飞雨经典

PuraVida®普拉维达

 儿童手持花洒 

飞雨经典100空气式3速 
 手持花洒 
# 28548, -000

普拉维达150 3速 
 手持花洒  
智能节水版(9 l/min) 
# 28567, -000, -400

普拉维达120单速 
 棒式手持花洒 
智能节水版(9 l/min) 
# 28568, -000, -400

飞雨经典100空气式3速/
Unica® 飞雨经典 套装 
0.90 m # 27841, -000
0.65 m # 27843, -000 
 (无图)  

普拉维达/尤尼卡 套装 
包含：
普拉维达150 3速：
# 28567, -000, -400
普拉维达尤尼卡升降杆0.90 m
# 27844, -000 

飞雨S 100空气式3速
 配有青蛙玩具套的手持花洒 
智能节水版(9 l/min) 
# 28545, -000

Joco®

 手持花洒 
(9 l/min) # 2856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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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ma®柯洛玛100

柯洛玛100多功能
 手持花洒 
智能节水版(9 l/min) # 28538, -007
智能节水版(6 l/min) # 26830, -000

柯洛玛100变速
 手持花洒 
智能节水版(9 l/min) # 28537, -007

柯洛玛100单速
 手持花洒 
智能节水版(9 l/min) # 28583, -000

 EcoSmart智能节水技术，0.3 MPa压力下流量为9升/分。 

 ▪  大尺寸喷淋盘造就了“大尺寸”的淋
浴享受 

 ▪  3种喷淋模式： 雨淋式，单股模
式、按摩式 

 ▪  大尺寸喷淋盘造就了“大尺寸”的淋
浴享受 

 ▪  从宽幅到集中式4种不同级别的喷
淋模式 

 ▪  大尺寸喷淋盘造就了“大尺寸”的淋
浴享受—同样适于浴缸使用 

柯洛玛100变速节水版/波特S 套装 
 软管长度  1.25 m # 27592, -007
 软管长度  1.60 m # 27594, -007

柯洛玛100多功能节水版/波特S 套装 
 软管长度  1.60 m # 27595, -007

 波特支架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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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ma®柯洛玛100经典

柯洛玛100多功能节水版/
尤尼卡C 套装 
0.65 m # 27777, -007

柯洛玛100变速节水版/
尤尼卡C 套装 
0.65 m # 27776, -007

柯洛玛100经典多功能/
尤尼卡经典 套件 
0.90 m # 27768, -000
0.65 m # 27769, -000  (无图)  

柯洛玛100经典多功能
 手持花洒 
(19 l/min) # 2853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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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metta®柯洛梅达85

柯洛梅达85多功能
 手持花洒 
智能节水版(9 l/min) # 28608, -000

柯洛梅达85变速
 手持花洒 
智能节水版(9 l/min) # 28607, -000
智能节水版(6 l/min) # 26831, -000

柯洛梅达85单速
 手持花洒 
智能节水版(9 l/min) # 28606, -000

柯洛梅达85绿色节水版
 手持花洒 
(6 l/min) # 28561, -000

柯洛梅达85变速/
尤尼卡柯洛梅达 套装 
0.65 m # 27763, -000 

柯洛梅达85变速绿色节水版/
尤尼卡柯洛梅达 套装  
(6 l/min)
0.90 m # 27651, -000  (无图)  
0.65 m # 27652, -000  (无图)  

 花洒套装 

 EcoSmart智能节水技术，0.3 MPa压力下流量为9升/分。 

 ▪  入门级花洒，成就美妙的淋浴感受，
可与多种产品组合搭配 

 ▪  多种出水模式  ▪  也是浴缸花洒的理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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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维达Unica®尤尼卡 
 花洒杆配有1.6米
易飞丝花洒软管 
0.90 m # 27844, -000

Unica®尤尼卡C
 花洒杆配有1.6米
易飞丝花洒软管 
0.65 m # 27611, -000
0.90 m # 27610, -000
 (无图) 
 不含花洒软管 
0.90 m # 27609, -000 
 (无图) 

Unica®尤尼卡D
 花洒杆配有1.6米
易飞丝花洒软管 
0.65 m # 27933, -000
0.90 m # 27930, -000
 (无图) 

Unica®尤尼卡柯洛梅
达柯洛梅达
 花洒杆配有1.6米
美飞丝花洒软管 
0.65 m # 27615, -000
0.90 m # 27614, -000
 (无图) 

Unica®尤尼卡S波诺雷诺
 花洒杆  
0.72 m # 28662, -000
1.05 m # 28663, -000 
 (无图) 

Unica®尤尼卡雷诺
 花洒杆  
0.72 m # 27704, -000

飞雨Unica®尤尼卡 
 花洒杆配有1.6米
圣飞丝花洒软管 
0.90 m # 27636, -000

Unica®尤尼卡S
 花洒杆配有1.6米
易飞丝花洒软管 
0.65 m # 27725, -000
0.90 m # 27727, -000
 (无图) 

Unica®尤尼卡S波诺
 花洒杆配有1.6米
易飞丝花洒软管 
0.65 m # 28632, -000
0.90 m # 28631, -000
 (无图) 

Unica®尤尼卡经典
 花洒杆配有1.6米
圣飞丝花洒软管 
0.65 m # 27617, -000

 花洒杆 

 花洒软管 

Sensoflex®  圣飞丝
不锈钢花洒软管，外表面为塑
料，带防缠绕接头 
1.25 m # 28132, -000
1.60 m # 28136, -000
2.00 m # 28134, -000

Metaflex®  美飞丝
金属螺旋外观的花洒软管 
1.25 m # 28262, -000
1.60 m # 28266, -000
2.00 m # 28264, -000

Metaflex®  美飞丝
采用金属螺旋外观的花洒软
管，智能节水版配有内置流量
限制装置（9升/分钟） 
1.25 m # 28198, -002
1.50 m # 28195, -002
1.60 m # 28199, -002
1.75 m # 28196, -002
2.00 m # 28197, -002

Isiflex®  易飞丝
金属质感花洒软管 
1.25 m # 28272, -000, -450
1.60 m # 28276, -000, -450
2.00 m # 28274, -000

Isiflex®  易飞丝
金属质感花洒软管，
智能节水版配有内置
流量限制装置（9升/分钟） 
1.25 m # 28270, -000
1.60 m # 28271, -000
2.00 m # 28188, -000

 ▪  不同的材质、长度和外观 
 ▪  耐弯折并且便于护理 

 ▪  铬色表面与龙头完美搭配 
 ▪  因采塑料外表所以防刮花 

 ▪  防缠绕螺母接头防止软管打结 
 ▪  特别耐拉拽—经过拉拽测试 

 ▪  花洒高度和倾角可调节  ▪  淋浴时不用手持 
 ▪  花洒可转动移位 

 ▪  可灵活安装在淋浴底盆和浴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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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洒支架 

 软管接头 

波特经典
 花洒支架 
# 28324, -000

波特C
 花洒支架 
# 27521, -000

波特A
 灵活的花洒支架 
 金属外壳 
 倾角可调节 
# 27520, -000

波特D
 灵活的花洒支架 
 倾角可调节 
# 27526, -000

波特E
 灵活的花洒支架 
 软管长度  1.25 m 
 倾角可调节 
# 27507, -000

波特变速
 金属外壳 
 倾角可调节 
# 28328, -000

波特雷诺
# 28335, -000

波特S
 花洒支架 
# 28331, -000

Fixfit® 
 带球形接头和单向阀的
软管接头 
# 27414, -000

Fixfit® S 
 带球形接头的防缠绕软
管接头和单向阀 
# 27506, -000

Fixfit® S 
 软管接口 
# 27453, -000 
 带单向阀  
# 27456, -000

Fixfit® E 
 带球形接头的防缠绕软
管接头和单向阀 
# 27505, -000

Fixfit® E 
 软管接口 
# 27454, -000
 单向阀 
# 27458, -000, -450

Fixfit®带开关 
 带软管接头的开关及
带单向阀的DN20螺纹
适配头 
# 27452, -000, -450

 ▪  内置软管接口 
 ▪  易飞丝花洒软管1.25 m 

 ▪  可选择较高的安装位
置，因此可作为手持/头
顶花洒使用 

 ▪  可后续安装在浴缸和淋
浴房龙头处 

 ▪  可多用途使用 

 ▪  球形接头可以防止花洒软管缠
绕扭曲 

 在汉斯格雅价目表第起可以找到合适的皂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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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顶花洒和体位花洒 

 您在进行销售咨询时可以按以下方式介绍： 
 产品系列中越靠前的头顶花洒，性能越高。产品是向右排序的。 

柯洛梅达85多功能

柯洛玛100多功能

飞雨E 240空气式单速

飞雨S 180空气式单速

飞雨S 240空气式单速

飞雨S 300空气式单速

飞雨皇家S 350空气式单速

柯洛玛160单速

柯洛玛220单速

飞雨E 360空气式单速

飞雨E 420空气式2速 

Crometta®柯洛梅达85/Croma®柯洛玛 Raindance® 飞雨E/S

 有关Crometta柯洛梅达和Croma柯洛玛头顶
花洒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33页。 

 有关飞雨E和飞雨S头顶花洒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32页。 

 汉斯格雅头顶花洒 

 头顶花洒系列产品一览 

 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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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雨Select E 300 2速 

飞雨Select E 300 3速 

飞雨Select S 240 2速 

飞雨Select S 300 2速 

飞雨幻雨魔法师 
空气式3速

飞雨幻雨魔法师 
空气式3速

飞雨飞瀑 
240空气式3速

飞雨飞瀑 
180空气式2速

飞雨飞瀑150
单速

飞雨飞瀑150川流式
单速

Raindance® 飞雨E/S Raindance® 飞雨Select E/S
Raindance® Rainfall® 飞雨飞瀑/

Raindance® Rainmaker® 飞雨幻雨魔法师

 有关Raindance飞雨式Select头顶花洒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30页。  有关Raindance Rainmaker飞雨幻雨魔术师和Raindance 
Rainfall飞雨飞瀑头顶花洒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34页。 

 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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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适的清洁：   出水孔可以一如既往地通
过QuickClean功能清洁干净。花洒盘拆卸
方便，甚至可以用洗碗机进行清洗。 

空气川流式：  12股平行至地面的水流能
够确保不同身高的人享受到相同的淋浴快

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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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雨淋式： 能够产生强力水流，是理想
的洗发喷淋模式。 

 只需从下面按下Select按钮便可在空气雨淋式和
雨淋模式之间进行切换 

 大尺寸出水孔成就了酣畅淋
漓的空气雨淋模式 

 用于雨淋式喷淋模式
的小出水孔 

 用于空气川流模式的平行
喷淋孔 

 Raindance® 飞雨Select E 300 3速头顶花洒 

 1个按钮、3种模式、
无限乐趣 

 优点和益处 

 ▪  一个头顶花洒中包含3种全尺寸喷淋模式：柔顺的空气雨
淋式、强劲的雨淋式和高效的空气川流模式 

 ▪  轻轻按下按钮便可在空气雨淋式和雨淋式模式之间方便切
换 

 ▪  Select按钮是从下方操作的 

 ▪  清洁方便，金属花洒盘甚至可以在洗碗机中清洁 

 更多信息请浏览www.pro.hansgrohe.com.cn/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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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dance® 飞雨Select

飞雨Select E 300 3速 
 头顶花洒 
 包括390毫米花洒臂 
 用于易宝万能阀芯 
# 26610, -000, -400

iBox

飞雨Select E 300 2速 
 头顶花洒 
 包括390毫米花洒臂  # 26609, -000, -400 
 配有100毫米天花板接管  # 26608, -000, -400  (无图) 

飞雨Select S 300 2速 
 头顶花洒 
 包括390毫米花洒臂  # 27378, -000, -400
 配有100毫米天花板接管  # 27337, -000, -400  (无图) 

飞雨Select S 240 2速 
 头顶花洒  
 包括390毫米花洒臂  
智能节水版 # 26470, -000, -400
 配有100毫米天花板接管  
智能节水版 # 26469, -000, -400  (无图) 

 EcoSmart智能节水技术，0.3 MPa压力下流量为9升/分。 

 白色/铬色表面  铬色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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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dance® 飞雨

PuraVida®普拉维达

飞雨皇家S 350空气式单速
 头顶花洒 
# 28420, -000
 470毫米花洒臂 
# 27410, -000  (无图) 
 100毫米天花板接管 
# 27418, -000  (无图) 

飞雨E 420空气式2速 
 头顶花洒 
 配有380毫米花洒臂 
 用于易宝万能阀芯 
# 27373, -000 

iBox

飞雨E 360空气式单速 
 头顶花洒 
智能节水版
 配有240毫米花洒臂 
# 26605, -000  (无图)  
 配有100毫米天花板接管 
# 26604, -000  (无图) 

普拉维达400 头顶花洒 
智能节水版
 配有390毫米花洒臂  # 26602, -000, -400
 配有100毫米天花板接管  # 26603, -000, -400  (无图) 

飞雨S 300空气式单速
 头顶花洒 
智能节水版
 配有390毫米花洒臂 
# 26601, -000
 配有100毫米天花板接管 
# 26600, -000  (无图) 

飞雨E 420空气式单速 
 头顶花洒 
智能节水版
 配有380毫米花洒臂 
# 26607, -000 

飞雨E 240空气式单速 
 头顶花洒 
智能节水版
 配有223毫米花洒臂 
# 27375, -000
 配有100毫米天花板接管 
# 27383, -000  (无图) 

飞雨S 240空气式单速
 头顶花洒  
智能节水版
 配有390毫米花洒臂 
# 27461, -007
 配有100毫米天花板接管 
# 27463, -007  (无图) 

飞雨S 180空气式单速
 头顶花洒  
智能节水版
 配有240毫米花洒臂 
# 27462, -007
 配有100毫米天花板接管 
# 27464, -007  (无图) 

 ▪  Ø 350 毫米的特大尺
寸花洒盘 

 ▪  高流量确保特别的淋
浴快感 

 ▪  全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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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洛玛220空气式单速
 头顶花洒 
智能节水版
# 26465, -000
 可选配390毫米花洒臂 
# 27413, -000  (无图) 
 可选配100毫米天花板接管 
# 27479, -000  (无图) 

柯洛玛160单速
 头顶花洒 
智能节水版
# 28450, -000
 可选配230毫米花洒臂 
# 27412, -000  (无图) 
 可选配100毫米天花板接管 
# 27479, -000  (无图) 

柯洛玛100多功能
 头顶花洒 
智能节水版
# 28460, -000
 可选配花洒臂 
# 27411, -000  (无图) 

柯洛玛100变速
 头顶花洒 
智能节水版
# 28462, -000
可选配128毫米花洒臂
# 27411, -000 (无图)

Croma®柯洛玛

Crometta®柯洛梅达85

普拉维达100 
 体位花洒  
# 28430, -000, -400

飞雨空气式100 
 体位花洒  
# 28477, -000

飞雨经典100 
 体位花洒  
# 28445, -000

波帝 
 体位花洒  
# 28466, -000
波帝体位花洒带开关
# 28467, -000  (无图) 

柯洛梅达85绿色节水版 
 头顶花洒 
(6 l/min)
# 28423, -000
 可选配128毫米花洒臂 
# 27411, -000  (无图) 
 

 体位花洒 

 EcoSmart智能节水技术，0.3 MPa压力下流量为9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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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雨幻雨魔法师和飞雨飞瀑花洒让
日常的淋浴成为了全新的体验。因为飞雨

幻雨魔术师可以整体安装在天花板上，所

以摒弃了传统的淋浴概念，淋浴房由此变

成了美轮美奂的雨淋房间。喷淋模式则包

括RainAir空气雨淋式、RainAir XL超大级空
气雨淋式、Whirl漩动式和Mix混合式。飞
雨飞瀑以其水平的雨淋面确保了更多的活

动自由度，最多可包含3种不同的喷淋模
式：放松休闲的RainAir空气雨淋式、清新
活力的RainFlow雨瀑式和舒缓按摩的Whirl
漩动式。 

漩动式： 按摩喷淋时，水流会向前摆动从
而方便地冲洗颈部和肩部。 

雨瀑式： 全尺寸的瀑布出水成就了清新活
力的淋浴体验。 

空气雨淋式： 采用AirPower空气注入技术
的头顶花洒能够产生大量充沛的水滴雨淋

效果。 

 优点和益处 

 Raindance® Rainmaker®飞雨幻雨魔法师：全新概念的淋浴 

 Raindance® Rainfall® 飞雨飞瀑240空气式3速：还原水的原始动力 

漩动式： 待用AirPower空气注入技术的3
种旋转的按摩喷淋模式。 

(1) 空气雨淋式： 采用AirPower空气注入技
术的中央头顶花洒功能。 
(2) 超大级空气雨淋式： 采用AirPower空气
注入技术造就的全尺寸、柔顺雨淋感。 

