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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
“�”的��义
在过�一年，我们���认识�一��谛��在提供�����
���面�有重��义。在�中，我们的一�诉�都应得���
满足���设计��、品质超卓，�应让我们�生向�，而不是为
���而��。
对我们来说，�年让我们��，我们在提供��重�的服务。�论
是�在虚�的�络，还是在现实�界，我们都�一���地�伴
在��边。

�于创�
�年，我们���一���产品，带�������的��界。我
们秉�创�、品质、设计�责任的指导�则，倾力开发�给���
喜���的�卫�决��。我们�力��，开发��各种需�的
创��决��，�括�载创��雨��模式的Pulsify沛�飞��
面升级���间体验的Finoris�诺�。在2021年，我们还�带来
更����奋的创�成果，�括���RainTunes、乐���的
Jocolino�格儿��洒、�活的WallStoris纬��储物�统��
RainDrain淋�����。

设计��为�
汉�格�，生活品牌领导者。我们的�一�产品都由黑森林工厂
的专�研发而成，�论�是在��，在�缓��或是寻�片��
静，�们都�助�轻�生活，点��别时光。我们�来不生产一�
性产品，而是����综�性�决��，力�成为�户生活不可
或�的一��。毕�，��于用户�是我们品牌�为圭�的�旨。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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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的��中，�受�珠散落肌肤
的��。体验汉�格�的卫��品，
�获更���，简�日常起�，�受
前�未有的用�体验。

沐��体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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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sify 沛�飞

丰沛�� 唤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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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各种风格卫��间的
独�淋�体验

�时��，一键��，纵情沐���界。早上�获一�的�爽，
晚上洗�一�的�惫。Pulsify沛�飞��各����间，让�
纵�生�中的这些�贵时�。�便是�为狭小的�间，���
��中�获����的��体验，在体贴周�的设计�间中，
�受�大��的活动自由。

Pulsify沛�飞助��获��动力。��紧�，����各种�
�，同时为用户提供�种配件�饰面��，满足�性�风格需
�。Pulsify沛�飞设计经典、品质卓�，�配智�的一体��
物架，��持久��用户，�是可持续发�����面的标杆
产品。�过�载�� EcoSmart智�节�技术，在不��淋�体
验的同时，绿��手持�洒和头顶�洒�量�� 6升��钟。

Pulsify沛�飞��活创�的储物�统WallStoris纬����联�。

�� Pulsify 沛�飞

智�的一体�
�物架为�提
供��伦�的
淋�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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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sify沛�飞���雨��模式�提升�的��体验，帮助�
彻�����。�雨��模式�����成柔和绵�的�珠雨
�，于肌肤上跃�跳动，为�带来更��爽、自由和活力。

�托于我们的 Select�键技术，使用期间�可
���换��模式，����。

�雨��提供�为
细腻柔和的��，
打�独一�二的�
缓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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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Pulsify沛�飞，�的����作一�让�自由驰骋的�间。
我们提供镀铬、��黑�前卫白三种�面，供�选择���风
格的�性样式。汉�格��为淋��域提供明�或����。 

�性��制��
和�一样���艺

�� Pulsify 沛�飞



设计和功�兼备，
经典耐用。
Pulsify沛�飞助�实现��设计、可持续发����的理想�
�。我们希� Pulsify沛�飞�给�带来长久满足，让�在�一
�淋��都����畅。为此，我们提供符��有��的经典
设计��久经�验的汉�格�品质。�终，�在��的�年时
间里持续�获快乐�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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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我们的 EcoSmart智�节�技术，节�节�，同时不�响淋
�的���。EcoSmart智�节�技术节约��，实现节�节�
的可持续发�，� Pulsify沛�飞成为一项明智的选择。���
优�地�受地�上�为�贵的�资�，同时不�履行节�的职
责。

得�于 EcoSmart智�
节�技术，淋�也是
一种环保。

�� Pulsify 沛�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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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sify沛�飞功����

• �雨��模式，提供独一�二的淋�体验
• 现代��平�的设计，�用于各式���间
• 提供镀铬、��黑、前卫白三种饰面��
• ���便
• 提供明�或��两种选择
• �载创� Select�键技术，轻��换��模式
• 主动�制���量，节约用�
• EcoSmart智�节�技术
• 一体式�物架加�洒�架，����洗�用品和手持�洒

我们的创�成果�保 Pulsify沛�飞不仅乐���，而且�为实
用。QuickClean快��洁技术革�性地简��洁工作��需
用手指轻�柔性硅�，�可轻�快�地����。�此同时，
Pulsify沛�飞头顶�洒满足���间�用户�活淋�的需�，
可�活调� 10° -30°，在淋�期间提供���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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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sify 沛�飞

Pulsify 沛�飞 Select 
手持�洒105 3�焕活� 
# 24101, -007, -677, -707

 

Pulsify 沛�飞 Select 
手持�洒105 3���� 
# 24111, -007, -677, -707

 

Massage

Pulsify 沛�飞 
淋�� 260 2 �带 ShowerTablet Select 400 恒温淋
�龙头 
# 24241, -007, -677, -707

 

Massage

Pulsify 沛�飞 
淋��260 单�带ShowerTablet Select 400恒温淋�
龙头 
# 24221, -007

淋��260 单�带ShowerTablet Select 400恒温��
龙头 
# 24231, -007(�图)

 

Massage

Pulsify 沛�飞 
手持�洒105 单�绿�� 
# 24121, -007, -677,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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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上�销�手
持�洒� 105mm 头顶�
洒，其�产品 2021 年

10 月上�

�� Pulsify 沛�飞

Pulsify 沛�飞 
头顶�洒260 2�带�洒� 
# 24151, -007, -677, -707

iBox万�阀� 
# 01800187(�图)

 

ShowerTablet Select 
明�恒温��龙头400 
# 24340, -007, -677, -707

 