 优点和益处 

 Raindance® Rainmaker®飞雨幻雨魔法师和Raindance® Rainfall®飞雨飞瀑 

 为您打造的终极享受 

 ▪  整体安装在天花板中 

 ▪  全尺寸的花洒雨 

 ▪  还配有内置照明装置 

 ▪  淋浴房中的建筑装修亮点 
 ▪  大载荷度成就了更高的活动自由度 
 ▪  3种喷淋模式：RainAir空气雨淋式、

RainFlow雨瀑式和Whirl漩动式 

 ▪  可以方便地从下方操作切换喷淋模式 
 ▪  巨流喷淋能够给人以在瀑布下淋浴的感觉 
 ▪  安装采用墙上嵌入方式安装在易宝万能阀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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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雨幻雨魔法师空气式3速 
 头顶花洒 
600 mm 
 带灯光  # 26117, -000
 无灯光  # 26115, -000  (无图) 

飞雨幻雨魔法师空气式3速 
 头顶花洒 
680 mm x 460 mm
 带灯光  # 28418, -000
 无灯光  # 28417, -000  (无图) 

飞雨飞瀑240空气式3速 
 头顶花洒 
 无灯光  # 28400, -000, -400
 用于易宝万能阀芯 

iBox

飞雨260空气式单速 
 头顶花洒 
260 mm x 260 mm,  可整体嵌入天花板安装 
智能节水版 
# 26481, -000

飞雨飞瀑180空气式2速 
 头顶花洒 
# 28433, -000, -400
 用于易宝万能阀芯 

iBox

 Raindance® Rainmaker®飞雨幻雨魔法师和Raindance® Rainfall®飞雨飞瀑 

 EcoSmart智能节水技术，0.3 MPa压力下流量为9升/分。 



 淋浴管 

 您在进行销售咨询时可以按以下方式介绍： 
 产品系列中越靠前的淋浴管，性能越高。产品是向右排序的。 

柯洛玛160单速

柯洛玛220单速

飞雨180单速

飞雨E 240单速

飞雨S 240单速

Raindance® 飞雨
Select S 240单速

 有关Raindance飞雨淋浴管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40页以后。  有关Croma柯洛玛淋浴管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第43页。 

Croma®柯洛玛 Raindance® 飞雨/飞雨Select S

 汉斯格雅淋浴管 

 淋浴管系列产品一览 

 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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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雨Select E 360单速 飞雨Select E 300 2速

飞雨Select E 300 2速

飞雨Select E 300 3速

 有关飞雨E和飞雨Select E花洒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38页以后。 

Raindance® 飞雨/飞雨Select S Raindance® 飞雨Select E/Raindance® 飞雨E

 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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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雨Select E 300 3速淋浴管

空气川流式： 12条水柱平行滴
落至地面。无论何种安装高度
以适合不同身高的使用者都能
提供相同的迷人淋浴效果。 

 温度设置 

 Raindance® 飞雨Select E 300 3速淋浴管 

 整体系统适合所有淋浴需求 

 选择喷淋模式 

 选择喷淋模式 

 选择手持花洒 

 选择头顶花洒 

 开关头顶花洒处的空气川流
式模式 

 优点和益处 

 ▪  带头顶花洒、手持花洒和恒温龙头的全套系统 

 ▪  通过按钮操作的一贯性、直观化的操作方案 

 ▪  因为可以安装在已有的接头上，所以是简单浴室安装的理
想解决方案 

 ▪  6种喷淋模式：头顶花洒3种，手持花洒3种 

 ▪  头顶花洒包括12条平行水流的川流模式 

 更多信息请浏览www.pro.hansgrohe.com.cn/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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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dance® 飞雨Select E

 淋浴房 

飞雨Select E 300 3速
 淋浴房用淋浴管 
 带飞雨Select E 300三速头顶花洒，
飞雨Select E 120三速手持花洒，
以及ShowerTablet Select 300恒温龙头，
带花洒臂380 mm 
# 27285, -000, -400

飞雨Select E 300 2速
 淋浴房用淋浴管 
 带飞雨Select E 300两速头顶花洒， 
飞雨Select E 120三速手持花洒以及
ShowerTablet Select 300恒温龙头，
带花洒臂380 mm 
# 27283, -000, -400

飞雨Select E 300 2速
 淋浴房用淋浴管 
 带飞雨Select E 300两速头顶花洒，
飞雨Select E 120三速手持花洒以及
易斯达Select恒温龙头，
带花洒臂380 mm 
# 27282, -000, -400

 EcoSmart智能节水技术，0.3 MPa压力下流量为9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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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雨Select E 360单速
 淋浴房用淋浴管 
 带飞雨E 360单速头顶花洒， 
飞雨Select E 120三速手持花洒
以及易斯达Select恒温龙头
带花洒臂380 mm 
# 27286, -000, -400

飞雨Select S 240单速
淋浴房用淋浴管
带飞雨S 240单速头顶花洒， 
飞雨Select S 120三速手持花洒
以及易斯达舒适恒温龙头
带花洒臂460 mm
# 27116, -000 

飞雨Select E 360单速
淋浴房用淋浴管
带飞雨E 360单速头顶花洒， 
飞雨Select E 120三速手持花洒
以及ShowerTablet Select 300恒温
龙头，带花洒臂380 mm
# 27287, -000

 ▪ 方形花洒喷出的肩膀宽的水淋幅度
可以确保整个身体的润湿 

Raindance® 飞雨Select E/Raindance® 飞雨E/S

 淋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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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雨E 240单速
 淋浴房用淋浴管 
带飞雨E 240单速头顶花洒， 
柯洛玛100变速手持花洒
以及易斯达S恒温龙头，
带花洒臂420 mm
# 27227, -000
  

飞雨S 180单速
 淋浴房用淋浴管 
带飞雨S 180单速头顶花洒， 
柯洛梅达85变速手持花洒
以及易斯达S恒温龙头，
带花洒臂420 mm
# 27212, -000
  

飞雨S 240单速
 淋浴房用淋浴管 
带飞雨S240单速头顶花洒， 
柯洛玛100变速手持花洒
以及易斯达S恒温龙头，
带花洒臂420 mm
# 27216, -000

 EcoSmart智能节水技术，0.3 MPa压力下流量为9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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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雨E 240单速
 淋浴房用淋浴管 
带飞雨E 240单速头顶花洒， 
柯洛玛100变速手持花洒
以及单把手浴缸龙头，
带花洒臂420 mm
# 27219, -000

飞雨S 240单速
浴缸用淋浴管
带飞雨S 240单速头顶花洒， 
柯洛玛100变速手持花洒
以及易斯达S恒温浴缸龙头，
带花洒臂420 mm
# 27215, -000

Raindance® 飞雨 

浴缸用

 EcoSmart智能节水技术，0.3 MPa压力下流量为9升/分。 

飞雨S 180单速
浴缸用淋浴管
带飞雨S 180单速头顶花洒， 
柯洛梅达85变速手持花洒
以及单把手浴缸龙头，
带花洒臂420 mm
# 2721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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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洛玛220单速
淋浴房用淋浴管
带柯洛玛220单速头顶花洒， 
柯洛玛100变速手持花洒
以及易斯达S恒温龙头，
带花洒臂420 mm
# 27243, -000

柯洛玛220单速
 淋浴房用淋浴管 
带柯洛玛220单速头顶花洒， 
柯洛玛100变速手持花洒
以及单把手淋浴龙头，
带花洒臂420 mm
# 27241, -000

Croma®柯洛玛220

 淋浴房 浴缸 

柯洛玛220单速
浴缸用淋浴管
带柯洛玛220单速头顶花洒， 
柯洛玛100变速手持花洒
以及单把手浴缸龙头，
带花洒臂420 mm
# 27242, -000



淋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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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ma®柯洛玛160

柯洛玛160单速
 淋浴房用淋浴管 
带柯洛玛160单速头顶花洒， 
柯洛梅达85变速手持花洒
以及易斯达S恒温龙头，
带带旋转式花洒臂350 mm
# 27246, -000

柯洛玛160单速
 淋浴房用淋浴管 
带柯洛玛160单速头顶花洒， 
柯洛梅达85变速手持花洒
以及单把手淋浴龙头，
带旋转式花洒臂350 mm
# 27245, -000

 EcoSmart智能节水技术，0.3 MPa压力下流量为9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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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缸/多用途

柯洛玛160单速通用革新型
浴缸/淋浴房用淋浴管
是浴室翻新的理想选择，可连接在明
装龙头或暗装系统的Fixfit软管接头上
带柯洛玛160单速头顶花洒， 
柯洛梅达85变速手持花洒
带旋转式花洒臂350 mm
# 2724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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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单的安装，无需嵌入墙内 

 ▪  高度可调节，因而适合任何身高 

 ▪  方便地在原有接头基础上升级 

 ▪  淋浴面板将头顶花洒、手持花洒和体
位花洒整合在一个系统中 

 ▪  全方位的用水乐趣 

 优点和益处 

飞雨 淋浴板 
 搭配飞雨飞瀑180空气式2速头顶花
洒普拉维达120单速棒式手持花洒
和恒温器，高度可调节，200毫米 
# 27018, -400

 头顶、手持和体位花洒，不同的喷
淋形式和来自体位花洒的清新的全身按

摩：汉斯格雅淋浴面板能够带来全方位的

用水乐趣。此外，面板安装也非常简单：

只需使用原有的接头即可，无需嵌入墙

内。瞬间为浴室带来淋浴快感。 

 2
0

0
 m

m
 

 汉斯格雅Showerpanel®淋浴板 

 让客户全方位满意 

 EcoSmart智能节水技术，0.3 MPa压力下流量为9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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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装恒温龙头 

 您在进行销售咨询时可以按以下方式介绍： 
 产品系列中越靠前的恒温器，性能越高。产品是向右排序的。 

Ecostat®易斯达 

 有关Ecostat易斯达恒温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54页以后。 

Ecostat®易斯达1001 SL
 浴缸 

Ecostat®易斯达1001 SL
 淋浴 

Ecostat®易斯达舒适
 淋浴 

Ecostat®易斯达舒适
 浴缸 

 汉斯格雅明装恒温龙头 

 明装恒温龙头一览 

 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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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stat®易斯达Select
 浴缸 

ShowerTablet® Select 300
 淋浴 

ShowerTablet® Select 300
 浴缸 

Ecostat®易斯达Select
 淋浴 

Ecostat®易斯达Select ShowerTablet® Select

 有关ShowerTablet Select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50页以后。  有关Ecostat易斯达Select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52页以后。 

 产品系列 



Select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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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rTablet® Select 300 
 恒温淋浴龙头 

ShowerTablet® Select 300 
 恒温浴缸龙头 

 依靠直观的S e lec t科技和许多优
势，ShowerTablet Select 300犹如浑然天
成：无论是作为淋浴用款式开关手持花洒

还是作为浴缸用款式切换花洒、浴缸入水

装置或二者同时出水模式：只需按下按钮

便可帮助用户选择。所有Select元件均可
以方便地从前方操作。大号标志和彩色标

示更加简化了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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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高档的大尺寸玻璃置物面能够使用

常用的浴室清洁剂清洗，因此经久耐用。 

 温度设置 

ShowerTablet® Select 300

 重新定义操作舒适概念的恒温龙头 

 ▪  所有Select元件都可以方便地从前方
操作 

 ▪  也可选择多个出水装置同时工作 

 ▪  通过按钮便可切换出水装置 

 ▪  通过操作按钮可以马上识别出哪个出
水装置正在使用中 

 优点和益处 

 选择出水方式 



Select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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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   便于理解、牢固的标
志，简化了操作。 

 使用简单：   操作按钮在打开状
态下时突起的—一眼看上去便

能看出是哪一路出水打开了。 

 方便：   通过具有操作友好性的
旋转把手可以对所需温度进行

精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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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洁净：   外壳耐脏，光滑的表面
清洁起来十分方便。 

 实用：   平整的玻璃表面提供了
大量摆放淋浴物品的空间。 

 迷人：   独特的外观设计让
ShowerTablet Select 300成为了
浴室内的焦点。 

 安全：   隔热并且边角倒圆角，
防止高温或碰伤危险。 

 ▪  是浴室装修翻新的理想选择 

 ▪  纯机械式，无电子系统 

 ▪  隔热外壳可以保护防止灼伤 

 ▪  标志简单易懂并且耐磨，具有很高的
操作使用性 

 ▪  安全玻璃制成的平滑置物面可以用于
放置淋浴用品，便于清洁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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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stat®易斯达Select
 恒温龙头 

Ecostat®易斯达

Select
 恒温浴缸龙头 

 温度设置 

 方便：   稳定的水量和温度，最
大程度的直观可操作性。 

 节约型：   通过内置EcoSmart技
术，水流量被限制在10升/分
钟。 

 实用：   平整的安全玻璃表面提
供了摆放淋浴物品的空间。 

 安全：   温度锁可以保护防止
被热水烫伤。此外，整体产品

均具有非常好的隔热效果。圆

润的边角将碰伤危险降到了最

低。 

 选择用户 

Ecostat®易斯达Select

 设计与乐趣 

 优点和益处 

 ▪  外观亮点 

 ▪  通过隔热外壳保护防止灼伤 

 ▪  操作对于任何年龄层的用户而言都是安全而方便的 

 ▪  置物面带来了更多的用处 

 ▪  节水举措易如反掌 

 ▪  清洁便利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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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缸 

Ecostat®易斯达Select
 恒温浴缸龙头 
# 13141, -000, -400

ShowerTablet® Select 300
 恒温浴缸龙头 
# 13151, -000, -400

 淋浴房 

Ecostat®易斯达Select
 恒温龙头 
# 13161, -000, -400

 工程版具有高温消毒功能 
# 13162, -000  (无图) 

ShowerTablet® Select 300
 恒温龙头 
# 13171, -0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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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斯格雅提供各种明装恒温龙头。
使得浴室不仅在外观和技术上升值，在淋

浴舒适感上同样也会提升。水量、水压和

水温同时可以方便地操控。而明装恒温龙

头的关键优势在于：龙头可以方便、快捷

地安装在原有的接头上。 

Ecostat®易斯达舒适

 恒温龙头 

 通过安全停止功能防止无意中将温
度调至40 °C以上 

 预设的温度设置可以随时方便地根
据实际情况调整 

 高档的金属把手 

 通过明显、耐磨的印字实现安
全的操作 

 恒温龙头的温度设置更加直观 

 通过Ecostop节水功能将水
流量降低多达50 % 

 符合人体工学的飞翼把手，即使
手上有皂液也可方便地旋转 

 相对双把手龙头更加节水和节能 

 Ecostat®易斯达恒温龙头 

 一切尽在掌握：能够带来更
多淋浴快感的恒温龙头技术 

 优点和益处 

 ▪  浴室外观和技术上的升值 

 ▪  相对单把手龙头更加节水和节能 

 ▪  通过可预设的温度实现舒适感 

 ▪  通过恒定温度防止烫伤，即便是在水管中压力/温度出现
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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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缸 

Ecostat®易斯达舒适
 恒温浴缸龙头 
# 13114, -000

Ecostat®易斯达舒适
 恒温龙头 
# 13116, -000

Ecostat®易斯达1001 SL
 恒温浴缸龙头 
# 13241, -000

Ecostat®易斯达1001 SL
 恒温龙头 
# 13261, -000

Ecostat®易斯达舒适关爱型
 恒温浴缸龙头 
# 13115, -000
 

Ecostat®易斯达舒适关爱型
 恒温龙头 
# 13117, -000
 

 关爱型龙头的特别优势和其它关爱型产品请参阅第100页以后。 

 淋浴房 

 花洒组合 

柯洛玛100变速/
易斯达舒适组合
配有恒温龙头的花洒套装 
智能节水版
0.90 m # 27033, -000
0.65 m # 27032, -000 (无图)



易宝万能阀芯能够让龙头装置隐藏

在墙内。这样不仅美观，而且能够创造出

更多的空间，由此带来更多的淋浴乐趣。

另一个优点就是系统和设计上的灵活性。

易宝万能阀芯可以在未预先选定花洒系统

的时候便可安装。作为所有汉斯格雅标准

和恒温龙头解决方案的基础套装，该产品

可以随时改装或升级。

易宝万能阀芯

可长期使用： 浴室装修翻新时，底部套件得以保留。功能块和
明装面板可以方便地更换。

明装： 功能单元完全位于墙前。缺点是所需占用的空间更大，
活动灵活度受限。

暗装： 底部套件完全隐藏在墙内。在此基础上可以安装不同系列的龙头和花洒明装组件。

易宝万能阀芯
功能块

明装面板

iBox®易宝万能阀芯

适于所有暗装解决方案的灵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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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dance® 飞雨E 420 
带两种喷淋模式的头顶花洒