ShowerTablet Select 
明�恒温淋�龙头400 
# 24360, -007, -677, -707

 

Pulsify 沛�飞 
头顶�洒260 单� 
# 24141, -007, -677, -707

�洒�用于260 单�头顶�洒 
# 24149, -007, -677, -707

 

Pulsify 沛�飞 
头顶�洒105 单�绿�� 
# 24132, -007, -677, -707

�洒�用于105 单�头顶�洒 
# 24139, -007, -677, -707

 

可在产品�传手册��查看�于�面颜�、技术���模式的�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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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Tunes

沉�式的淋�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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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转�为一处��
�受�情绪的�间。

��成为一处休���，一处让���下来，任思绪自由飞�，
远��嚣的�地。在����技术的�领下，我们找���获
更���的��。
�过 RainTunes，我们����声�、光线、�面�香�结�在
一起，�绎独一�二的淋�体验。用户可�据自�情绪�日常
活动�七种淋�程�中选择一种，�受��的淋�体验。

�也可使用汉�格���生活 APP，�手机上�观�制 
RainTunes。请�据���受选择��的淋�模式，在专��士
精�设计的淋�体验中�受�别呈现的�响、����的��
�律��和谐�畅的�幕�面。智� LED灯�为����提供
�制照明。我们�不�优� RainTunes，�而�更加�颖独�的
�式给予�更�呵护，助��大��地体验�一�淋�。 

�� RainTu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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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RainScent�洒香�片，获得��沉�式淋�体验。在薰�
草、石�、�手柑、银杉和��香中选择一种香�片，���
�淋�地��间中。��香�精油��释��来，�呼�，用
��受香����体的�间，�获��体验更为丰�的淋��
受。 

�据自��受�当��体时�，选择一种预设�的模
式。在手机上轻��钮，���日��生活。

�间模式
柔和的阳光、���奋的声����活
的��模式，助����的一�。

��活力
�动��，来一��发活力的淋�，变
�不一的��为�洗���，�来活力。

提升��
刺���的�样�洒��模式�长久促
进�体血��环、�陈代谢���经�
统。

����
���和的��模式，伴有柔和的声�
和温润的�珠，为�洗�一�压力。

我们����声�、光线、�
面�香��为一体，综�呈现。 

呵护肌肤
终��宠模式，提供温润的��、柔和
的面�喷淋，同时��有刺�、��头
�的作用。

自��静
开�一场��黑森林的�程，更有大自
��耳的声�、�树的��、柔�的�
面����温暖的����周�。

晚�模式
�缓的灯光、��的香�，伴��跳动
的细腻�珠，��下来，拥���时光。

RainScent�种香�选
择

汉�格��� APP，
����选�的用
�体验。



RainButton���制
于我们而�，创���的淋�体验�味�，�制满足用户需�
的�一�细节。这�括简单��的�制��的��。RainButton 
是一种��的�制��，�活且�观，一键�动，�可操��
�模式、�温和��量。�为重�的是，可��据使用需��
���。 

该�制单元�中央��统�过蓝�连�，这�味�我们首�实
现操作���统��相��。��的设计自由由此诞生，用户
可�据自�的�间利用�式�便捷性�活���制��。汉�
格��� APP��可�过 RainButton�制��上的“播�”�钮，
��访问用户中�的 RainTune程�。 

�� RainTu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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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Pad��艳�的
�制��

����� RainPad的�现，用户可�过中央�制面��制�
洒的��元件。玻��面上的�光标识代�不同的��模式，
同时用户可使用转盘调��温�����。

得�于较�的�����优质的�材料，RainPad�现代���
���。�需� RainPad连�� RainTunes淋�程�，�可在�
制面�上选择喜欢的模式。我们���期更� RainPad，为用户
长久提供�观、��的淋�体验。

RainTunes功����

• ��间��间，一共七种淋�模式
• 可�过汉�格��� APP选择开�喜欢的模式 
• RainButton�钮�蓝��制�钮可�处��
• RainPad����中央�制面�
• RainScent�提供�种淋�香�片
• RainButton需��配 Rainfinity智��洒，RainPad可��配汉
�格�的其他�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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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colino �格

尽情撒欢的沐�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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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在儿�的
欢声笑语中
��的沐�时间不一�总是�满乐�，对于������是�
此，�为����易���为洗�而哭闹。我们�力�决这种
��，�棘手的洗�时间转�为�满乐�的��活动。 

�� Jocolino�格手持�洒设计成动物模样，旨在给小朋友带
�欢乐和想�的�间。用户可�中选择购买狮�、鳄鱼或�马
样式的手持�洒，一扫淋�带来的哭闹，打�萌���，�小
动物为伴的洗�日常。 

3种萌�动物�型
2种儿�专用��模式
创���的一�。

Jocolino�格功����

• 三种动物样式�狮�、鳄鱼和�马
• 动物��来回活动，打��味十足的洗�时光
• ��儿�手�的小�轻便把手
• 两种��模式�雨淋式和单�式

�� Jocolino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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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colino �格

Jocolino �格 
儿��洒 狮� 2� 
# 28760217

 

Jocolino �格 
儿��洒 �马 2� 
# 28787647

 

Jocolino �格 
儿��洒 鳄鱼 2� 
# 28788577

 

2021年 5月上�销�

可在产品�传手册��查看�于�面颜�、技术���模式的�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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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enis ���

�中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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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一面

�受��在指间奔腾��的独��力。��走进�大自�，在
永不��的���中����，我们的�一�觉总是伸手��
摸涌动的��。若是可��这种��的体验带��中，��让
�一�洗手都变成��而��的小小�间，���样呢�

Vivenis���，成���用�时光。�不仅仅是一��龙头。
其典�的设计�宽大的��面使�成为��中�副其实的点�
�笔。在�打开把手，����双手或面颊的�间，����
显现。我们的创� AirPower�气��技术可丰���中的�气
�量，���转�为洒落在肌肤�上的柔���。