Raindance® Rainfall® 飞雨飞瀑180
2速头顶花洒

Raindance® 飞雨240
淋浴房用淋浴管

Raindance® 飞雨Select E 300
带三种喷淋模式的头顶花洒

ShowerSelect® 
单功能暗装恒温龙头PuraVida®

单把手浴缸龙头 

iControl® S
开关分水器

ShowerSelect® 
双功能暗装恒温龙头

Metris®梦迪诗
单把手淋浴龙头

Metris®梦迪诗
暗装恒温龙头

易宝万能阀芯：全能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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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宝万能阀芯：具有诸多优势的全能型产品 

 旋转对称的安装 
 ▪  对称的结构；所有接头都是相同的。 
 ▪  重要的是右面连接冷水，左面连接热
水。 

 ▪  在作为浴缸龙头使用时，下面的出水
装置具有优先出水权。 

 ▪  作为淋浴龙头使用时，可任意连接上
方或下方出水接口。 

 安全而经济 
 ▪  基础套装仅包含管道连接件。高价
值功能模块之后与面板一起供应和安

装。 
 ▪  防止在建筑初期阶段发生如偷盗，
污垢和冻结等问题，并避免昂贵的仓

储。 

 多样式安装 
 ▪  可匹配所有当前安装系统，以及所有
类型的安装方式和管道连接。 

 ▪  注册专利的灵活调节环。 
 ▪  双层面固定方式，DN20接头适于多用
途安装方式。 

 ▪  还适用于较厚的墙体和清水墙安装，
以及预制淋浴房系统。 

 集成安全组件 
 ▪  安装带有集成式安全组件的暗装单把
手浴缸龙头并配合安装Exaf i l l三合一
浴缸排水就不必再安装外部管道截流

器。这样可以减少安装成本以及墙内

功能部件。 

 完美的防湿效果 
 ▪  所有4个接头均配有密封垫圈，瓷砖下
的密封垫和密封型防溅水支撑墙罩都

能够全方位保护墙体防湿。 

 非常厚或非常薄墙体的解决方案 
 ▪  如果易宝万能阀芯安装在很厚的墙
内，基本套件的延长件可以很好地将

阀芯底座及功能阀体连接起来。 
 ▪  延长件能够确保阀芯到墙面的密封性
并防止墙体潮湿。 

 ▪  易宝万能阀芯基础套件比原先更纤
薄，更适用于厚度有限的墙体。 

 低噪音 
 ▪  铜质阀体立于密封垫上，可以防止导
水部件的噪音传输至墙体。 

 ▪  支撑墙罩与易宝万能阀芯的外壳相
连，而不是与功能块相连，这样便有

效防止了噪音传输至瓷砖。 

 易冲洗 
 ▪  易宝万能阀芯自带的冲洗构件可以安
装在不同位置。这样可以对墙内的管

件彻底地冲洗。 

 延长面板 
 ▪  用于墙面装饰面板的延长，即使厚度
较薄的墙体也不再是问题。 

 ▪  延长面板使很薄的墙体安装易宝万能
阀芯成为可能。 

133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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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22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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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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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ox®易宝万能阀芯：真正的“全能”方案 

 特别针对项目业务的优点和益处 

 优点和益处 

 包括管道冲洗模块 

 饰板标记辅助工具 

 水平仪支撑点 

 已获得专利的灵活安装环，用于不同安
装深度  已获得专利的消音技术 

 G¾接口：也可以通过附带的变径接头
转换为G½接口，附带还包括闷头。 

 防湿，完全防水，可以水平安装 

 许多固定方式；可与所有标准墙体系统连接 

 可适用于任何标准汉斯格雅和雅生暗装式单把
手浴缸/淋浴龙头、恒温龙头和多出水模式的
头顶花洒。 

 旋转对称 

 ▪  易宝万能阀芯能够提供高灵活性和多种设计方式 

 ▪  因为一个基础套件就可适用于所有解决方案，所以使得项
目规划得以简化 

 ▪  易宝可以用于私人和公共区域并符合全球常规标准 

 ▪  涵盖包括多达四个出水装置的所有解决方案 

 ▪  一个用于16个功能解决方案的基础套件 

 ▪  适于200个以上的汉斯格雅和雅生暗装产品 

 ▪  通过预装让对暗装龙头的选择更加灵活 

 ▪  因为技术装置全部隐藏在墙内，所以使得浴室更加美观 

 ▪  淋浴时更大的活动自由度 

 ▪  在装修翻新时可以方便地更换为新龙头 

 ▪  经过上百万次实际检验的暗装解决方案 



 暗装龙头 

 您在进行销售咨询时可以按以下方式介绍： 
 一栏中越靠右的产品，淋浴舒适感越强。 

ShowerSelect®

 单功能恒温龙头 
ShowerSelect®

 双功能恒温龙头 

Ecostat®易斯达S
 单功能恒温龙头 

Ecostat®易斯达S
 双功能恒温龙头 

Metris®梦迪诗
 双功能恒温龙头 

Metris®梦迪诗 
 单功能恒温龙头 

Metris®梦迪诗
 单把手淋浴龙头 

Metris®梦迪诗
 单把手浴缸龙头 

Talis®达丽丝
 单把手淋浴龙头 

Talis®达丽丝
 单把手浴缸龙头 

Focus®福柯斯
 单把手淋浴龙头 

Focus®福柯斯
 单把手浴缸龙头 

 1路出水 

 汉斯格雅暗装龙头 

 功能解决方案一览 

 翻转  旋转  按压 

 2路出水 

 翻转  旋转  按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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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 

ShowerSelect®

 大流量暗装恒温龙头 
ShowerSelect®

 单功能大流量暗装恒
温龙头带拓展功能 

ShowerSelect®

 3路开关 
ShowerSelect®

 3路开关 

Metris®梦迪诗 
 大流量暗装恒温龙头 

Metris®梦迪诗 
 大流量暗装恒温龙头 

Metris®梦迪诗
iControl® 
 3路开关分水器 

Metris®梦迪诗
iControl® 
 3路开关分水器 

Metris®梦迪诗 
 大流量暗装恒温
龙头 

Metris®梦迪诗 
 开关 

Metris®梦迪诗 
 开关 

Metris®梦迪诗 
 开关 

Metris®梦迪诗 
 开关 

Trio®/Quattro® 
 开关/分水器 

Trio®/Quattro® 
 开关/分水器 

Metris®梦迪诗 
 大流量暗装恒温
龙头 

 万能暗装产品 
 易宝万能阀芯是用于汉斯格雅标准和恒
温龙头解决方案的灵活暗装系统。 

 3路出水 

 旋转  旋转  按压 

 4路出水 

 旋转  旋转  按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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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铬色和亚光表面形成对比—确保更好的操作性/可
辨识性 

iBox®易宝万能阀芯

 ShowerSelect: 卓越设计，完美细节 

 一体化、平面感的按键—现代感十足，便于清洁 

 简洁的设计、美观大方的表面一是您拥有无与伦比的
高雅外观 

 鲜明的正方形设计展现了永不过时的浴室设计—
墙罩尺寸：155 mm x 155 mm 

 细长的圆柱形手柄和明显的温度标识—确保简便
而直观的操作 

 ▪  细长的圆柱形把手和明显的彩色温度
显示可以对温度进行安全和可视的设

置 

 ▪  几何造型的正方形设计—因此适于所
有浴室和各种此状类型 

 ▪  通过按钮进行直观而舒适的操作 

 ▪  大尺寸的标志—确保方便的操作和可
辨识性 

 ▪  平整按键所以清洁简便 

 优点和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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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 
 通过具有操作友好性的手柄可
以对所需温度进行精确设置。 

 使用简单： 
 突出的按钮可以明显的辨别出
是哪个出水装置处于工作状

态。如果安装附带的按键延长

件，则甚至可以用肘部操作。 

 明显： 
 便于理解、不易脱落的标志，
简化了操作。 

 直观： 
 便于操作的Select按钮可以实
现直观而方便的操作—即便是

活动自由度受限。 

 方便： 
 可以同时打开所有用水设备—
带来更酣畅的淋浴快感。 

 经济节省： 
 便于按压操作的按钮能够提醒
用户方便关水，从而起到节水

目的。 

 美观： 
 方形造型能够完美地融合在
瓷砖浴室中，适于各种现代

浴室。 

 洁净： 
 与面板表面齐平的按键使表面
清洁更加方便。 

 双功能ShowerSelect暗装龙头明装组件不仅获得
了“Design Plus Award”和“iF Award 2014”大奖，
还因其卓越的无障碍设计获得了德国卫浴、取暖、
气候联合会（ZVSHK）颁发的奖项。 

 ▪  同时打开多个出水装置实现高舒适感  ▪  只需更换原有的暗装龙头面板即可，
起到快速而节省费用的装修翻新目的 

 ▪  通过方便而快速的关闭出水装置实现
节水效果 



64 Hansgrohe 暗装恒温龙头   

ShowerSelect® 
单功能恒温龙头 
# 15762, -000 
面板大小155 mm x 155 mm 

ShowerSelect® 
双功能恒温龙头 
# 15763, -000 
面板大小155 mm x 155 mm 

ShowerSelect® 
3路开关 
# 15764, -000 
面板大小155 mm x 155 mm 

ShowerSelect® 
双功能恒温龙头，包括集成式软管接头
和花洒支架（手持花洒和花洒软管可自
由选择并且不包含在供货范围内） 
# 15765, -000 
面板大小155 mm x 188 mm 

恒温龙头

ShowerSelect® 
大流量暗装恒温龙头 
# 15760, -000 

ShowerSelect® 
单功能大流量暗装恒温龙头带扩展接口 
# 15761, -000 
面板大小155 mm x 15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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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ox®易宝万能阀芯 
易宝万能阀芯基础套件 
# 01800180 
25 mm万能阀芯延长件，暗装过深
时使用： 
# 13595000 
22 mm面板延长件，暗装过浅时使用： 
# 13596000 用于直径170 mm的面板 
# 13597000 用于直径150 mm的面板 
# 97407000 用于直径172 mm的面板 
# 15597000 用于普拉维达 
# 13593000 用于ShowerSelect 
安装深度80 mm至108 mm

Ecostat®易斯达S 
恒温龙头 
# 15711, -000 
大流量暗装恒温龙头 
# 15715, -000 (无图)  
面板直径170 mm

Metris®梦迪诗  
恒温龙头 
# 31570, -000 
大流量暗装恒温龙头 
# 31571, -000 (无图) 
面板直径150 mm

Ecostat®易斯达飞雨经典 
双功能恒温龙头 
# 15753, -000 
面板直径170 mm

普拉维达 
恒温龙头 
# 15770, -000, -400 
大流量暗装恒温龙头 
# 15772, -000, -400 
面板大小155 mm x 155 mm 

Ecostat®易斯达S 
单功能恒温龙头 
# 15701, -000 
面板直径170 mm

Metris®梦迪诗  
单功能恒温龙头 
# 31572, -000 
面板直径150 mm

普拉维达 
单功能恒温龙头 
# 15775, -000, -400 
面板大小155 mm x 155 mm

Ecostat®易斯达S 
双功能恒温龙头 
# 15721, -000 
面板直径170 mm

iControl® S 
3路开关分水器 
# 15955, -000 
面板直径170 mm

Metris®梦迪诗  
双功能恒温龙头 
# 31573, -000 
面板直径150 mm

Metris®梦迪诗iControl® 
3路开关 
# 31958, -000 
面板直径150 mm

普拉维达 
双功能恒温龙头 
# 15771, -000, -400  
面板大小155 mm x 155 mm

普拉维达iControl® 
3路开关分水器 
# 15777, -000, -400  
面板大小155 mm x 15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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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关/分水器 

 开关 
 适用于普拉维达系列 
# 15978, -000, -400

Trio®/Quattro®

 适用于普拉维达系列的开关/分水器 
# 15937, -000, -400

 开关 
 适用于梦迪诗系列 
# 31677, -000

 开关 
 S时尚型开关 
# 15972, -000

Trio®/Quattro®

 适用于梦迪诗系列的开关/分水器 
# 31634, -000

Trio®/Quattro®

 S时尚型开关/分水器 
# 1593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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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nBrain是一种电控系统，通过触
摸屏对淋浴进行操控。从喷淋模式切换到

温度设置再到选择淋浴音乐，RainBrain能
够方便地操控所有终端设备。 

 RainBrain®电子控制系统 
 带水量调节功能的电子花洒控制系统 
# 15842, -000, -400

安装信息 
 RainBrain花洒控制系统包括4个组件，根据实际需要分为基础和明装组件套装。基础套装包括：用于固定
功能块的连接件和用于操作面板的安装外壳。明装组件包括：功能盒和操作面板。 

 灯光（开/关） 

 选择手持花洒、体位花洒和交互式淋浴 

 设置流量 

 恒温龙头预热功能 

 开/关按钮   可保存5种不同的用户设置 

 美观的玻璃表面：高硬度，便于清洁 

 菜单，其它选项 

 温度显示 

 选择头顶花洒 

 时间 

 旋钮：冷/热，暂停 

 RainBrain®淋浴控制系统 

 享受舒适的最智能方式 

 优点和益处 

 ▪  浴室内的技术和设计亮点 

 ▪  独特的触摸屏技术，通过简单易懂的标志实现直观的操作
应用 

 ▪  通过手指实现简单的参数操控：出水装置、喷淋模式、灯
光、音乐 

 ▪  可以个性化编辑多达5个用户设置 

 ▪  现代的设计 

 ▪  方便的设计和安装 

 更多信息请浏览www.pro.hansgrohe.com.cn/rain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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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功能方案 

1200 mm

1000 mm

 天花板 

 地面 

 组件 
 龙头 

B  易宝万能阀芯 
# 01800180
 ShowerSelect恒温龙头 
# 15762000

  备选： 
 梦迪诗恒温器 

 # 31572000

 也可采用其它备选方案。 

+ 易宝万能阀芯

 花洒 
A  飞雨Select S 120 3速

 手持花洒 
# 26531000
 波特S花洒支架 
# 28331000 
 易飞丝花洒软管 
# 28276000

C   FixFit软管接头 
# 27453000 

D   Staro 90提拉落水套装 
# 60056000

DN15
(G ½)

DN15
(G ½)

DN15
(G ½)



A

B

C

D

A

C

B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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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功能方案 

1200 mm

1000 mm

2150 mm

 天花板 

 地面 

+ 易宝万能阀芯

DN15
(G ½)

DN15
(G ½)

DN20
(G ¾)

DN20
(G ¾)

 组件 
 龙头 

B  易宝万能阀芯 
# 01800180
 ShowerSelect恒温龙头 
# 15763000

  备选： 
 带开关和分水器的梦迪诗
恒温龙头 

 # 31573000

  也可采用其它备选方案。 

 花洒 
A  飞雨Select S 300 2速 

 头顶花洒 
# 27378000

C  飞雨Select S 120 3速
 手持花洒 
# 26531000

  波特S花洒支架 
# 28331000 
 易飞丝花洒软管 
# 28276000

D   FixFit软管接头 
# 27453000 

E   Staro 90提拉落水套装 
# 60056000



D

A

E

F

2 1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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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功能方案：Select 

1000 mm

1200 mm

1400 mm

2190 mm

+ 易宝万能阀芯

+ 易宝万能阀芯

+ 易宝万能阀芯

DN15
(G ½)

DN20
(G ¾)

DN20
(G ¾)

DN15
(G ½)

DN20
(G ¾)

 组件 
 龙头 
C  易宝万能阀芯

 # 01800180
 ShowerSelect 3路开关 

 # 15764000
D  易宝万能阀芯

 # 01800180 
 ShowerSelect恒温龙头 

 # 15760000

  备选： 
梦迪诗iControl
# 31958000

  梦迪诗大流量暗装恒温龙头 
# 31571000

  也可采用其它备选方案。 

 花洒 
A  飞雨飞瀑2速

 头顶花洒 
# 28433000
易宝万能阀芯
# 01800180

B  飞雨Select S 120 3速
 手持花洒 

 # 26531000
 波特S花洒支架 

 # 28331000
 易飞丝花洒软管 

 # 28276000
E   FixFit软管接头 

# 27453000
F   飞雨XXL排水套装 

# 60067000

DN20
(G ¾)

 天花板 

 地面 



D

A

E

F

2 1

B

C

B

D

A

E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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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功能方案：标准 

 组件 
 龙头 
C   Trio/Quattro暗装套件 

 # 15981180
  Trio/Quattro S开关 

# 15932000
D  易宝万能阀芯

 # 01800180 
 易斯达S大流量暗装恒温龙头 

 # 15715000
E   开关基础套件 

 # 15974180 
 开关S DN15/DN20 
# 15972000

 花洒 
A  飞雨飞瀑2速

 头顶花洒 
# 28433000
易宝万能阀芯
# 01800180

B  飞雨Select S 120 3速 
 手持花洒 

 # 26531000
 波特S花洒支架 

 # 28331000
 易飞丝花洒软管 

 # 28276000
F   FixFit软管接头 

# 27453000
G   飞雨XXL排水套装 

# 60067000

1000 mm

800 mm

1200 mm

1400 mm

2190 mm

+ 易宝万能阀芯

+ 易宝万能阀芯

DN20
(G ¾)

DN15
(G ½)

DN15
(G ½)

DN20
(G ¾)

DN20
(G ¾)

DN15
(G ½)

DN20
(G ¾)

 天花板 

 地面 



D

A

E

F

13 2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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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功能方案：Select 

 组件 
 龙头 
C  易宝万能阀芯

 # 01800180
 ShowerSelect 3路开关 

 # 15764000
D  易宝万能阀芯

 # 01800180 
 ShowerSelect恒温龙头 

 # 15761000

 花洒 
A  飞雨飞瀑3速

 头顶花洒 
# 28400000
易宝万能阀芯
# 01800180

B  飞雨Select S 120 3速
 手持花洒 

 # 26531000
 波特S花洒支架 

 # 28331000
 易飞丝花洒软管 

 # 28276000
E   FixFit软管接头 

# 27453000
F   飞雨XXL排水套装 

# 60067000

1000 mm

1200 mm

1400 mm

2190 mm

+ 易宝万能阀芯

+ 易宝万能阀芯

DN20
(G ¾)

DN20
(G ¾)

DN15
(G ½)

DN20
(G ¾)

DN20
(G ¾)

+ 易宝万能阀芯

DN15
(G ½)

DN20
(G ¾)

 天花板 

 地面 



D

A

E

F

13 2

B

C

G

D

E

F

H

A

13 2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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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功能方案：标准 

 组件 
 龙头 
C   Quattro暗装套件 

 # 15930180
  Trio/Quattro S开关 

# 15932000
D   开关基础套件 

 # 15970180
 开关S DN15/DN20 
# 15972000

E  易宝万能阀芯
 # 01800180

 Ecostat S恒温器 
 # 15715000

F   开关基础套件 
 # 15974180
  开关S DN15/DN20 

# 15972000

 也可采用其它备选方案。 

 花洒 
A  飞雨飞瀑3速

 头顶花洒 
# 28400000
易宝万能阀芯
# 01800180

B  飞雨Select S 120 3速 
 手持花洒 

 # 26531000
 波特S花洒支架 

 # 28331000
 易飞丝花洒软管 

 # 28276000
G   FixFit软管接头 

# 27453000
H   飞雨XXL排水套装 

# 60067000

1000 mm

800 mm

1200 mm

1400 mm

DN20
(G ¾)

DN20
(G ¾)

2190 mm

DN15
(G ½)

DN20
(G ¾)

DN20
(G ¾)

+ 易宝万能阀芯

+ 易宝万能阀芯

DN20
(G ¾)

DN15
(G ½)

DN20
(G ¾)

DN15
(G ½)

 天花板 

 地面 



每种喜好都能找到合适的产品：
台盆龙头 | 净身盆龙头 
浴缸龙头和淋浴龙头 | 配件

 
浴室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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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格雅的龙头系列中，每个人都

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风格和品味—从现代

到古典、从几何造型到弧线造型。各种

不同的产品能够为客户提供在浴室中打

造个性化生活感的空间。因为除了台盆解

决方案外，还有相应的浴缸和淋浴龙头

以及相关的配件产品。虽然龙头系列的

设计各不相同，但所有汉斯格雅的产品

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点：高品质和卓越的功

能。其中包括简便的操作和不同的龙头高

度以及诸如最大耗水量仅为5升/分钟的
EcoSmart智能节水技术。或者用于清洁水
波器的QuickClean快速清洁技术。汉斯格
雅的龙头彰显了完美功能与美观设计的平

衡和谐。

PuraVida®普拉维达 Metris®梦迪诗 Metris®梦迪诗S

Talis®达丽丝 Talis®达丽丝S Focus®福柯斯

Metris®梦迪诗经典 Talis®达丽丝经典

永恒的清透感让浴室成为了静谧的场所。第97页以后大器的表面，针对高档的浴室设计。第94页以后确保浴室内更多感官化的龙头。第88页以后

动感的设计散发出清新、放松的魅力。第102页以后简约的造型语言，造就现代氛围。第101页以后流线型的造型早就了豪华而充满情调的浴室。第98
页以后

和谐的气氛，打造情调十足的浴室。第108页以后装饰流线感打造宜人的氛围。第106页以后

汉斯格雅浴缸龙头

打造个性化梦幻
浴室的风尚选择



ComfortZone舒适空间

无论是独立、壁挂、下装还是嵌入

式台盆：汉斯格雅全面的系列和多种龙头

高度能够为各种需求找到正确的解决方

案。高脚可转动龙头能够提供为大尺寸容

器装水以及方便洗发的自由度。中高型龙

头能够为日常生活提供足够的活动自由

度。较低的龙头则是客用卫生间的理想选

择。除了完美的功能外，龙头台盆组合的

外观印象也是决定因素。为了能够以最佳

方式进行对比，汉斯格汉斯格雅提供互联

网在线ComfortZone舒适空间配置器。这
样便可以对台盆进行演示布置。您可以向

客户展示各个龙头系列如何完美地融入到

相应的氛围中。免费配置器的链接请参阅

本双页末端。

壁挂台盆独立台盆

前卫

PuraVida®普拉维达

现代

Metris®梦迪诗 
Metris®梦迪诗S
Talis®达丽丝

Talis®达丽丝S
Focus®福柯斯

经典

Metris®梦迪诗经典

Talis®达丽丝经典

采用梦迪诗230龙头的规格示例采用梦迪诗260龙头的规格示例

采用普拉维达240龙头的规格示例

采用梦迪诗经典250龙头的规格示例

采用普拉维达200龙头的规格示例

ComfortZone舒适空间：龙头台盆组合

满足您的一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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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盆台下盆/嵌入式台盆台上碗盆

采用梦迪诗100龙头的规格示例采用梦迪诗110龙头的规格示例采用梦迪诗200龙头的规格示例

采用普拉维达100龙头的规格示例

Talis®达丽丝旋转出水嘴：

该实用型出水嘴能够造就弧形水淋—从而

增大个性化的舒适空间。

ComfortZone舒适空间：无论是洗手时
更多的活动自由度、方便地洗发或给容器

装水：龙头越高，日常用水就越灵活。我

们将龙头和陶瓷之间的个性化可利用空间

成为ComfortZone舒适空间。用于创造更
多的舒适感。用于创造更多的自由空间。

用于每一天。

采用梦迪诗经典100龙头的规格示例采用梦迪诗经典100龙头的规格示例采用梦迪诗经典100龙头的规格示例

更多信息请浏览www.pro.hansgrohe.com.cn/configurator



 龙头越高，可利用的空间越大。如
果面盆和龙头不匹配，就会产生烦人的溅

水现象。为了事先避免这种情况，汉斯格

雅研发了舒适空间测试。在接近实际的条

件下测试自己的龙头是否与领先生产商制

造的常规面盆相匹配。测试考虑了以下5
种台盆情况： 

 带墙装龙头的台盆。  龙头安装在碗盆上面。  龙头安装于自由放置的台上碗盆或面盆的
后方。 

 代表经检验安全的标志：汉斯格雅舒适空
间测试合格印章。 

 装有龙头的壁挂台盆。  台下盆和嵌入式面台盆用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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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fortZone舒适空间测试的步骤 

 ComfortZone舒适空间测试 

 适于各种台盆的龙头 

1.  舒适空间测试 
 龙头台盆组合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自由空间？龙头和台盆之
间放置一个检验球体，以检查是否可以达到洗头舒适感。 

2.  溅水测试 
 打开龙头时是否会溅水？龙头在不同水压的情况下多次打开
然后关闭。之间对溅水情况进行评估，然后将台盆重新擦

干。 

3.  实际测试 
 洗手时是否会溅水？一个标准化的手模型被置于水流下摆
动，然后对台盆外的溅水进行评估。 

 FU
NCTION APPROVED  

 M
IXER – WASH BASIN – COMBIN

ATIO
N

Hansgrohe
Test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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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我们上千次检验所取得的经验
知识：您作为专业合作伙伴，可以从我们

这里获得所有测试系列的结果。通过这些

对我们经过技术检验的龙头和面盆组合

的总览，可以为您的销售谈话提供坚实的

基础。包含测试结果的PDF文档可以免费
从以下地址下载www.pro.hansgrohe.
com.cn/comfortzone-test 

 免费提供PDF文件：
超过6000个检验组合的结果 

 汉斯格雅ComfortZone舒适
空间龙头（带货号） 

 带货号的台盆 

 合适的组合  不同安装情况的安装尺寸 

 优点和益处 

 ▪  采用领先生产商常规台盆的可靠检验方法，根据安装规定
安装 

 ▪  超过6000次检验的龙头台盆组合建议可在线用于设计规
划—持续更新中 

 ▪  台盆和龙头相得益彰的安全效果—没有令人厌烦的溅水 

 更多信息请来参与我们的“ComfortZone舒适空间测试”专业
咨询或浏览www.pro.hansgrohe.com.cn/select 

 FU
NCTION APPROVED  

Hansgrohe
Test Center

Which Hansgrohe mixer suits which basin?



 采用最新技术的灵活连接软管可以
防止水造成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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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设置的热水限制装置防止了选
择过高温度，因而有效防止了烫
伤危险 

 噪音等级I，因此特别适于别墅、酒
店和办公室 

 高档和无噪音的陶瓷阀芯 

 通过AirPower空气注入技术技术实现
舒适的出水 

 通过经过专利认证的带楔形控
制杆的Boltic手柄固定技术实
现把手的永不松动 

 通过QuickClean快速清洁技术实
现特别简便的龙头清洁 

 依靠EcoSmart智能节水技术技术实
现节水节能 

 通过线性混合曲线、大尺寸的混合范
围和便于操作的手柄实现简单而安全
的温度调节 

 汉斯格雅的创新龙头技术 

 为您和您的客户提供更多的技术和舒适感 

 优点和益处 

 ▪  EcoSmart智能节水技术将流量限制在5升/分钟—节水节能 

 ▪  QuickClean快速清洁技术实现了方便的清洁和龙头的持久
耐用性 

 ▪  AirPower空气注入技术实现了特别充沛、柔顺的出水效果 

 ▪  符合德国饮用水条例2013 

 ▪  不同的设计和风格—适于各种品味的龙头 

 ▪  5年生产商质保 

 更多信息请浏览www.pro.hansgroh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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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ckClean快速清洁技术：快速去除水垢 

 AirPower空气注入技术：实现全方位水体验 

 含钙质的水，污渍，清洁剂：
龙头和花洒必须拥有耐久性。通过

QuickClean快速清洁技术可以通过手动旋
转便使残留物消失。因为汉斯格雅为其龙

头的水波器配备了灵活的硅胶芯。这样便

可以轻松地用手指清除污渍和水垢。另外

的优点：无水垢、经过护理的产品功能更

持久，使用寿命更长。 

 因为空气是取之不尽的，可水资源
则不是，因此，汉斯格雅发明了革命性的

产品：AirPower空气注入技术。这意味着
空气可以通过出水嘴被吸入。它将流入的

水与空气进行混合。通过这种空气注入方

式，水流将变得更饱满、轻质和柔顺。 

QuickClean快速清洁： 弹性硅胶芯让清洁更加方便。 

 优点和益处 

 ▪  更饱满、轻盈和柔顺的水滴 

 ▪  舒适的水流 

 ▪  喷溅概率低 

 ▪  高效率实现了低水耗 

 优点和益处 

 ▪  快速而方便的清洁 

 ▪  经久耐用，功能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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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Smart智能节水技术:节水节能 

 依靠EcoSmar t智能节水技术，所
有汉斯格雅台盆龙头的耗水量从通常的

13升/分钟见到了5升/分钟。这样也能节
能，因为无需加热那么多热水。节水通过

空气注入和内置EcoSmart智能节水智能节
水系统实现。该性能获得了欧洲品质印章

WELL – Water Effi  ciency Label。我们的
台盆龙龙头达丽丝、福柯斯、梦迪诗在家

居范围产品中均获得了最高评分A。除了
项目领域外，节水节能这一主题在私家用

户领域同样越来有被重视。人们所重视的

不仅是节约，还有环保。 

 

 EcoSmart
智能节水技术 

 采用EcoSmart智能节水台盆龙头每年
所能达到的节约效果计算*： 

 水约61,880升 
 二氧化碳约413千克 
 节水节能费用约511欧元 

*   对比耗水量为13升/分钟的台盆龙头。
德国2013年一个四口之家的平均值。 

 所有获得WELL认证的产品在手册中均进行了特别标示 

l/min

5.0

 优点和益处 

 ▪  耗水量仅为5升/分钟 

 ▪  通过精密O型环实现在不同水压下水流稳定 

 ▪  通过空气注入实现饱满、充沛的水流 

 ▪  节能并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  低水耗和低能耗 

 ▪  WELL品质印章是项目业务方面的认证基础 

 究竟可以节省多少水，可以使用节水节能计
算器算出： www.pro.hansgrohe.com.cn/
savings-calculator 



Cool
Start

Hot

C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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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流量：最低流量的龙头 

 冷启动：自动节能 

 标准龙头手柄只要一到达中间位置
热水器会被立即点着，而冷启动型龙头则

只有冷水流出。管道系统不用充填没必要

的热水。只有当手柄向左移动时，热水才

会混合流出。这样既节能又减少了二氧化

碳排放。起到了保护环境的目的，又节约

了成本。 

 特别在项目业务上，节水和节能

是楼宇认证的重要指标，例如 L E E D或
BREEAM认证。为此，汉斯格雅研发了能
够将龙头流量降到最低的专用阀芯。这种

���阀芯具有较小的开放角度以及特殊的水
波器器。效果：水流量仅为3.5升/分钟。 

冷启动： 只有在真正需要时热水才会流出。 
梦迪诗110 达丽丝80

福柯斯70
福柯斯100

l/min

3.5

 以下龙头采用了冷启动技术： 

 优点和益处 

 ▪  既节水又节能 

 ▪  特别在项目业务上是认证的优势 

 ▪  虽然流量低但温度设定还是非常准确 

 优点和益处 

 ▪  在初始位置只有冷水流出，无需点燃热水器或启动循环泵 

 ▪  节水节能效果非常好，为您节约成本 

 ▪  特殊的操作人体工学（热水手柄只能向左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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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进行销售咨询时可以按以下方式介绍： 
 产品系列中越靠前，舒适区性能越高。产品是向右排序的。 

 出
水
嘴
高
度

 

 有关PuraVida普拉维达恒温龙头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第88页以后。 

 有关Metris梦迪诗浴室龙头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第94页以后。 

 有关Metris梦迪诗经典梦迪诗经典浴室龙
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106页以后。 

 汉斯格雅浴缸龙头 

 浴室龙头系列一览 

PuraVida®普拉维达 Metris®梦迪诗 Metris®梦迪诗经典

梦迪诗100 梦迪诗经典100普拉维达100

普拉维达110

梦迪诗200普拉维达200

梦迪诗230

梦迪诗经典250

梦迪诗110

梦迪诗S

梦迪诗S

梦迪诗S

Metris®梦迪诗S

普拉维达240 梦迪诗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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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系列 

 有关Talis达丽丝浴室龙头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第98页以后。 

 有关Focus福柯斯浴室龙头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第102页以后。 

 有关Talis梦迪诗经典达丽丝经典浴室龙头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108页以后。 

达丽丝经典230

Talis®达丽丝Metris®梦迪诗经典 Talis®达丽丝经典

福柯斯70达丽丝80 达丽丝经典80达丽丝80 达丽丝S 达丽丝经典自然型90

达丽丝150

达丽丝210 达丽丝S

达丽丝250

福柯斯100

福柯斯190

福柯斯240

Talis®达丽丝S Focus®福柯斯



PuraVida®普拉维达 Metris®梦迪诗 Talis®达丽丝 Focus®福柯斯

 面盆 

 单冷龙头 

# 15132, -000, -400 # 31166, -000 # 32130, -000 # 31130, -000

 单把手面盆龙头  用于洗手盆 

# 15075, -000, -400 # 31088, -000

 带提拉落水 

# 15074, -000, -400 # 31080, -000 # 32040, -000 # 31730, -000

 带按压落水 

# 15070, -000, -400 # 31604, -000

 不带落水 

# 31084, -000 # 32041, -000 # 31733, -000

 适于开放式热水器 

# 31074, -000 # 31132, -000

 较高的款式 

# 15081, -000, -400 # 31183, -000 # 32052, -000 # 31607, -000

 单把手面盆龙头带旋转
出水嘴 

 带提拉落水 

# 31087, -000 # 32084, -000 # 31609, -000

 带按压落水 

# 31187, -000 # 32082, -000

 不带落水 

# 31081, -000 # 31519, -000

 单把手碗盆龙头  带落水套件 

# 15072, -000, -400 # 31082, -000 # 31608, -000

 3孔台盆龙头 

# 15073, -000, -400 # 31083, -000 # 3231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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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斯格雅浴缸龙头 