Vivenis����载 EcoSmart智�节�技术，不仅在日常生活中
提供奇���的时光，��节约用�。让�期待�一�的用�
�间。

�� Viven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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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 
氤氲��

Vivenis���功����

• AirPower�气��技术�宽大的��，缔�����体验
• �中���气，呈现�别柔和轻�的��
• 龙头的典��型���相得��
• �体工程�操作 
• 提供��各种��风格的三种饰面���镀铬、��黑、前
卫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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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enis ���

Vivenis ��� 
单把手面盆龙头80带提�落��件 
# 75010, 007, 677, 707

 

Vivenis ��� 
单把手面盆龙头 210带�转���带提�落��件 
# 75030, 007, 677, 707

 

Vivenis ��� 
��墙��单把手面盆龙头，���长195mm 
# 75050, 007, 677, 707

基础�件 
# 13622187（�图）

 

Vivenis ��� 
明�单把手��龙头 
# 75420, 007, 677, 707

 

Vivenis ��� 
��单把手��龙头 
# 75415, 007, 677, 707

基础�件 
# 01800187（�图）

Vivenis ��� 
单把手面盆龙头 250 带长��落��件 
# 75043, 007, 677, 707

 

Vivenis ��� 
三�面盆龙头 90带提�落��件 
# 75033, 677, 707

 

Vivenis ��� 
��翻边����龙头 
# 75443, 007, 677, 707

基础�件 
# 13244187（�图）

 

Vivenis ��� 
单把手面盆龙头110带提�落��件 
# 75020, 007, 677,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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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enis ��� 
落地式单把手��龙头 
# 75445, 000, 677, 707

基础�件 
# 10452187

 

�� Vivenis ���

2021年 10月上�销�

可在产品�传手册��查看�于�面颜�、技术���模式的�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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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oris �诺�

重�日常生活



36

一��活自�的龙头

��的�元需�远�于�中的其他�间。有时��带来�嚣的
早�，有时�则带来片�的休�。�中的�口��，对��的
需����样�。

Finoris�诺�结��简设计��大��的�活性，来应对不同
的需�。还有一项不为�知的开创性创�，那�是�可�有�
种用�，���洗头发、给婴儿洗澡，���括手洗�爱的毛�。 

�� Finoris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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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的创�
抽�式龙头�型纤细，设计精�，��用����需轻轻�动，
�可回归��，�便下�使用。�过调���量、�温、��
模式��龙头��，用户�可自行�制使用体验。Finoris�诺
�有三种饰面可供选择，�缝��各种��设计。



38

经过重�打�的 ComfortZone���间技术�备�重优势�提
供足�的使用�间，�大�可用性的同时���溅�。面盆龙
头��中标记的�米��为 ComfortZone，�示�龙头���和
面盆�间的��，这�让你�������龙头�����你
的��和你的面盆。Finoris�诺�和 ComfortZone���间技术
�手�作，�便�中环�纷乱��，��让��成为一�轻�
��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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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oris �诺�

��的龙头赋予��面
盆�足的便利�活动自
由。ComfortZone��
�间带来���喜。

Finoris�诺�功����

• 满足面盆内�有日常活动的创�型�决��
• 抽�式����成在面盆龙头中，提供�大的�活性。
用���，���也�平稳顺�地回��来的��。

• 一键选择层���模式或�雨��模式
• ComfortZone���间技术提供�足�间、�大��的
使用便利，同时���止��溅��槽

• 纤细的几何�设计，�便使用，打�现代��风格
• 三种饰面可选�镀铬、��黑�前卫白
• 该��产品线丰�，使��风格统一��
• �用于各�面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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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oris �诺�

Finoris �诺� 
单把手面盆龙头100带�压落��件 
# 76010, 007, 677, 707

 

Finoris �诺� 
��墙��单把手面盆龙头，���长225mm 
# 76050, 007, 677, 707

基础�件 
# 13622187

 

Finoris �诺� 
三�面盆龙头110带�压落��件 
# 76033, 007, 677, 707

三�面盆龙头160带�压落��件 
# 76034, 007, 677, 707（�图）

 

Finoris �诺� 
��翻边����龙头 
# 76443, 007, 677, 707

基础�件 
# 13244187（�图）

 

Finoris �诺� 
单把手面盆龙头230抽�（两功�）带�压落��件 
# 76063, 007, 677, 707

 

Finoris �诺� 
单把手面盆龙头260带长��落��件 
# 76070, 007, 677, 707

 

Finoris �诺� 
单把手面盆龙头110带�压落��件 
# 76023, 007, 677, 707

 

Finoris �诺� 
明�单把手��龙头 
# 76420, 007, 677,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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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oris �诺� 
落地式单把手��龙头 
# 76445, 007, 677, 707

基础�件 
# 10452187

 

2021年 10月上�销�

�� Finoris �诺�

Finoris �诺� 
��单把手��龙头 
# 76415, 007, 677, 707

基础�件 
# 01800187（�图）

Finoris �诺� 
��单把手淋�龙头 
# 76615, 007, 677, 707

基础�件 
# 01800187（�图）

可在产品�传手册��查看�于�面颜�、技术���模式的�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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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nWake沐�克

�自���呈现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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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凡�间
��生活�乐
��、��、��、��、��、焕活 ......当
代生活压力下的�们�发����间当作释�
内�情�的��“绿洲”，��纳情绪也��
思想，是休���的����。

汉�格�发现��洗�域作为��卫��间占
�较大的�间，不仅�载�自我�洁的功�，
更是��者风格��性的体现。为缔���不
同的���间，汉�格��手凤凰设计工作�，
�卓�设计呈现不凡��，�生活时��满�
鲜乐�。

�续�雨�洒前卫简�的设计语�，沐�克
MoonWake��畅柔�的几何线�和光�细腻
的�面质�，呼应�雨�洒的自�简约��，
形成一脉相�的���间风格�为�们提供�
�、轻快、��的��体验，打��中优�的
绿洲。

�� MoonWake 沐�克

�破设计边界
超�晶钛™黑科技材质，助想�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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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于独�晶钛™材质�精�工艺，汉�格���性�升级�
��维�。

更纤�的质地，更光�的釉面，更鲜艳的�彩，更�活的尺寸
选择……一�都为自由�型带来�元可�。

在创�理想��的过程中，你可��据日常习惯�喜�，和设计
师一起尽情发挥���想。�论是何种�奇前卫的组�，沐�克
MoonWake都���们和谐�配，�筑你�想中的不凡��。

不凡��
呈现�元�性

不凡材质
晶钛™面盆，�破�简轻�
�洲进口的晶钛™钢�，前�是一种��材料，
当其卓�的韧性�可�性应用于面盆时，便有
�沐�克 MoonWake��不同的轻��观。

�过现代科技�传统手工烧制技艺的结�，�
三层超�珐�釉面���于晶钛™钢�，��
仅有 2�米，�面盆呈现��艺术品�的�级
轻�质�。

图片为场��染，�果�实际产品为�



46

沐�克����功����

面盆�
• 纤�轻��晶钛™面盆，单边��仅 2mm，尽显轻�优�。
• 30年质保�汉�格�保证，在正常使用情况下，釉面 30年
�光���。

• 耐冲击�钛钢基材，硬�优于����面盆，坚固耐用，不
易破损。

• ��蚀�三层珐�釉面，�配湿压工艺，不易���物品和
各��洁剂�蚀。

• 耐刮��独�珐�釉技术结�晶钛™材质，光�平�，不易
刮�，久用��。

• 卫生����乎“�毛�”的�面，各�脏污、�生物和细
�难�附�，洁净卫生。

����
• 创�一体设计�一片式�属��纵向贯����体�纤�的
面盆相�辉映。

• 绿�环保�E1级环保�材，�潮不易变形�绿�环保更易�洁。
• ��贴��把手��凹槽设计，符��体工�，�体圆⻆设计，
更���中有老�和小�，����。

• 顺�耐用��地利��进口铰链和�轨，开�静�，轻�易�。

镜��
• �雾镜面�拥有�雾功�，时�保持��，更易打理。
• 镜面耐���蚀��铜镜材质，在��潮湿的环�中，更耐
�损��蚀。

在沐�克 MoonWake的优���下，蕴��不逊于
颜值的�大品质。优�的物理���损性�，��
便�洁和维护，也�在�十年的��生活中�终保
持光���。

沐�克 MoonWake�独树一帜的制作工艺，蕴��
挚���怀，带来��独�的�性�细节，让��
变得鲜活、温暖而贴�。

�� MoonWake 沐�克

不凡品质
�简��，满蕴�怀



47

�� MoonWake 沐�克

沐�克�上盆 
760x390x124 mm   
#22421007

沐�克镜� 
1000x139x495mm   
#54106467

沐�克镜� 
800x139x495mm   
#54105467

沐�克�盆 
400x400x131 mm  
#22422007

沐�克 一体盆 沐�克 一体盆 沐�克 一体盆 

沐�克一体盆�体 
800x500x865mm(�把手��520mm)   
#54100467

沐�克侧�（铰链-左） 
400x380x1700mm(�把手��400mm)   
#54107467

沐�克侧�（铰链-右） 
400x380x1700mm(�把手��400mm)   
#54108467

沐�克一体盆�体 
1000x500x865mm(�把手��520mm)   
#54101467

沐�克一体盆�体 
1200x500x865 mm(�把手��520mm)   
#54102467

MoonWake 沐�克

800x500x133 mm  
#22417007

1000x500x133 mm
#22419007

1200x500x133 mm
#22420007



48



49

CubeStack�力�

��锐��呈现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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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功����

面盆�
• ��轻���选晶钛 TM黑科技材质，破�常规工艺���，��
轻�。

• 30年质保 �晶钛 TM钢��珐�釉面����，�终�洁��。
• 耐冲击�钛钢基材，�别于传统��材质，坚固耐用，不易破损。
• ��蚀�三层珐�釉面，有��御��品�蚀，持久保护。
• 耐刮� �钛钢基材��珐�釉双重保护，坚韧平�。
• 耐冲击�钛钢基材，�别于传统��材质，坚固耐用，不易破损。
• 卫生����乎�毛�的精细���面，污物 /细��处藏�，
洁净卫生。

����
• 创�一体设计 �精工打��体面�侧边 45°�⻆，�侧���呈
现同一平面，�体��观。

• 绿�环保 �E1级环保�材，�潮不易变形，绿�环保。
• ��贴��利用�体面�上� 45°��，�代传统把手设计，�
凸起���更顺手，贴���。

• 顺�耐用��地利��进口铰链和�轨，开�静�，顺�耐用。

镜��
• �雾镜面�一键开��雾功�，�使在潮湿环�下，�妆���。
• �潮����铜镜材质，有���镜面�蚀发黑，�潮��。
• �活�物�开�式�物�，干湿����内储物配有活动层�，
�活�物。

• 双面镜面��⻔双面镜体，兼顾�妆视觉��。

�内�间的�一处，都是生活。�正的“生活�”们，
�他们对于生活的�一�主张，都���他们�手可
�的场�。���间也不��，这里�可�向内��
情绪，也同样向��示户主对于生活细节的��。

汉�格��手凤凰设计工作�，重��绎�形���
�锐的几何风格，�精�、利落的线�，��为简，
��见�。设计师对��细节的克制，也在���的
形式��生活的形状。���饰的���间，�是生
活�来的样�。

�� CubeStack �力�

不凡体验
��格调生活

图片为场��染，�果�实际产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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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beStack �力�

CubeStack �力�

�力��盆（带龙头���） 
500x460x130 mm   
#22415007

�力�一体盆�体 
990x495x708 mm   
#54001477

�力�镜� 
1000x160x700mm   
#54008477

�力�侧�（铰链-左） 
400x350x1700 mm   
#54009477

�力�侧�（铰链-右） 
400x350x1700 mm   
#54010477

�力�镜� 
800x160x700 mm   
#54007477

�力��上盆 
650x390x132 mm  
#22413007

�力�一体盆�体 
1190x495x708 mm  
#54002477

�力��盆 
506x380x132 mm  
#22414007

�力�一体盆�体 
790x495x708 mm  
#54000477

�力�一体盆 �力�一体盆 �力�一体盆 
800x500x150 mm  
#22410007

1000x500x150 mm
#22411007

1200x500x150 mm
#224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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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loTide 
& MitaPura

��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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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loTide面盆功����

• �简�边��手凤凰设计�，����动的�中����，
��边�勒�简， ��处� 5mm

• 纳米易洁釉面�纳米易洁釉面，细腻光洁 ;��平�，污
物�处藏�，�使�年���旧�洁��

• 一体�形设计�采用�体�一体�形，线��畅�缝隙，
易于日常�洁�落�盖选用纯白��，���浑�一体，
���丽�一体式�物�设计，干湿��，实用贴� (可选 )

• �种面盆�型，可�用�种���式，自由选配
• �配MitaPura坐便器��，�寻洁净��

MitaPura连体坐便器功����

• �简�边��手凤凰设计�，����动的�中����，
��边�勒�简，�边�箱盖�显精细工艺，超�盖�
�配加长�体，��而不失��

• 360°��冲��采用革� 360°��冲�，�面覆盖，�
�冲洗 ;�劲虹��配超大��釉�污�，污物一�而过，
不��渍�3.0/4.5升双冲，符�国� GB25502标�一
级��，绿�节�

• ���设计��便日常�洁，光洁顺�，一抹�净
• 纳米易洁釉面�纳米易洁釉面，细腻光洁 ;��平�，污
物�处藏�，�使�年���旧�洁��

• 一体�形�采用�体�一体�形，线��畅�缝隙，贴
�墙体，易于打理�冲��键选用纯白��，���浑
�一体，���丽

• ��贴��静�缓�盖�，���噪，细�呵护
• �配MellowTide面盆��，�寻洁净��

简，�是净
�� MelloTide & MitaPura

生活，��简�净。�们��简单，�简单的生活�让
��和�体，��负担，轻�应对。�们��洁净，�
洁净的状态让�们�更��得体，自�地��生活。

MelloTide & MitaPura�间�手凤凰设计�，����动
的�中����，��简纤��精工细作传递�永质
�，�寻洁净��。

�论是元气满满的早�，还是���惫的�晚，�重精
�生活的你���都可�在这简单洁净的�间中，让�
体和��重获��。

MelloTide & MitaPura���简的设计语�中，���对
用户体验的��细节设计。�纤���的�型，明�光洁
的材质，����洁净体验，�一处都让用户�沐�风。

极简设计中，
感受极致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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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lloTide & MitaPura

MelloTide & MitaPura

MitaPura
连体坐便器(305��），圆形
727x360x735mm
#22431007
连体坐便器(400��），圆形
727x360x735mm
#22432007
连体坐便器缓�盖�,圆�形
#22433007

MitaPura
连体坐便器(305��），柔和�形
712x360x735mm
#22434007
连体坐便器(400��），柔和�形
727x360x735mm
#22435007
连体坐便器缓�盖�,柔和�形
#22436007

MelloTide
�盆，带右侧�物平�
600x390x100mm   
#22425007
长��落��件（带��盖）
#50120007

MelloTide
�盆
600x390x100mm   
#22426007
长��落��件（带��盖）
#50120007

MelloTide
�盆带龙头���，带右侧�物平�
600x440x100mm
#22428007
�压落��件（带��盖）
#50110007

MelloTide
�盆带龙头���
600x440 x100mm   
#22427007
�压落��件（带��盖）
#50110007

MelloTide
�盆，带右侧�物平�
675x395x100mm   
#22423007
长��落��件（带��盖）
#50120007

MelloTide
�盆
675x395x100mm   
#222424007
长��落��件（带��盖）
#50120007

MelloTide
�下盆
600x350x120mm   
#22429007

MelloTide
�下盆
550x350x120mm   
#2243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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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vaPura 纯�

懂你的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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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未来卫��间��
懂你向�的艺术
汉�格�懂得�的艺术，�此�懂得�何在卫��间为你��未来⸺这是�
雨�洒����纯�智�一体坐便器的设计，想�为你带来专属于你的一种生
活�式。�自未来的设计理�，�圆形元�贯�纯���雨�间。你未�见过
的一�，都�在这��间，�创���精彩上�。

�线�� 轻�优�
��的�线形��设计，提升��
间的视觉轻��。���型，生来
不凡。

平�利落 创�设计
�面一体平�，�型冲�技术，�
正实现����露�箱的前卫设计。

大胆创� �前一�
白���岩�双��一，�破性地
使用材质��设计工艺，�性十足，
审��级。

�简�� �级�需��
�简侧键，���性�的�式，提
供�便捷的体验。

�� LavaPura 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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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贴处处可�，
温暖时时在线。
智�，懂你更�。

��而智
懂你 想�的�怀

贴�设计  ��的使用� 
超��晶����器，�形�手型���一。内��级式菜单，
内��尽���。

智�恒温  体贴��
可�据��喜�设���温�。不仅是智��怀，更是一�温
暖体贴。

�线�电  �自由��便
�智���器��于玻��盖，�可�时�电，�活便捷。

自动翻盖 智���双手
智��统，可自动�应翻盖。�需动手，保证双手时��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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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vaPura 纯�

���处的��
懂你 期待的��

�华� 

305mm�� #22402007

400mm�� #22403007

 

��� 

305mm�� #22400007

400mm�� #22401007

 

�起由�����递进的��，实现洁净、轻柔肌肤��。

�热�替�洗 
创��热���替�洗，����，
��不同。

�动�洗
可前��动的喷头，�洁冲洗范围
更�面。

���洗
��律动的����，�����
��的�受。

递进缓冲��技术  带来净�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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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净洁
懂你 在�的��
对卫生的苛�，��一层的质地，��
一寸的�面。

LavaPura 纯� 功����

• 一体式�面  �绝藏纳污� :马桶�面平�利落，不��⻆，
�易�洁。

• 重力冲�技术，不受�压�响，实现�电冲� :重力冲��
统的应用，�使在�电或��压的情况下，��可�实现�
��虹�式冲�，���顾�忧。创�科技，让洁净�现更
为��。

• 纳米釉面  卓�的�污�果 :纳米材质釉面，更加细腻光�，
不易�附赃物，���终保持马桶�洁。

• ��不锈钢喷� 喷头可更换 :采用��材料制成的喷�，�
层�有不锈钢，日常�洁更�便。有��制细��生的同时，
可�据使用情况�期更换喷头，更加��卫生。

• UV��  卫生�� :未使用时 UV灯自动开�的��功�，
���终�保喷���卫生，让�一�的使用都����。

• 轻�更换  便捷�忧 :轻�一下�键，�可弹�侧面��硅藻
纯滤�，轻�、快�更换。

• ����  ������� :采用��材料（银��）制成的
马桶��，�有��制细��生，��上保证�肌肤���
�的��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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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Storis 纬��

你的墙�由你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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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前�未有的
轻��性设计

�中��洁，��让�觉得��。�话说“�洁的�间，��
的思绪”，有�摆���物品�疑�有�缓��的�果，让你
在使用��时�����你自己。

WallStoris纬��正是��创�这种和谐�的�活储物�统。其
�则简单���也�活���一�带有模块�配件的墙杆，提
供��种组�可�。�需选�墙杆长�，�可�据自�需�设
�储��间。�可��选择�物架、�架、挂钩���纳�，
这些模块��可提供 40,000种组��式。�备��杂乱说再
见吧�

�� WallStoris 纬��

在��种组�的助��
下，���可满足用户
自�需�，也可�现不
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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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Storis纬��的设计�� Pulsify沛�飞��汉
�格�大量其他品线��呼应，相得��。

��简单�固�
在墙��可

WallStoris纬��功����

• �活的现代储物�统，提供��组�可�
• 潮湿环�的上佳�选�得�于�成式��设计，�纳�器�
�架内不��现积�

• 优质墙杆，两种长�（50cm、70cm），两种饰面（��黑、
前卫白）供选择

• 可��种�架、挂钩、�纳�、�物架或�物桶中挑选��
的配件

• WallStoris纬��可�汉�格���品线和谐�配，��
Pulsify沛�飞

• ���便�或使用�丝��，或简单粘贴在墙�上，�便日
��下墙杆时也不��下任何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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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Storis 纬��

WallStoris 纬�� 
墙杆 50 cm 
# 27902, -677, -707

墙杆 70 cm 
# 27904, -677, -707(�图)

 

WallStoris 纬�� 
加�储物篮 
# 27912, -677, -707

 

WallStoris 纬�� 
储物篮 
# 27913, -677, -707

 

WallStoris 纬�� 
储物篮盖 
# 27925, -677, -707

 

WallStoris 纬�� 
宽挂钩 
# 27914, -677, -707

 

WallStoris 纬�� 
刮� 
# 27916, -677, -707

 

WallStoris 纬�� 
�挂钩 
# 27929, -677, -707

 

WallStoris 纬�� 
搁� 
# 27915, -677, -707

 

WallStoris 纬�� 
�物桶 
# 27921, -677,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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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Storis 纬�� 
配件�件� 
# 27968, -677, -707

 

2021年 10月上�销�

�� WallStoris 纬��

WallStoris 纬�� 
毛巾杆 
# 27926, -677, -707

 

WallStoris 纬�� 
厕纸架 
# 27928, -677, -707

 

WallStoris 纬�� 
马桶刷架 
# 27927, -677, -707

 

WallStoris 纬�� 
�洒�架 
# 27917, -677, -707

 

可在产品�传手册��查看�于�面颜�的�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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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Storis艾��

让你的��更��



让一�
�手可�
用户可���这样的问题���里的�有物品都有自己的��，
都���地摆�在各处，�是��常用的那些物品��，诸�
香皂、�刷和��这些日常用品。那�，�何让这些物品�手
可�，同时�不打乱��的和谐�面呢�

我们的��是 AddStoris艾��。�旨在�保那些经常使用的物
品，�香皂�、�杯等�手可�，同时�不�于�过显�。这
�配件采用�⻆�明的简约设计，���中的其他汉�格�配
件相得��。

�� AddStoris艾��

提供�种饰面选择，为�的�
��间�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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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皂��毛巾
架�提供满足�需
�的��品�。

AddStoris艾��功����

• 赋予��更�功���间
• �简设计，���配各种现代风格的��
• 设计语��缝兼�汉�格���的其他产品
• 提供�种饰面选择，���配不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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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Storis艾��

AddStoris 艾�� 
单挂钩 
# 41742, -007, -147, -347, -677, -707, -997

AddStoris 艾�� 
皂碟 
# 41746, -007, -147, -347,-677, -707, -997

AddStoris 艾�� 
毛巾杆 
# 41747, -007, -147, -347, -677, -707, -997

AddStoris 艾�� 
双层毛巾杆 
# 41743, -007, -147, -347, -677, -707, -997

AddStoris 艾�� 
�巾架 
# 41751, -007, -147, -347, -677, -707, -997

AddStoris 艾�� 
皂�器 
# 41745, -007, -147, -347, -677, -707, -997

AddStoris 艾�� 
马桶刷架 
# 41752, -007, -147, -347, -677, -707, -997

AddStoris 艾�� 
双挂钩 
# 41755, -007, -147, -347, -677, -707, -997

AddStoris 艾�� 
�刷杯 
# 41749, -007, -147, -347, -677, -707, -997

AddStoris 艾�� 
带盖�筒纸架 
# 41753, -007, -147, -347, -677, -707, -997

AddStoris 艾�� 
⻆篮 
# 41741, -007, -147, -347, -677, -707, -997

AddStoris 艾�� 
�筒纸架 
# 41771, -007, -147, -347, -677, -707,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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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Storis 艾�� 
��桶 
# 41775, -007, -677, -707

AddStoris 艾�� 
双�筒纸架 
# 41748, -007, -147, -347, -677, -707, -997

2021年 4月上�销�

�� AddStoris艾��

AddStoris 艾�� 
�筒纸架带�物架 
# 41772, -007, -147, -347, -677, -707, -997

AddStoris 艾�� 
扶手杆 
# 41744, -007, -147, -347, -677, -707, -997

AddStoris 艾�� 
扶手杆 
# 41744, -007, -147, -347, -677, -707, -997

AddStoris 艾�� 
备用�筒纸架 
# 41756, -007, -147, -347, -677, -707, -997

AddStoris 艾�� 
淋��把手 
# 41759, -007, -147, -347, -677, -707, -997

可在产品�传手册��查看�于�面颜�的�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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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raStoris

理想的��，����
的�储�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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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设计， 
实用��
我们精�布��自己的��，�重��设计的品味���用品
的质量，在设计上���大量时间�精力，自�也明白保持日
常�洁、进行必�维护的重�性。不过，在不破坏�体��的
情况下，我们该�何��那些必备的�洁产品呢�

为��日用品摆��乱不�，�响���间的�体和谐，我们
�别研发� XtraStoris，这是一���墙�的储��决��，不
仅同��一样�观，还�提供更为宽�的活动�间。我们提供
�种颜��规格选择，助�为现有��挑选��为��的��。
XtraStoris帮助用户轻��决�间储�问题，为�的��开拓一
片让���的额��间。 

�� XtraSto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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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在��中
尽情�受��伦
�的活动自由。

XtraStoris功����

• 一体式储��决��，跃�升级��设计
• 细节��，�制级��，满足用户储物需�
• 提供�种饰面�规格选择
• ��基础�件，持久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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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Drain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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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功�提供更大的
自由畅想�间。
综��面的淋�设计语���优����间，同时��用户�
�。这�是精�设计的地漏�发�行的���一。�论是采用
��石料还是精钢或贴砖进行�饰，RainDrain都是淋��间�
�伦�的点��笔，�观��，持久实用。

RainDrain��各种淋�间。我们对这种简单�观、不受�洒�
��式�响的��尤为自�。我们还�������三�地漏
的基础�件，�需�三�地漏中选择一种�����点，�可
�受�年顺畅��。 

�� RainDrain

����内�有地
漏的基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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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卓�功�和
品质，RainDrain
���配汉�格
��洒产品。

RainDrain功����

• 为��提供��伦�的活动自由
• 设计节��间且规格�样，几乎可��缝�配各种��
• �种饰面�规格可供选择
• ��性��据现有的汉�格�淋��统精��制
• 备选 Dryphon技术，���扫�烦
• 一�基础�件，�配汉�格��有��内的地漏
• 提供两种�封��，��翻����项目
• �用于�有常规��环�
• 配有预���封膜，���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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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ntos 

现代��理�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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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带来的快乐
�是�中必不可�的一员。�醒来��前��的��一�钟，
我们�一�都�用��。这�是为什�我们��保�中��统
持久发挥功用。Pontos是汉�格�独创的应用�决��，�力
于帮助用户在�中，在工作中，��在�假期间监��中用�
情况。Pontos不仅�让用户�保一��行��，同时提供�量、
湿����统结霜情况，�而更早检测��损�问题。Pontos
可帮助用户维护�中用���，���贵维�。 

Pontos由两�受应用程��制的��组成�Pontos Scout和 
Pontos Base。Pontos Scout可��在地面的不同��，负责测量
湿�和�间温�，��在智�手机上提醒用户可��在漏�或
结冰的危险。

Pontos Base��连�用户的���纽，持续监测�有��中的
���常，��可监测�漏���。Pontos Base检测�破损�，
�自动�闭供���，同时向用户发�提醒。�此同时，�还
提供用�情况��质硬��面的�贵统计资料，�便用户�理
规划用�情况。 

�� Pontos

Pontos时�保护�
��为�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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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ntos Scout功����

• 可��在�中����的智���应器
• 发现疑�漏�或�内预设温�过�时，向用户发���进行
提醒

• 报告�间内的湿�变�，这是可�发生漏�的另一���

Pontos Base功����

• 持续监测��是否有破�可�
• 在�现损坏时自动�闭供���，同时向用户发�提示消�
• 可�过智�手机或设备���来状态
• 提供用��面的统计�据
• 测量�质硬�
• 带有�成电池，可在�电情况下继续工作





我们明白，������满��回忆，
��在那里制作��友��的��。
这�是汉�格���精力，发挥创�
力用于发明创�的��⸺助力�的
��作业����。

让�成为�的
��武器�一

��





89

Aquno�可诺
Select M81

��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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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行，使��工
作�程事半功�
优�的�师都明白，�味的���于品质一�的�材料。我们
坚�，�味的���于���误的�一�。这�是我们研发 
Aquno�可诺 Select M81的��，温柔�洁�材，为�的��
工作提供�力�持。