 浴室龙头一览 



PuraVida®普拉维达 Metris®梦迪诗 Talis®达丽丝 Focus®福柯斯

 面盆 

 单把手面盆龙头  墙装带165mm出水嘴 

# 15084, -000, -400 # 31085, -000 # 31618, -000

 墙装带225mm出水嘴 

# 15085, -000, -400 # 31086, -000 # 31611, -000

 电子感应龙头 

# 15170, -000, -400 # 31100, -000 # 32110, -000 # 31171, -000

 净身盆 

 单把手净身盆龙头 

# 15270, -000, -400 # 31280, -000 # 32240, -000 # 31920, -000

 浴缸 

 单把手浴缸龙头  明装 

# 15472, -000, -400 # 31480, -000 # 32440, -000 # 31940, -000

 暗装 

# 15445, -000, -400
# 15447, -000, -400

# 31487, -000
# 31493, -000

# 32475, -000
# 32477, -000

# 31945, -000
# 31946, -000

 落地式 

# 15473, -000, -400

 3孔缸边龙头 

# 15448, -000, -400

 3孔缸边单把手龙头 

# 15432, -000, -400 # 31190, -000

 4孔缸边龙头 

# 15446, -000, -400 # 34420, -000

 浴缸出水嘴 

# 15412, -000, -400 # 31494, -000 # 13414, -000 # 13414, -000

 淋浴房 

 单把手淋浴龙头  明装 

# 15672, -000, -400 # 31680, -000 # 32640, -000 # 31960, -000

 暗装 

# 15665, -000, -400 # 31685, -000 # 32675, -000 # 3196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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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该汉斯格雅产品范围节选，您
的客户始终可以找到符合任何用途的合适

解决方案。汉斯格雅核心产品的可用安装

方式。 



 

 感性：   DualFinish双色表面工艺加工出的
表面以无与伦比的协调感让白色和铬色融

合在了一起。 

 和谐：   各种细节完美组合形成了优雅画
面。头顶花洒的外形根据人的肩宽设计，

符合人体工学。 

 迷人：   普拉维达龙头外观特别优美，能
够完美地与浴室融为一体，例如通过与白

色陶瓷搭配。 

PuraVida®

PuraVida®普拉维达

 纯净与清新的感官升华 

 优点和益处 

 ▪  全套产品搭配出的浴室设计给人浑然一体的感觉 

 ▪  龙头体和出水器的和谐组合成了雕塑般的外观 

 ▪  扁平的柱状把手搭配摇杆陶瓷阀芯 

 ▪  细致的外形曲线彰显了品质做工 

 ▪  透明水流出水和可调角度嵌入式水波器 

 ▪  DualFinish双色表面工艺在铬色和白色之间打造出明显精确
的分界 

 ▪  耐刮的烤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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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维达240
 单把手碗盆龙头带按压落水 
 软管长度  900 mm 
# 15072, -000, -400
 软管长度  600 mm
# 15066, -000, -400 

普拉维达100
 洗手盆用单冷龙头 
# 15132, -000, -400 

普拉维达
 带温度调节功能的感应面
盆龙头 
 电池式 
# 15170, -000, -400
 交流电源230 V 
# 15172, -000, -400 

普拉维达
 无温度调节功能的感应面
盆龙头 
 电池式 
# 15171, -000, -400
 交流电源230 V 
# 15173, -000, -400

普拉维达
 墙装单把手面盆龙头 
165 mm # 15084, -000, -400
 暗装基础套件 
# 13622180

普拉维达
 单把手净身盆龙头带提拉
落水 
# 15270, -000, -400

普拉维达
 墙装单把手面盆龙头 
225 mm # 15085, -000, -400
 暗装基础套件 
# 13622180

普拉维达100
 带固定出水器的3孔台盆龙头 
# 15073, -000, -400 

普拉维达200
 单把手碗盆龙头带按压落水 
# 15081, -000, -400 

普拉维达110
 单把手碗盆龙头带按压落水 
# 15070, -000, -400
 带提拉落水 
# 15074, -000, -400 

普拉维达100
 单把手洗手盆龙头带按压落水 
# 15075, -000, -400 

 台盆/净身盆 

 所有产品图示均为白色/铬色（-400）表面。 

 有关普拉维达厨房龙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124页以后。 

 ▪  台盆周围更多的自由空
间带来更高的舒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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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维达
 3孔缸边龙头 
# 15448, -000, -400
 暗装基础套件 
# 13233180

普拉维达
 单手柄抬启式浴缸龙头、独
立式，采用普拉达120单速棒
式手持花洒 
# 15473, -000, -400
 暗装基础套件 
# 10452180

普拉维达
 明装单把手浴缸龙头 
# 15472, -000, -400

普拉维达
 明装浴缸出水嘴 
# 15412, -000, -400

普拉维达
 暗装单把手浴缸龙头 
# 15445, -000, -400
 带安全组合 
# 15447, -000, -400

普拉维达
 3孔缸边单把手龙头 
# 15432, -000, -400
 暗装基础套件 
# 13437180

普拉维达
 4孔缸边龙头 
# 15446, -000, -400
 暗装基础套件 
# 13444180

普拉维达
 2孔缸边恒温龙头 
# 15474, -000, -400
 暗装基础套件 
# 13550180

 浴缸 

 ▪  因为是预装型基础套装，
所以无需打破瓷砖 

 ▪  Secufl ex保护盒用于保护浴
缸下方的花洒软管 

 ▪  花洒软管有自锁装置，在
淋浴时无需费力拉扯 

 ▪  系统完全密封有效防止渗
漏，日常维护异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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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浴房 

普拉维达
 明装单把手淋浴龙头 
# 15672, -000, -400

普拉维达
 暗装单把手淋浴龙头 
# 15665, -000, -400

 开关 
 适用于普拉维达系列 
# 15978, -000, -400

普拉维达
 暗装恒温龙头 
# 15770, -000, -400
 大流量暗装恒温龙头 
# 15772, -000, -400

普拉维达iControl®

 3路开关分水器 
# 15777, -000, -400

普拉维达
 单功能暗装恒温龙头 
# 15775, -000, -400

Trio®/Quattro®

 适用于普拉维达系列的开关/
分水器 
# 15937, -000, -400

普拉维达
 双功能暗装恒温龙头 
# 15771, -000, -400

 暗装单把手龙头或恒温龙头
的基础套件 
易宝万能阀芯 # 01800180

 面板大小 普拉维达：155 mm x 15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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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洒 

 附件 

普拉维达400
 头顶花洒 
 包括390毫米花洒臂 
智能节水版 # 26602, -000, -400
 配有100毫米天花板接管 
# 26603, -000, -400  (无图) 

普拉维达150 3速 
 手持花洒 
智能节水版 # 28567, -000, -400 
 (无图)  

普拉维达120单速 
 棒式手持花洒 
智能节水版 # 28568, -000, -400 
 (无图) 

普拉维达/尤尼卡 套装 
0.90 m # 27853, -000, -400

普拉维达120单速 
 旅行装花洒 
# 28564, -400

普拉维达100
 体位花洒 
# 28430, -000, -400

波特S
 花洒架 
# 28331, -000

普拉维达Fixfit® 
 带球形接头和单向阀的软管接头 
# 27414, -000

 ▪  外形根据肩宽设计，符合人体工学 
 ▪  长花洒臂确保了高活动自由度 
 ▪  DualFinish双色表面技术呈现出优雅
外观 

 ▪  全新造型 
 ▪  防烫伤双壳结构 
 ▪  通过按钮切换喷淋模式 
 ▪  卫生、内置的导水装置 

 EcoSmart智能节水技术，0.3 MPa压力下流量为9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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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维达
 卷纸架 
# 41508, -000

普拉维达
 备用卷纸架 
# 41518, -000

普拉维达
 马桶刷，带陶瓷托架 
# 41505, -000

普拉维达
 双杆毛巾架 
# 41512, -000

普拉维达
 浴巾架600毫米 
# 41506, -000

普拉维达
 皂碟 
# 41502, -000

普拉维达
 扶手300毫米 
# 41513, -000

普拉维达
 刷牙杯 
# 41504, -000

普拉维达
 皂液器 
# 41503, -000

 配件 

普拉维达
 挂钩 
# 41501, -000



 现代：   梦迪诗龙头采用低调设计，赋予了个性化舒适空间更多
的自由。 

 美观：   扁平的手柄和出水嘴赋予了龙头豪华的外观。 

Metris®梦迪诗

Metris®梦迪诗

 设计满足任意高度的需求 

 优点和益处 

 ▪  大器的表面，针对高档的浴室设计 

 ▪  扁平手柄开放的弧度曲线反应了操作的简便性 

 ▪  圆柱形的龙头本体和精致的边棱均凸显了产品的高档价值 

 ▪  5种不同的台盆龙头高度创造了个性化的自由空间 

 ▪  通过EcoSmart智能节水技术将水量自动限制在5升/分钟的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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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is®梦迪诗260
 单把手面盆龙头带提拉落水  # 31082, -000
 不带落水  # 31184, -000 

Metris®梦迪诗100
 单把手面盆龙头带提拉落水  # 31088, -000
 不带落水  # 31186, -000

Metris®梦迪诗100
 带固定出水嘴的3孔面盆龙头  # 31083, -000

Metris®梦迪诗
 墙装单把手面盆龙头 
225 mm # 31086, -000
165 mm # 31085, -000  (无图) 
 暗装基础套件 
# 13622180

Metris®梦迪诗
 单把手净身盆龙头带提拉落水 
# 31280, -000

Metris®梦迪诗230
 单把手面盆龙头带旋转出水嘴120°和提拉落水  
# 31087, -000 
 带按压落水套件  # 31187, -000 
 不带落水  # 31081, -000 

Metris®梦迪诗200
 单把手面盆龙头带提拉落水  # 31183, -000
 不带落水  # 31185, -000

Metris®梦迪诗110
 单把手面盆龙头带提拉落水  # 31080, -000
 不带落水  # 31084, -000 
 不带落水，低流量  # 31203, -000
 适于开放式热水器  # 31074, -000 
 适于开放式热水器，低流量  # 31204, -000
冷启动型冷启动 # 31121, -000  (无图) 

 台盆/净身盆 

Metris®梦迪诗
 洗手盆用单冷龙头 
# 31166, -000

 有关梦迪诗厨房龙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126页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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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is®梦迪诗
 明装单把手浴缸龙头 
# 31480, -000

Metris®梦迪诗
 暗装单把手浴缸龙头 
# 31493, -000 
 带安全组合 
# 31487, -000

Metris®梦迪诗
 明装浴缸出水嘴 
# 31494, -000 

Metris®梦迪诗
 3孔缸边单把手龙头 
# 31190, -000 
 暗装基础套件 
# 13437180

Metris®梦迪诗
 4孔缸边龙头 
# 31442, -000 
 暗装基础套件 
# 13444180

Metris®梦迪诗
 明装单把手淋浴龙头 
# 31680, -000

Metris®梦迪诗 
 暗装单把手淋浴龙头 
# 31685, -000

Metris®梦迪诗 
 单功能暗装恒温龙头 
# 31572, -000  (无图) 
 双功能 
# 31573, -000

Metris®梦迪诗 
 暗装恒温龙头 
# 31570, -000
 大流量暗装恒温龙头 
# 31571, -000  (无图) 

iControl® S
 3路开关分水器 
# 15955, -000

Metris®梦迪诗 

 浴缸 

 淋浴房 

Metris®梦迪诗S

 面盆 

Metris®梦迪诗S
 单把手面盆龙头带提拉落水  # 31022, -000
 不带落水  # 31023, -000 

Metris®梦迪诗S
 单把手面盆龙头带旋转出水嘴120°和
提拉落水  # 31159, -000 
 带按压落水套件  # 31161, -000

Metris®梦迪诗S
 单把手面盆龙头带提拉落水  # 31060, -000
 不带落水  # 31068, -000
低流量 # 31063, -000

 ▪  因为是预装型基础套装，所以无需打破瓷砖 
 ▪  Secufl ex 保护盒用于保护浴缸下方的花洒软管 
 ▪  花洒软管有自锁装置，在淋浴时无需费力拉
扯 

 ▪  系统完全密封有效防止渗漏，日常维护异常
方便 



 ▪  梦迪诗S龙头的设计采用鲜明、精确的
曲线弧度 

 ▪  符合人体工学的销柄凸显了精致的造
型语言 

 ▪  丰富的产品范围适于各种用途 
 ▪  也是项目业务的理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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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is®梦迪诗S
 带温度调节功能的感应面盆龙头 
 电池式  # 31100, -000
 交流电源230 V  # 31102, -000
 无电池式的温度调节装置  
# 31101, -000  (无图) 
 交流电源230 V  # 31103, -000  (无图) 

Metris®梦迪诗S
 单把手净身盆龙头带提拉落水  # 31261, -000

Metris®梦迪诗S
 墙装单把手面盆龙头 
165 mm # 31162, -000  (无图) 
225 mm # 31163, -000
 暗装基础套件 
# 13622180

Metris®梦迪诗S
 明装单把手浴缸龙头 
# 31460, -000 

Metris®梦迪诗S
 暗装单把手浴缸龙头 
# 31465, -000
 带安全组合 
# 31466, -000 

Metris®梦迪诗S
 明装浴缸出水嘴 
# 14420, -000 

Metris®梦迪诗S
 4孔缸边龙头 
170 mm # 31446, -000
220 mm # 31447, -000
 暗装基础套件 
# 13444180

Metris®梦迪诗S
 明装单把手淋浴龙头 
# 31660, -000

Metris®梦迪诗S
 暗装单把手淋浴龙头 
# 31665, -000

Metris®梦迪诗S

 台盆/净身盆 

 浴缸 

 淋浴房 

 面板直径 梦迪诗 和 梦迪诗S：150 mm.  合适的阀门请参阅第66页。 

 暗装单把手龙头或恒温龙头的
基础套件 
易宝万能阀芯 # 01800180
 适合Metris和Metris S暗装产品 



 明确：   细长、风格独特并且配有特有的销柄—达丽丝以其功能
化的纯粹感为浴室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设计感。 

 方便：   该可旋转的出水嘴( )能够造就弧形水淋—从而增大个性
化的舒适空间。 

Talis®达丽丝

Talis®达丽丝

 尊贵大器的浴室 

 优点和益处 

 ▪  圆柱形的倾斜底部套件彰显了鲜明和动感的特点 

 ▪  丰富的产品范围为各种愿望和需求提供了解决方案 

 ▪  独特的柱状手柄实现了简便的操作 

 ▪  使用的旋转出水嘴：弧形的水流为洗发、为高尺寸容器装
水或刷牙带来了更多的舒适感 

 ▪  通过EcoSmart智能节水技术将水量自动限制在5升/分钟的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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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is®达丽丝250
 单把手面盆龙头带60°旋转
出水嘴带按压落水 
# 32055, -000

Talis®达丽丝210
 单把手面盆龙头带旋转出水嘴120°和
按压落水  # 32082, -000
 带提拉落水  
# 32084, -000
 固定出水嘴  # 32080, -000

Talis®达丽丝150
 单把手面盆龙头带翻转出水嘴和提
拉落水 
# 32052, -000

Talis®达丽丝80
 单把手面盆龙头带翻转出水嘴和提
拉落水 
# 32053, -000

Talis®达丽丝80
 洗手盆用单冷龙头 
# 32130, -000
# 13132, -000  (无图) 

Talis®达丽丝200
 双把手面龙头带120°旋转出水嘴 
# 32030, -000

Talis®达丽丝230
 3孔台盆龙头 
# 32310, -000 

Talis®达丽丝
 墙装单把手面盆龙头 
# 32047, -000

Talis®达丽丝80
 单把手面盆龙头带提拉落水  
# 32040, -000
 不带落水  # 32041, -000
 采用拉杆提拉落水套装，低流量  
# 32046, -000
 不带落水，低流量  
# 32146, -000 
 适于开放式热水器  
# 32042, -000
冷启动型 # 32057, -000  (无图) 

 台盆/净身盆 

 有关达丽丝厨房龙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128页。 

 ▪  设计经典款 
 ▪  旋转螺栓确保了更大的利
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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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is®达丽丝
 无温度调节功能的
感应面盆龙头 
 电池式 
# 32111, -000
 交流电源230 V 
# 32113, -000

Talis®达丽丝
 带温度调节功能的
感应面盆龙头 
 电池式 
# 32110, -000
 交流电源230 V 
# 32112, -000

 浴缸 

 淋浴房 

Talis®达丽丝
 单把手净身盆龙头 
# 32240, -000

 台盆/净身盆 

Talis®达丽丝
 墙装单把手面盆龙头 
165 mm # 31618, -000 
低流量 # 31620, -000 
225 mm # 31611, -000  (无图) 
 暗装基础套件 
# 13622180

Talis®达丽丝
 明装单把手浴缸龙头 
# 32440, -000 

Talis®达丽丝
 暗装单把手浴缸龙头 
# 32475, -000
 带安全组合 
# 32477, -000

Talis®达丽丝
 明装浴缸出水嘴 
# 13414, -000 

Talis®达丽丝
 明装单把手淋浴龙头 
# 32640, -000

Talis®达丽丝
 暗装单把手淋浴龙头 
# 32675, -000

 面板直径 达丽丝 和 达丽丝S：150 mm.  合适的阀门请参阅第66页。 

 暗装单把手龙头或恒温龙头
的基础套件 
易宝万能阀芯 # 0180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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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is®达丽丝S
 单把手面盆龙头带360°旋转
出水嘴带提拉落水 
# 32070, -000
 120°旋转出水嘴带提拉落水套装 
# 32073, -000

Talis®达丽丝S
 单把手面盆龙头带提拉落水 
# 32020, -000 
 不带落水  # 32031, -000
 带提拉落水，适合开放式热水器 
# 32032, -000
 

 浴缸  淋浴房 

Talis®达丽丝
 暗装单把手淋浴龙头 
# 32675, -000

Talis®达丽丝S

 台盆/净身盆 

Talis®达丽丝S
 明装单把手浴缸龙头 
# 32420, -000 

Talis®达丽丝
 暗装单把手浴缸龙头 
# 32475, -000
 带安全组合 
# 32477, -000

Talis®达丽丝S
 明装单把手淋浴龙头 
# 32620, -000 

Talis®达丽丝S
 单把手净身盆龙头 
# 32220, -000 

 用于残障人士的达丽丝关爱型产品参阅第110页以后。 

 ▪  达丽丝S龙头是一款采用简约设计的浴
室经典产品 

 ▪  纤细而朴实无华的设计 

 ▪  独特的柱状手柄实现了简便的操作  ▪  注重外形和价格 



 方便：   柔顺的圆度和符合人体工学的手柄带来了方便的操作。  活力十足：   福柯斯龙头以其圆柱形、动感倾斜的龙头体将优雅
和价值带入了浴室。 

Focus®福柯斯

Focus®福柯斯

 出色的质量、
舒适度和价格 

 优点和益处 

 ▪  和谐的设计搭配鲜明、扁平的造型语言 

 ▪  动感的轮廓和柔顺的圆度凸显了产品的质量 

 ▪  符合人体工学的手柄实现了简便的操作 

 ▪  高舒适度搭配诱人的价格 

 ▪  通过EcoSmart智能节水技术将水量自动限制在5升/分钟的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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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福柯斯240
 单把手面盆龙头带旋转出水嘴120°和提
拉落水  
# 31609, -000
 不带落水  # 31519, -000

Focus®福柯斯190
 单把手面盆龙头带提拉落水  # 31608, -000
 不带落水  # 31518, -000

Focus®福柯斯100
 单把手面盆龙头带提拉落水  # 31607, -000
 不带落水  # 31517, -000 
 采用拉杆提拉落水套装，低流量  
# 31603, -000 
 不带落水，低流量  # 31513, -000
冷启动型 # 31621, -000  (无图) 

Focus®福柯斯70
 单把手面盆龙头带提拉落水  # 31730, -000
 不带落水  # 31733, -000 
 采用拉杆提拉落水套装，低流量  
# 31951, -000 
 不带落水，低流量  # 31952, -000 
 适于开放式热水器  # 31132, -000
 带按压落水套件  # 31604, -000
 单冷龙头  # 31130, -000  (无图) 
冷启动型 # 31539, -000  (无图) 

Focus®福柯斯
 无温度调节功能的
感应面盆龙头 
 电池式  # 31172, -000
 交流电源230 V  # 31174, -000

Focus®福柯斯
 带温度调节功能的
感应面盆龙头 
 电池式  # 31171, -000
 交流电源230 V  # 31173, -000

Focus®福柯斯
 单把手净身盆龙头带提拉落水  # 31920, -000
 带按压落水套件  # 31922, -000
 

 ▪  因为免触摸，所以卫生 
 ▪  特别适于公众场所建筑物 

 台盆/净身盆 

 有关福柯斯厨房龙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129页。 



104 Hansgrohe  浴室龙头  – Focus®福柯斯   

 淋浴房 

Focus®福柯斯
 明装单把手浴缸龙头 
# 31940, -000 

Focus®福柯斯
 暗装单把手浴缸龙头 
# 31945, -000

Focus®福柯斯
 明装浴缸出水嘴 
# 13414, -000
 

Focus®福柯斯
 明装单把手淋浴龙头 
# 31960, -000

Focus®福柯斯
 暗装单把手淋浴龙头 
# 31965, -000

 浴缸 

    墙罩直径 福柯斯：150 mm.  用于残障人士的福柯斯关爱型产品参阅第110页以后。 

 暗装单把手龙头或恒温龙头
的基础套件 
易宝万能阀芯 # 01800180



 风格一览 

PuraVida®普拉维达110

Metris®梦迪诗110 Talis®达丽丝80 Focus®福柯斯70

Metris®梦迪诗 
经典100

Talis®达丽丝 
经典80

前卫

现代

经典

 简约设计的龙头—全面的舒适感 

 ▪  3种设计款式和价格类别可供选择 

 ▪  不拘一格的设计 

 ▪  浴室彰显高贵 

 经典的造型—现代化的诠释 

 ▪  永远时尚的经典设计 

 ▪  圆形、弧形造型 

 ▪  符合人体工学的手感 

 优雅的龙头—确保浴室内更多感官化 

 ▪  获奖的外观和出色的材质 

 ▪  清新的形象 

 ▪  感官化的简约主义 



 美观：   龙头闪亮而平整的表面为每间浴室赋予了豪华的亮点。  经典：   优雅的造型语言以及弧形的手柄和出水嘴展现出了价值
和乐趣。 

Metris®梦迪诗经典

Metris®梦迪诗经典

 采用优雅设计的
现代经典款式 

 优点和益处 

 ▪  协调、简约的设计搭配经典的和谐感，毫无奢华感 

 ▪  几何基本造型搭配装饰造型线条，打造宜人的氛围 

 ▪  高档的铬色表面：耐用并且便于清洁 

 ▪  通过EcoSmart智能节水技术将水量自动限制在5升/分钟的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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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is®梦迪诗经典250
 单把手面盆龙头带提拉落水  
# 31078, -000

Metris®梦迪诗经典100
 单把手面盆龙头带提拉落水  
# 31075, -000
 不带落水  
# 31077, -000

Metris®梦迪诗经典
 墙装单把手面盆龙头 
225 mm # 31003, -000 
 暗装基础套件 
# 13622180

Metris®梦迪诗经典
 单把手净身盆龙头带提拉落水  
# 31275, -000 

Metris®梦迪诗经典
 明装单把手浴缸龙头 
# 31478, -000 

Metris®梦迪诗经典
 暗装单把手浴缸龙头 
# 31485, -000

Metris®梦迪诗经典
 明装浴缸出水嘴 
# 13413, -000 

Metris®梦迪诗经典100
 3孔面盆龙头带提拉落水 
# 31073, -000

 台盆/净身盆 

 浴缸 

Metris®梦迪诗经典
 明装单把手淋浴龙头 
# 31672, -000

Metris®梦迪诗经典
 暗装单把手淋浴龙头 
# 31676, -000

Fixfit®经典
 带单向阀的软管接头 
# 16884, -000

 淋浴房 

 暗装单把手龙头或恒温龙头
的基础套件 
易宝万能阀芯 # 01800180

 面板直径 梦迪诗经典：170 mm.  合适的阀门请参阅第66页。 



 自信：   几何衔接、高档的弧线、谦逊的线条将静谧同时又扣人
心弦的风格带入了浴室。 

 自然：   达丽丝经典龙头融合了原始的魅力和具有未来前瞻性的
节水技术。 

Talis®达丽丝经典

Talis®达丽丝经典

 经典优雅
的和谐 

 优点和益处 

 ▪  纤细的圆柱形基本造型和细长的几何形状散发出优雅的魅
力 

 ▪  宽大的基座和弯曲的出水器彰显了原始的魅力 

 ▪  具有经典优雅魅力的销柄代表着简单的操作 

 ▪  通过EcoSmart智能节水技术将水量自动限制在5升/分钟的
水平 



  Hansgrohe  浴室龙头  – Talis®达丽丝经典  109

Talis®达丽丝经典230
 单把手面盆龙头带提拉落水  
# 14116, -000

Talis®达丽丝经典80
 单把手面盆龙头带提拉落水  
# 14111, -000
 不带落水  
# 14118, -000

Talis®达丽丝经典自然型90
 单把手面盆龙头带提拉落水  
# 14127, -000

Talis®达丽丝经典
 单把手净身盆龙头带提拉
落水  
# 14120, -000 

Talis®达丽丝经典
 明装单把手浴缸龙头 
# 14140, -000

Talis®达丽丝经典
 暗装单把手浴缸龙头 
# 14145, -000

Talis®达丽丝经典
 明装浴缸出水嘴 
# 14148, -000

 台盆/净身盆 

Talis®达丽丝经典
 明装单把手淋浴龙头 
# 14161, -000

Talis®达丽丝经典
 暗装单把手淋浴龙头 
# 14165, -000

 浴缸 

 淋浴房 

 暗装单把手龙头或恒温龙头
的基础套件 
易宝万能阀芯 # 01800180

 面板直径 达丽丝经典：150 mm.  合适的阀门请参阅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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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稳定水温带来高安
全性 

 便于识别的文字成就了用户
友好性 

 长形的操作手柄、直观的操作、稳
定的温度、显眼的字样：达丽丝关爱型和

福柯斯关爱型龙头以及易斯达舒适关爱型

恒温龙头造就了浴室内更高水平的安全、

舒适和用户友好性。无需担忧的用水操作

为有小孩家庭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便利。成

熟的解决方案适于需要帮助的人使用，

例如老人、患者等对卫生有特别要求的场

所：例如养老院、医院，以及对安全舒适

度和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场所，如幼儿园、

酒店或几代人同住的寓所。 

Focus®福柯斯关爱型

 单把手面盆龙头 
Ecostat®易斯达舒适关爱型

 恒温龙头 

 超长、弯曲的手柄只需施加很小
的力便可进行操作 

 圆形造型确保了更多的
安全性 

 大号的标识和文字确保了
简便的使用 

 关爱型龙头 

 无障碍龙头带来更
多的舒适和安全 

 优点和益处 

 ▪  超长、扁平的手柄：符合人体工学的造型确保了可以用整
个手或手臂进行移动 

 ▪  方便舒适的操作 

 ▪  优选的黄铜本体和金属手柄确保了产品特别经久耐用 

 ▪  温度可预设，例如对于丧失温度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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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is®达丽丝关爱型

 面盆 

Talis®达丽丝关爱型
 单把手面盆龙头 
 明装 
# 32037, -000 

Talis®达丽丝关爱型150
 单把手面盆龙头 
# 32036, -000

Talis®达丽丝关爱型80
 单把手面盆龙头 
# 32035, -000

Talis®达丽丝关爱型
 明装单把手浴缸龙头 
# 32441, -000 

Ecostat®易斯达舒适关爱型
 明装恒温浴缸龙头 
# 13115, -000
 

Talis®达丽丝关爱型
 明装单把手淋浴龙头 
# 32641, -000

Ecostat®易斯达舒适关爱型
 明装恒温龙头 
# 13117, -000

 浴缸  淋浴房 

Focus®福柯斯关爱型

 面盆 

Focus®福柯斯关爱型100
 单把手面盆龙头 
# 31911, -000 

Focus®福柯斯关爱型
 明装单把手淋浴龙头 
# 31916, -000

Focus®福柯斯关爱型80
 单把手面盆龙头 
# 31910, -000 

Focus®福柯斯关爱型
 单把手面盆龙头 
 明装 
# 31913, -000 

 淋浴房 

 ▪  针对用户优化的手柄长
度121毫米 

 ▪  优选的黄铜本体 
 ▪  金属手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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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在真正需要水的时候才会开
启：免触摸的龙头配有红外线接近电子系

统，能够帮助在公共场所实现节水，并降

低水耗和节能。此外，免触摸技术还避免

了公共场所龙头传染疾病的危险。特别是

在护理和健康领域，卫生专家建议使用通

过传感器操控的水源。 

Focus®福柯斯

 电子感应面盆龙头 

 直流电池或交流电源 

 红外线传感器，能够自动根据安装
环境条件调节 

 可选用温度调节装置 

 可激活的清洁模式用于清洁台盆 

 流量被限制在5升/分钟 

 自动停水功能—最长能暂停60秒 

 电子感应面盆龙头 

 确保更高卫生和节水效果的感应技术 

 优点和益处 

 ▪  通过自动停水功能实现节水 

 ▪  包含直流电池式或交流电源款式 

 ▪  因为免触摸，所以特别卫生 

 ▪  是公共和商业场所的理想选择 

 ▪  经过WELL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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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感应面盆龙头 

PuraVida®普拉维达

普拉维达
 带温度调节功能的
感应面盆龙头 
 电池式 
# 15170, -000, -400
 交流电源230 V 
# 15172, -000, -400 

普拉维达
 无温度调节功能的
感应面盆龙头 
 电池式 
# 15171, -000, -400
 交流电源230 V 
# 15173, -000, -400
 

Metris®梦迪诗S
 带温度调节功能的
感应面盆龙头 
 电池式 
# 31100, -000
 交流电源230 V 
# 31102, -000

Metris®梦迪诗S
 无温度调节功能的
感应面盆龙头 
 电池式 
# 31101, -000
 交流电源230 V 
# 31103, -000 

Focus®福柯斯
 无温度调节功能的
感应面盆龙头 
 电池式 
# 31172, -000
 交流电源230 V 
# 31174, -000

Talis®达丽丝
 无温度调节功能的
感应面盆龙头 
 电池式 
# 32111, -000
 交流电源230 V 
# 32113, -000

Focus®福柯斯
 带温度调节功能的
感应面盆龙头 
 电池式 
# 31171, -000
 交流电源230 V 
# 31173, -000

Talis®达丽丝
 带温度调节功能的
感应面盆龙头 
 电池式 
# 32110, -000
 交流电源230 V 
# 32112, -000

Metris®梦迪诗S

Focus®福柯斯Talis®达丽丝



 皂液器 
 玻璃 
# 40514, -000

 皂液器 
 陶瓷 
# 41614, -000

 刷牙杯 
 玻璃 
# 40518, -000

 皂碟 
 玻璃 
# 40515, -000

 挂钩 
# 40511, -000

 卷纸架 
# 40523, -000

 卷纸架 
 无盖 
# 40526, -000

 备用卷纸架 
# 40517, -000

 马桶刷架 
 玻璃 
# 40522, -000

 毛巾架 
 双杆式 
# 40512, -000

Logis®罗格斯

Logis®罗格斯经典

 配件 

 浴巾架 
600 mm
# 40516, -000

 扶手杆 
300 mm
# 40513, -000

 刷牙杯 
 陶瓷 
# 41618, -000

 皂碟 
 陶瓷 
# 41615, -000

 挂钩 
# 41611, -000

 卷纸架 
# 41623, -000

 卷纸架 
 无盖 
# 41626, -000

 备用卷纸架 
# 41617, -000

 马桶刷架 
 陶瓷 
# 41632, -000

 毛巾架 
 双杆式 
# 41612, -000

 浴巾架 
600 mm
# 41616, -000

 把手 
300 mm
# 41613, -000



 风格一览 

Focus®福柯斯
 明装 

Focus®福柯斯
 暗装 

Talis®达丽丝 
经典 明装 

Talis®达丽丝 
经典 暗装 

Metris®梦迪诗 
经典 明装 

Metris®梦迪诗经
典 暗装 

Talis®达丽丝
 明装 

Talis®达丽丝
 暗装 

Metris®梦迪诗
 明装  

Metris®梦迪诗
 暗装  

PuraVida® 
普拉维达 明装  

PuraVida® 
普拉维达 暗装  

PuraVida® 
普拉维达110

Metris®梦迪诗110

Talis®达丽丝80

Focus®福柯斯70

Metris®梦迪诗 
经典100

Talis®达丽丝 
经典80

PuraVida® 
普拉维达150 

Raindance® 飞雨 
Select S 150

Croma®柯洛玛100

Crometta® 
柯洛梅达85

Raindance® 飞雨 
梦迪诗经典100

Croma®柯洛玛100 
经典

PuraVida® 
普拉维达400

Raindance® 飞雨Select E 300

Croma®柯洛玛160

Crometta® 
柯洛梅达85

Raindance® 飞雨 
梦迪诗经典240

前卫

现代

经典

 龙头  头顶花洒  手持花洒  淋浴房 



 卫 生 对 于 浴 室 中 的 舒 适 感 至
关重要。出于这个原因，汉斯格雅

研 发 了 各 种 创 新 型 排 水 系 统 。 这

样 可 以 将 废 水 快 速 而 简 便 地 排 放

掉。Exafill、Flexaplus、Raindrain和Flow-
s tar等多种款式安装方便，并且便于操

作。溢水调节或其它智能功能确保了长效

舒适感—包括在体验淋浴快感后。 

 排水系统 

Flowstar®： Flowstar提拉落水套装在外观上是台盆下洁净的解决方
案。 

按压式落水： 通过按压开关并因此方便地蓄水或排水。 

 汉斯格雅排水系统 

 设计得体，
功能齐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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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fi ll® S浴缸排水：   因为通过内置的瀑
布式出水嘴可以方便地对浴缸蓄水，所以

单独的浴缸出水嘴是多余的。Exafi ll S融
合了以下装置：浴缸出水嘴、排水装置和

溢水装置。关键是：安装非常方便—依靠

QuickClean快速清洁技术同样能实现出水
嘴的方便清洁。 

 Flexaplus® S浴缸排水：   再不会出现蓄水
过慢的浴缸。因为排水和溢水套装可以通

过溢水调节单元对浴缸内多余的水进行监

控。此外，浴缸内的水位可以升高达25毫
米，以确保更大程度的沐浴乐趣。 

 Raindrain® 90 XXL淋浴房：   特别适于具
有飞雨飞瀑或飞雨幻雨魔术师模式的大尺

寸花洒。确保了每个淋浴底盆排水的快速

和方便。最大排水能力达到51升/分钟，
完美的排水套件安装简便。 

 优点和益处 

 ▪  快速而简单的排水 

 ▪  包括装配在尺寸较大流量的花洒中也十分可靠 

 ▪  安装简单并且具有高操作简便性 

 ▪  溢水调节和其它智能功能 



118 Hansgrohe  排水系统    

 存水弯 

 淋浴底盆排水装置 

 Flowstar® S设计型存水弯 
# 52105, -000

 Flowstar®豪华型存水弯 
# 52100, -000
 套装：1个Flowstar，
2个角阀装饰套（无角阀） 
# 52110, -000  (无图) 
 套装：1个Flowstar，
2个角阀装饰套（包括角阀） 
# 52120, -000  (无图) 

 角阀E 
# 13902, -000

 角阀S 
# 13901, -000

 面盆落水 
按压式
# 50100, -000

 面盆落水 
 长流水型带装饰盖板 
# 50001, -000, -800

 提拉落水套装 
 带控制横杆 
# 94139, -000

Raindrain® 90 XXL
 基础套装  
51 l/min
# 60065180

Raindrain® 90 XXL
 明装组件 
# 60066, -000

Raindrain® 90 XXL
 全套 
51 l/min
# 60067, -000

Staro® ’90
 基础套装 
29 l/min
# 60054180

Staro® ’90
 明装组件 
# 60055, -000

Staro® ’90
 全套 
29 l/min
# 60056, -000

Starolift® ’52
 基础套装 
33 l/min
# 60052180

Starolift® ’52
 明装组件 
# 60053, -000

Staro® ’52
 全套 
33 l/min
# 60060, -000

 ▪  流量高达51升/分钟  ▪  简单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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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缸套装 

Exafill®

 用于标准浴缸的注水、
排水和溢水整体套装 
# 58123, -000

Exafill® S
 用于标准浴缸的注水、
排水和溢水基础套装 
# 58115180

Exafill® S
 用于特别浴缸的注水、
排水和溢水基础套装 
# 58116180

Exafill® S
 用于标准浴缸的注水、
排水和溢水整体套装 
# 58113, -000

Exafill®

 明装组件 
# 58127, -000

Exafill® S
 明装组件  
# 58117, -000

Exafill®

 用于标准浴缸的注水、
排水和溢水基础套装 
# 58125180

Exafill®

 用于特别浴缸的注水、
排水和溢水基础套装 
# 58126180

Flexaplus®

 排水和溢水基础套装配有用
于标准浴缸的溢水软管 
# 58140180

Flexaplus®

 排水和溢水基础套装配有用
于特殊浴缸的溢水软管 
# 58141180

Flexaplus®

 排水和溢水全套套装配有用
于标准浴缸的溢水软管 
# 58143, -000

Flexaplus® S
 排水和溢水全套套装配有用
于标准浴缸的溢水软管 
# 58150, -000

Flexaplus® S
 明装组件 
# 58186, -000

Flexaplus®

 明装组件 
# 58185, -000

 ▪  带弹簧的排水塞可以有
效防止受伤 

 ▪  自清洁式存水弯 

 ▪  可根据浴缸造型灵活
调节 



融合了关键技术、品质、功能和设计的龙头：
PuraVida®普拉维达 | Metris®梦迪诗 | Talis®达丽丝 | Focus®福柯斯

 
厨房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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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人而言，烹饪是一种可以

放松精神的行为。汉斯格雅厨房龙头以其

现代、实用的设计能够对这种发送休闲感

提供帮助。功能细节从可平躺放倒的龙头

到实用的拉出式喷头再到电控温度调节装

置。这样一来，通过智能操作使得烹饪成

为了享受。ComfortZone舒适空间能够实
现各种手动操作的简化：高出水嘴创造了

许多活动自由空间，并能确保对大尺寸锅

具和花瓶装水的方便。依靠大转动范围的

实用款式或带2种喷淋模式的拉出式喷头
使得清洗本身也成为乐趣。

更多信息请浏览www.pro.hansgrohe.com.cn/kitchen

ComfortZone舒适空间：龙头和水槽之间的空间越大，活动自由度越大。

ComfortZone舒适空间厨房

符合您客户 
品味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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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进行销售咨询时可以按以下方式介绍： 
 产品系列中越靠前，舒适区性能越高。产品是向右排序的。 

 出
水
嘴
高
度

 

Focus®福柯斯 Talis®达丽丝

Focus®福柯斯

Focus®福柯斯S

Focus®福柯斯E

Focus®福柯斯

Focus®福柯斯

Focus®福柯斯

Focus®福柯斯

Talis®达丽丝S

Talis®达丽丝S² 瓦丽娅

Talis®达丽丝S

Talis®达丽丝S² 瓦丽娅

Talis®达丽丝S² 瓦丽娅

 福柯斯厨房龙头请参阅第129页。  达丽丝厨房龙头请参阅第128页。 

 汉斯格雅厨房龙头 

 厨房龙头系列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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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系列 

Talis®达丽丝 Metris®梦迪诗 PuraVida®普拉维达

Metris®梦迪诗

Metris®梦迪诗

Metris®梦迪诗

PuraVida®普拉维达

PuraVida®普拉维达

 梦迪诗厨房龙头请参阅第126页。  普拉达厨房龙头请参阅第124页。 



普拉维达
 2孔单把手厨房龙头
120°转动出水器 
 （图例为不锈钢外观） 
# 15812, -000, -800

124 Hansgrohe  厨房龙头  – PuraVida®普拉维达   

 例如用于嵌入式 

 不锈钢双表面处理工艺
(DualFinish) 

 转动式龙头(120°) 

 把手可以灵活安装
在水槽上 

 PuraVida®普拉维达2孔单把手厨房龙头 

 让人体工学的理念尽情发挥 

 优点和益处 

 ▪  通过操作装置与底部套装之间的分离实现了令人心动的美
感 

 ▪  通过个性化的龙头和手柄放置实现了舒适感和人体工学效
果 

 ▪  高出水嘴确保了水嘴和水槽之间更多的自由空间 

 ▪  拉丝底部龙头本体与抛光出水嘴之间的DualFinish双表面处
理工艺无缝过渡 

 更多信息请浏览www.pro.hansgrohe.com.cn/kit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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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维达
 双孔电控厨房龙头
120°旋转出水嘴 
 （图例为不锈钢外观） 
# 15805, -000, -800

 温度 

 旋转  按压  1x – 冷水  2x – 混合水  3x – 热水 

 水量 

 按转 

 清洁工作 

 按住 

 温度快速选择 

 例如用于嵌入式 

 不锈钢双表面处理工艺
(DualFinish) 

 电子控制系统 

 可灵活安装的操作单元 

 PuraVida®普拉维达2孔电控厨房龙头 

 水槽旁的智能化功能 

 优点和益处 

 ▪  通过操作装置与底部套装之间的分离实现了令人心动的美
感 

 ▪  通过个性化的龙头和手柄放置实现了舒适感和人体工学效
果 

 ▪  高位转动出水器确保了出水器和水槽之间更多的自由空间 

 ▪  通过按钮和旋转实现简单的操作 

 ▪  通过LED发光环显示水温 

 ▪  拉丝底部龙头本体与抛光出水嘴之间的DualFinish双表面处
理工艺无缝过渡 

 更多信息请浏览www.pro.hansgrohe.com.cn/kitchen 

 转动式龙头(120°) 



 出水嘴旋转150°为厨房操作提供
绝对自由 

 MagFit磁力接头——可轻松吸
合喷头 

 符合人体工学的
扁平手柄带来了
更好的操作感 

 方形的龙头的基座造型与水槽
浑然一体 

126 Hansgrohe  厨房龙头  – Metris®梦迪诗   

 拉出式喷头（最长可拔出50厘米）具有两
种喷淋模式（普通喷淋/花洒喷淋） 

 轻触按键，即可切换普通出水到花洒出水 

 梦迪诗单把手厨房龙头 

 手感和设计上堪称完美 

 优点和益处 

 ▪  满足各种需要的3龙头类型：带拉出式喷头、拉出式出水
嘴或旋转出水嘴 

 ▪  符合人工工学的拉出式喷头提高了操作舒适度 

 ▪  便于操作、符合人体工学的弧形手柄特别适于所有年龄层 

 ▪  方形的龙头的基座造型与水槽浑然一体 

 ▪  也包括适于窗前安装的平躺放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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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is®梦迪诗
 带拉出式喷头的单把手厨
房龙头，双喷淋模式，
110°/150°转动出水嘴 
# 14820, -000, -800

Metris®梦迪诗
 单把手厨房龙头带
110°/150°/360°转动出水嘴 
# 14822, -000, -800
 用于窗前安装 
# 14823, -000

Metris®梦迪诗
 单把手厨房龙头带110°/150°
旋转出水嘴 
# 14821, -000, -800

Metris®梦迪诗

 ▪  垂直把手位置 
 ▪  带2种喷淋模式的拉出式喷头
（普通喷淋和花洒喷淋模式） 

 ▪  透明水流避免了溅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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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is®达丽丝S
 单把手厨房龙头带拉出式喷头，
双喷淋模式，150°旋转出水嘴 
# 32841, -000, -800
 适于开放式热水器 
# 32842, -000

Talis®达丽丝S² 瓦丽娅
 单把手厨房龙头带拉出式喷头，
双喷淋模式，150°旋转出水嘴，
可以安装在窗前 
# 14877, -000, -800

Talis®达丽丝S
 单把手厨房龙头
150°旋转出水嘴 
# 32851, -000, -800
 适于开放式热水器 
# 32852, -000
 带开关装置 
# 32855, -000  (无图) 

Talis®达丽丝S² 瓦丽娅
 单把手厨房龙头带拉出式出水嘴，
150°旋转出水嘴，
可以安装在窗前 
# 14872, -000, -800

Talis®达丽丝S² 瓦丽娅
 单把手厨房龙头110°/150°/360°
旋转出水嘴 
# 14870, -000, -800
 适于开放式热水器 
# 14873, -000
 带开关装置 
# 14875, -000  (无图) 

Talis®达丽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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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福柯斯E
 单把手厨房龙头360°旋转出水嘴 
# 31780, -000
 适于开放式热水器 
# 31784, -000

Focus®福柯斯
 单把手厨房龙头110°/150°/360°
旋转出水嘴 
# 31817, -000, -800

Focus®福柯斯
 单把手厨房龙头110°/150°/360°
旋转出水嘴 
# 31820, -000, -800
 适于开放式热水器 
# 31822, -000, -800
 带开关装置 
# 31823, -000  (无图) 

Focus®福柯斯S
 单把手厨房龙头360°旋转出水嘴 
# 31786, -000
 适于开放式热水器 
# 31785, -000
 带开关装置 
# 31783, -000  (无图) 

 厨房开关 
 适于汉斯格雅厨房龙头 
# 10823, -000, -800

Focus®福柯斯 
 单把手厨房龙头带拉出式喷头，
双喷淋模式，150°旋转出水嘴 
# 31815, -000, -800

Focus®福柯斯
 把手厨房龙头360°旋转出水嘴 
# 31806, -000, -800
 适于开放式热水器 
# 31804, -000
 带开关装置 
# 31803, -000  (无图) 

Focus®福柯斯
 把手墙装厨房龙头
180°旋转出水嘴 
# 31825, -000

Focus®福柯斯

 ▪  可3级设置的转动范围
(110°/150°/360°) 

 ▪  可变把手位置（右侧或左侧） 

 ▪  带2种喷淋模式的拉出式喷头
（普通喷淋和花洒喷淋模式） 

 ▪  MagFit磁性吸合花洒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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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厨房用具不仅应成为焦点，还
要具有耐久性。一个厨房龙头每天的使用

频率高达90次。这对于厨房内经常使用
的设备而言是关键。我们所制造的每个厨

房龙头均采用一流的材质，并为其装备技

术亮点。也就是说：从洗蔬菜的人到美食

家，从洗碗工到顶级厨师—汉斯格雅厨房

龙头能为每个人带来乐趣。因为无论是谁

旋开水龙头：其中都融汇了关键技术、品

质、功能和设计。这使得我们的厨房龙头

成为了水槽旁的全能帮手，能使最挑剔的

客户信服。 

 垂直手柄位置：   可以在龙头和
墙面之间留有很小空间的条件

下安装。而且，当手柄出于垂

直位置（儿童较难触及）时，

温水流出。当手柄处于水平位

置时，冷水流出。 

ComfortZone舒适空间： 特
别高的出水嘴能够提供许多自

由空间，是为容器装水的理想

选择。 

 拉出式喷头/出水嘴：   拉出式
喷头和拉出式出水嘴可以拓展

水槽旁的作业半径。 

 转动功能：   龙头既能提供有限
的转动范围（110°/120°/150°）
也能提供全面的活动自由度

（360°）。 

 符合人体工学设计的手柄：   长
形扁平的手柄可以放操作更加

方便。 

 带两种喷淋模式的拉出式喷
头：   拉出式喷头提供两种便于
相互切换的喷淋模式（普通喷

淋和花洒喷淋）。 

 MagFit磁性吸合接头：   依靠
MagFit功能，软管几乎可以毫
无声音地收回并重新固定在龙

头出水口中央。 

 汉斯格雅制造的品质：   采用高
档的材质并且满足国际标准的

要求，赋予了产品安全性和持

久耐用性。 

 汉斯格雅厨房技术 

 所有成就卓越厨
房用具的因素 

 Quality made by 

Hansgro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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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年质保：   汉斯格雅的品质值
得人信赖。汉斯格雅提供5年
的生产商质保。 

 厨房开关：  根据所有汉斯格雅
厨房龙头可选择相应的设计，

用于外部设备开关，例如洗

碗机。 

 QuickConnect用于拉出式喷
头软管：   依靠QuickConnect功
能可以特别简单地安装软管。 

 方便的安装：   灵活的接头简化
了龙头的安装。 

 PEX软管：   PEX软管具有很高
的耐温能力并且无臭无味。 

 Boltic手柄锁：   Boltic楔型把手
紧固结构能保证把手不松动并

确保稳定的操控性能。 

 陶瓷或操纵杆式阀芯：   由于特
别坚硬的塑料，摇杆阀芯、M1
和M2阀芯有助于确保龙头的
长期使用寿命。 

 窗前平躺放倒功能：   特别适于
窗前安装，只需在需要时将龙

头抬起或放倒即可。 

 QuickClean快速清洁技术：  
 水垢很难积留在弹性硅胶材质
的水波器上，如果存在的话，

可以用手指轻松地将其擦掉。 

 不锈钢外观PVD：   不锈钢外观
的表面采用PVD技术制成，特
别耐磨和耐刮。 

 可以选择手柄安装位置：   根据
各系喜好可以将手柄灵活地放

置在左侧或右侧。 

 出水嘴与操作单元的分离：   根
据各系喜好可以将手柄灵活地

放置在水槽周围。 

 年  
 质保 



用水创意 
自1901年起，汉斯格雅便始终保持领先时代一步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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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格雅及其子里查德和菲利浦，摄

于2013年
汉斯·格雅和他的儿子克劳斯，摄于1937
年

年轻的汉斯·格雅于1901年成立了第一
家公司

汉斯·格雅并不满足于现状，因为

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陈出新。早

在私人住宅浴室刚开始兴盛以及每日淋浴

还只是梦想的年代，他就已经研发了第

一批花洒头。因此确立了浴室行业的新

标准—并且早已超出了黑森林所在的范

围。如今，汉斯格雅在全球所有大洲37个

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和子公司，我们的品牌

已经成为了卫浴行业少有的全球型战略企

业。尽管如此，我们这家家族式企业的生

产基地依旧主要设立在德国希尔塔赫和奥

芬堡—以此代表汉斯格雅对“德国制造”

精神的的秉承。企业最重要的一个价值就

是社会责任。汉斯格雅集团在可持续性发

展、环境和气候保护方面处于行业先锋地

位之一。这反映在节水和节能产品、成熟

的循环再利用体系、环保型的加工技术和

全球环保项目、水资源可持续发展处理使

用。

汉斯格雅

对水的爱是我 
们家族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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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滴灌设备到可用按钮方便切换喷

淋模式：自1901年以来，源自黑森林的
汉斯格雅创意理念为全球的浴室带来了深

远的影响。汉斯格雅一研发和设计、设

计方案和解决方案推动了国际卫浴行业的

发展。有些甚至书写了卫浴乃至文化的历

史。这样的成功历史需要总是领先时代一

步。

1928 1968
Selecta®赛丽达

1974
Tribel®

1976
Mistral®

1986
Aktiva®阿克瓦

1987
Mistral® Eco

第一款采用节水

技术的花洒，全新

技术能够节水高达

50 %

第一款配有

QuickClean快速清
洁功能的手持花洒

第一款配有旋转按

摩喷淋模式的手持

花洒

第一款获得设计大

奖的彩色手持花

洒，可在三种喷淋

模式之间切换

Selecta赛丽达手持
花洒第一款可调节

出水模式的花洒并

采用玻璃外观

第一款带白色瓷器

手柄的手持花洒

汉斯格雅的花洒历史

花洒技术 
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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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Joco®幼格

1999
Aktiva®阿克瓦 

A8

2003
Raindance® 飞雨

2004
Raindance®  

飞雨空气式

2009
PuraVida® 

普拉维达

2011
Raindance®  

飞雨 Select

2012
Raindance®  

飞雨 Select

首款采用2种宽
幅出水模式的手

持花洒，可通过

Select按钮切换

首款采用

Select技术切换
出水模式的飞雨

手持花洒

采用白色/铬色
DualFinish双色表
面工艺的突破性

设计语言；通过

按钮可以方便地

切换喷淋模式

第一款采用

AirPower空气注
入技术的手持

花洒

第一款大尺寸手

持花洒同时带有

首创的漩动按摩

技术

第一款带有防烫

伤双壳结构和3
重防水垢功能的

手持花洒

第一款为儿童设

计的卡通设计手

持花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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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对于我们而言不是品味问题，
而是一种态度—甚至是一种热情。因此，

我们始终可以获得国际上的认可：汉斯格

雅集团所属汉斯格雅和雅生品牌在2013

年位于iF排行榜第11位，在卫浴行业首屈
一指。总过所获得的350多个奖项使我们
成为了卫浴行业获奖最多的企业。设计从

来不只局限于目的本身，而是对造型和功

能的平等表达。在寻找最智能化解决方案

时，我们能够打造出具有独特质量并能确

保长期体验乐趣的花洒和龙头产品。 

Focus®福柯斯S
 单把手面盆龙头 

Metris®梦迪诗S
 电子感应面盆龙头 

飞雨幻雨魔法师 
 头顶花洒 

飞雨皇家 350
 头顶花洒 

飞雨S 150 
 手持花洒 

飞雨
 手持花洒 

飞雨康奈特S 240
 淋浴管 

Talis®达丽丝S²
 单把手面盆龙头 

飞雨飞瀑240
 头顶花洒 

柯洛玛100多功能
 手持花洒 

Talis®达丽丝E²
 单把手面盆龙头 

飞雨
 手持花洒 

普拉维达240
 单把手面盆龙头 

柯洛梅达85绿色节水版
 手持花洒 

Talis®达丽丝经典
 单把手面盆龙头 

Ecostat®易斯达E
 恒温浴缸龙头 

飞雨S 150/
飞雨尤尼卡S 
 套装 

柯洛玛100
 淋浴管 

飞雨E 420
 淋浴管 

Focus®福柯斯E²
 单把手面盆龙头 

RainBrain®

 花洒控制系统 
普拉维达110
 单把手面盆龙头 

普拉维达150
 手持花洒 

普拉维达400
 头顶花洒 

 因卓越的设计而获奖 

 对于我们而言，完美的水乐趣同时也是：
完美的造型 

2006 20072006 20072005 20062005 2005 20062005 2006 20062003 2003 2004

2007 2007 2008  20102007 2007 20082007 2008 20092007 20082007 20082007

2009 2009 2010 20112008 20102008 20092008 20092008 20092008

2010 2011 20132010 20112009 20122009 2009 20102009 2009 2010200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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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团队多年来一直和汉斯格雅一起参与
各种产品的设计：Andreas Haug、Tom 
Schönherr、Manfred Dorn和Harald Lutz。
成功设计的标尺是产品用户的满意度。设

计师更愿意在后台发挥作用，但是对于其

设计工作室获得的诸多奖项格外欣慰。 

 汉斯格雅Raindance飞雨Select E 120手持花洒在设计
过程中 

 Manfred Dorn、Tom Schönherr、Andreas Haug和
Harald Lutz（从左至右） 

 凤凰设计工作室—多次获奖 

 照片出处：凤凰设计工作室 

普拉维达 
 电子感应面盆龙头 

飞雨 
Rainfall® 飞瀑180
 头顶花洒 

飞雨 
Select S 150 
 手持花洒 

普拉维达
 电控厨房龙头 

飞雨E 420
 头顶花洒 

飞雨240
 淋浴管 

Focus®福柯斯
 梦迪诗产品系列 

Talis®达丽丝
 梦迪诗产品系列 

Metris®梦迪诗
 梦迪诗产品系列 

普拉维达225
 普拉维达单把手面盆
龙头 

Focus®福柯斯 
 电子感应面盆龙头 

Focus®福柯斯240 
 单把手面盆龙头 

ShowerTablet® 
Select 300 
 恒温龙头 

ShowerSelect®

 恒温龙头产品系列 
飞雨Lift 
 淋浴面板 

飞雨飞瀑150川流式飞雨 
Select E 120
 手持花洒 

201220122011 2012 20122011 20122010 20122010 2010 2011

201220122012 20122012 20122012 20122012

201320132013

飞雨 
Select S 120 
 手持花洒 

2013 2014 20142013 2014



138 Hansgrohe 公司 – 可持续发展性   

同样是来自汉斯格雅的2款可持续
发展的创新项目：Pontos AquaCycle潘托
斯水循环系统和Pontos HeatCycle潘托斯热
循环系统。背后所隐藏的理念是可以对水

和热进行二次利用。因为人们所需用水的

一半都不需要是饮用水质量：马桶冲水、

擦洗或灌溉花园用中水就可以了。Pontos 
AquaCycle采用生物方法对使用过的淋浴
和浴缸水进行清洁，然后重新供给用于二

次使用，例如用于冲马桶。如果选择Pon-
tos AquaCycle和Pontos HeatCycle的组合，
热用过淋浴水中的热能将被吸收，然后重

新用加热水。从而起到节能的目的。环保

从洗手和淋浴开始。节能也同时意味着二

氧化碳排量的减少。这对于我们所有人而

言都是有益的。

Pontos® AquaCycle
二次利用的灰水循环

Pontos® HeatCycle
从淋浴和沐浴水中回收热能

Pontos® AquaCycle和Pontos® HeatCycle

典型的汉斯格雅： 
水和热的二次利用



Austritt
Trinkwasser,
vorerwär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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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请浏览www.pro.hansgrohe-int.com/pontos

Pontos HeatCycle技术。

酒店业： 布拉格的Mosaic House酒店装备
了Pontos AquaCycle、Pontos HeatCycle和
其它汉斯格雅的产品。

市政清洁： 汉堡市对淋浴和面盆废水进行
重新利用：用于街道清洁。

游泳池： Yerres游泳池的淋浴废水通过
Pontos AquaCycle进行二次使用：用于园
林护理和市政清洁。

产生热水

常温饮用水
进入

经过预热的饮
用水流出



140 Hansgrohe 公司 – 案例   

全球的业主和投资商与建筑师和设

计师合作开展高品味的项目。为水这个生

活元素的处理找到智能化和造型美观的解

决方案始终倍受青睐。来自黑森林的龙

头、淋浴房、浴室精品产品带来了无与伦

比设计感和舒适度：在酒店和公共场所、

私人住宅和皇宫、高档体育俱乐部和游轮

以及豪华游艇。

Celebrity Equinox游轮。 
汉斯格雅产品：达丽丝S台盆龙头。 
照片：Meyer Werft

墨西哥PlayaMar Tres Cantos酒店。
汉斯格雅产品：Metris梦迪诗S台盆龙头、Talis达丽丝S
花洒龙头和柯洛玛100多速/尤尼卡C套件。

南非Alice Lane Towers。 
汉斯格雅产品：梦迪诗S电子感应面盆龙头。

更多信息请浏览www.hansgrohe.com.cn/references

马斯特里赫特Château Bethlehem酒店。 
汉斯格雅产品：台盆龙头Metris梦迪
诗 S、Talis达丽丝 S、Metropol梦迪宝S和PuraVida普拉
维达; Raindance Rainmaker飞雨幻雨魔法师、Ecostat易
斯达S和Croma柯洛玛100淋浴管。

JW Marriott酒店，圣塔菲/墨西哥城。 
汉斯格雅产品：普拉维达面盆龙头。 
照片出处：JW Marriott酒店

乌克兰Donbass竞技场。 
汉斯格雅产品：梦迪诗S台盆龙头。 
照片出处：Donbass竞技场

国际项目案例

四海为家
Quality made by 

Hansgro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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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布扎比Hyatt Capital Gate酒店。 
 汉斯格雅产品：飞雨S 240 空气注入式头顶花洒。
照片出处：abudhabi.capitalgate.hyatt.com 

 康沃尔Scarlet酒店。 
 汉斯格雅产品：飞雨头顶花洒，达丽丝S台盆龙头和
潘托斯AquaCycle 9000。 

 哥本哈根Bella Sky酒店。 
 汉斯格雅产品：柯洛玛 160头顶花洒和柯洛玛变速
100手持花洒。
照片出处：Claus Starup, Bella Center 

 多米尼加共和国Balcones Del Atlántico酒店。  
 汉斯格雅产品：梦迪诗S台盆龙头和柯洛玛100花洒
套件。 

 新加坡Hamilton Scotts酒店。 
 汉斯格雅产品：飞雨E 360 und 240头顶花洒、普拉维
达手持花洒、Talis电控台盆龙头。
摄影：Hamilton Scotts 

 Kitzbühel皇家水疗酒店。 
 汉斯格雅产品：飞雨头顶花洒和柯洛玛100手持花
洒。
摄影：Harald Eisenberger/Warimpex 

 柏林Waldorf Astoria酒店。 
 汉斯格雅产品：飞雨幻雨魔法师飞雨幻雨魔术师手持
花洒，飞雨飞瀑飞雨飞瀑。
照片出处：Waldorf Astoria 

 舒尔特布达尔萨酒店。 
 汉斯格雅产品：飞雨飞瀑和飞雨S手持花洒。
照片出处：jana-ebert.de 

 更多信息请浏览www.hansgrohe.com.cn/references 



www.weibo.com/hansgroheoriginal

 本手册上所展示的汉斯格雅产品只是我们挑选出来的一部分，如果想要了解更多产品请
浏览汉斯格雅官方网站。 

 本产品目录采用了尽可能环保的印刷方式。您也可以为保护我们的环境做出贡献，比如
在使用完本手册后将其交给其它有兴趣月的人或交给循环回收单位。 

 有关汉斯格雅世界的更多信息请浏览www.pro.hansgrohe.com.cn 

 采用互动方式体验汉斯格雅产品 
 最终客户产品目录的iPad版本请浏览
http://itunes.com/app/hansgrohecatalog 

 使用Hansgrohe@home进行设计规划  
 通过iPhone、iPad或安卓系统的智能手机向您的客户展示如何将汉斯格雅的龙头完美地安
装在室内的台盆上。您设备的相应版本信息可免费获得  

iTunes: http://itunes.com/app/hansgrohehome
Google Play: http://play.google.com/store/search?q=hansgrohe+se

 通过汉斯格雅实现节水节能目的  
 所有有关汉斯格雅如何帮助节水节能的信息请浏览http://pro.hansgrohe.com.cn/
savings-calculator或用智能手机访问http://m.pro.savings.hansgrohe.com.cn 



 科技 

 喷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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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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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键技术：简单快速开启出水设
备或切换不同的喷淋模式，指尖
上的淋浴乐趣。 

 雨淋式：适用于快速冲洗洗发水。  超大空气雨淋式：含有丰沛空气的
水滴，营造温柔的雨般淋浴。滴滴
落下，为您洗去整日的疲惫。 

 空气雨淋式：含有丰沛空气的大水
滴，营造温柔的雨般淋浴。滴滴落
下，为您洗去整日的疲惫。 

 舒适空间：在面盆和龙头之间划定
单独的可用空间。满足任何高度的
要求。 

 超大级淋浴性能：通过大号淋浴
盘出水，您的身体能够完全沐浴
在舒适的水滴中。 

 快速清洁技术：只需摩擦灵活的硅
胶块，即可轻松去除沉积的水垢。 

 混合式：将轻柔水滴与动态水流完
美结合。 

 漩动按摩式：水流集中，按摩身
体的特定部位。 

 超大雨淋式：含有丰沛空气的水
滴，营造温柔的雨般淋浴。滴滴落
下，为您洗去整日的疲惫。 

 冷启动：当您打开龙头时，通过预
先设置流出的仅有冷水。热水只在
您需要时控制流出。 

 单股式：单股柱状水流，用于放松
身体的特定部位。 

 按摩式：强力按摩式出水。  空气爱抚式：运动或辛劳一天之后
的完美之选：动态的按摩式水流，
令您重现活力。 

 川流雨淋式：平行至地面的大颗珍
珠般组成的水流能够确保不同身高
的人享受到相同的淋浴快感。 

 雨瀑式：每天享受强劲有力的急速
水流，让您体会独自站在瀑布下的
感受。 

- 000  铬色  
- 400  白色/铬色 
- 450  白色 
- 800  不锈钢外观 

 表面 

 包括表面颜色注明的每个
订货号为(#) 8位数字 ,  例如  
28500, - 000 =  铬色 

Massage

Select

Cool
Start

Hot

Cool

Whirl

Rain
Air XL

M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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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斯格雅卓越服务 
 我们经验丰富的卫浴专家为您提供所有有关

各种汉斯格雅产品的意见和建议。维修件和

备件的送货采用最快捷的方式。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7:30

电话：+86 021-37742288

传真：+86 021-37742202

电子邮件：info@hansgrohe.com.cn 

 汉斯格雅销售内部服务 
 有关产品和供货时间的电话问询。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7:30

电话：+86 021-37742200

传真：+86 021-37742202 

 汉斯格雅售后担保 
 您可以在购买产品10年内依旧购买到所有备

件。甚至是长时间完成的项目后您也可以确

保可以购得备件。 

 汉斯格雅服务箱 
 确保在客户现场完成快速而可靠的服务。服

务箱具有以下优点：它包含45个最重要和最

常用的备件，一张可取出的一览清单和一个

用于订购备件的订购表。 

 汉斯格雅的品质保证 
 最高质量是汉斯格雅企业理念的基本

组成部分。因此，我们为消费者提供

为期5年的产品质保。具体信息请浏览

www.hansgrohe.com.cn/guarantee。 

 汉斯格雅“水之殿堂” 
 “水之殿堂”是我们关于水的体验中心。在

我们的博物馆中了解所有有关卫浴的历史。

参观我们的展览，了解卫浴行业的国际设计

师是是如何打造真正颐养天堂的。领略节水

是如何通过创新技术变成真正乐趣的。或者

前来享受德国最大的浴室—我们的“淋浴世

界” —纯粹的淋浴和水体验之趣。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7:30–19:00，

周六至周日：10:30–16:00，入场免费。

淋浴世界：需要报名和穿着泳装。 

 为卫浴手工行业企业提
供的PartnerPlus服务： 

 汉
斯
格
雅
销
售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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