Aquno�可诺 Select M81�龙头设计别�，焕�升级���式，
打�更加��的��工作�。平缓的 SatinFlow丝柔式��温柔
地�洗��材，�不飞溅，��在用户�洗双手时节��资�，
�配�制沥�篮，优���工�。

�� Aquno�可诺 Select M81

SatinFlow丝柔式��模
式�� 20°C开�给�
材来一场温柔的淋�。

Aquno�可诺 Select M81 
单把手��龙头 170，带��式喷头，3种���
式 
# 73837, -007, -677

 

Aquno�可诺 Select M81 
单把手��龙头 250，带��式喷头，2种���
式 
# 73836, -007, -677

 

可在产品�传手册��查看�于�面颜�、技术���模式的�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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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上的
�饪体验
Aquno�可诺 Select M81助力用户�轻
�洗�材的工作量。三种��模式，成
�用���的���器。这�味� Aquno 
�可诺 Select M81可成为�格的��助
手，助力用户专��饪。 

Aquno�可诺 Select M81功����

• 专为 SatinFlow丝柔式��模式�制的�功�沥�篮，帮助用
户�洗、沥干�材且不���槽，保持卫生。��双手，顺
利进行下��骤 

• 采用 Select技术，�便用户使用肘�或手背轻��换��模
式，��双手�且保持���洁

• 三种�转范围，�别为 60°、110°和 150°
• 两种饰面可选�镀铬、��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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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is�丽丝M54

功��设计有机结�的��



兼��简�
��精�细
节

�� Talis�丽丝M54

�式别�，��各
种��风格。

对于���而�，��的��是�的一张�片，可�中窥见主
�的设计��。Talis�丽丝M54是汉�格�倾力��的�活设
计��，�用于各种��布局。���间�论是宽�还是紧�，
镀铬、��黑纤细龙头主体都是上佳�选。

Talis�丽丝 M54呈圆润的拱形，是�配�槽的��工作�的理
想选择。样式纤细，�主体�缝��，是现代�厅式��的点
��笔。用户可选择��式龙头，或者选择更加�活的�转式
龙头。�转式龙头带有可�调节的止动�丝，可�止龙头��
槽�域��脱落。

�论���槽上�是否����，带有 U型龙头的 Talis�丽丝
M54都�����。得�于�活的 U型设计�一体式��形成
��，用户可�获独�且实用的设计�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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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fortZone���间
等创�技术为��带来
更为��便捷的体验
�论龙头��，是否可��转或者��，ComfortZone���间技
术�可向用户提供更�活动�间。该�决��满足�有需�和各
式面盆，简���工�。

针对�槽上�配���的��，我们�
别研发� Talis�丽丝 M54 L型龙头。该
�统设计紧�且符��体工�，是优�
�间用�的理想�选。此�，�平��
式龙头样式可�提升����，而渐进
式�转设计则可�据�槽�活调�，�
止�转⻆�过大。

Talis�丽丝M54功����

• 纤细简约的设计，三种基础样式���可供选择，��各种
��布局�圆拱形、L型和 U型

• 两种饰面可供选择�镀铬、��黑
• �载 ComfortZone���间、MagFit等技术，帮助用户在�
�中�活、自在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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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is�丽丝M54

Talis �丽丝 M54 
单把手��龙头210，带��式喷头，2种�� 
# 72800, -007, -677

 

Talis �丽丝 M54 
单把手��龙头210，带��式喷头，单�� 
# 72802, -007, -677

 

Talis �丽丝 M54 
单把手��龙头220 U型，单�� 
# 72806, -007, -677

 

Talis �丽丝 M54 
单把手��龙头270 L型 带��式���，单�� 
# 72808, -007, -677

 

Talis �丽丝 M54 
单把手��龙头270 L型，单�� 
# 72840, -007, -677

 

Talis �丽丝 M54 
单把手��龙头220，单�� 
# 72804, -007, -677

 

可在产品�传手册��查看�于�面颜�、技术���模式的�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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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编�中的����（#）�示相应的饰面，
�� # 28500, -000 = 镀铬

�雨式 :借助柔和的�
小细�雨�式��让�
拥有独一�二的淋�体
验。

层�式 :晶莹��，经
济环保，更���气泡。
�便快��满大型�器，
�止��飞溅。

�布式 :宽大的��，
轻柔�覆�片手掌。

一�式 :�载 AirPower 
技术，�珠更加轻柔饱
满，��中����气。

�洒式 :经济节约，�
洁力�。���在�槽
中快�冲洗物品。

丝柔式 :���缓，�
飞溅，��节�。

�劲�雨式 :超细��
的��喷�提升淋��
洗�果。

单�式 :�点�束为�
带来�缓的��时�。

��式 :�劲的��喷
淋，��有针对性地带
来活力。

雨淋式 :快�洗掉洗发
�，是冲洗头发的理想
选择。

�劲雨淋式 :�中式的
���式，��起�提
�醒脑的功�。

-007
镀铬

-707
前卫白

-677
��黑

-997
�华�

-347
�智黑

-147
���

Massage

��模式

�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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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技术��需轻�
Select�键�可轻�打
开、�闭或�换���
路和��模式。

���间�在面盆和龙
头�间�义可�性�利
用的�间，满足任何�
���。

智�节�技术��制�
�、节约�和��。为�
带来长久的��体验。

借助��式设计划��
�、边界�间隙，��龙
头周边的�间范围。

�气��技术��大量
�气���中。��
更加柔和、不�飞溅、
淋�时��更加丰�、
�沛。

��动技术��动时�
有����，向左�动
把手�，热�����
��。

快��洁技术�使用柔
性硅�，�过揉��可
便捷地�理钙��积
��。

头顶�洒⻆�可调。

可用��或�丝��。

优质不锈钢。耐用卫
生，功用�大。

地漏长�可��，�大
程�����环�。

轻��制����过�
制面�，可轻�调��
�大小。

借助��基础�件�预
���封�膜，有��
���。

���量大。

轻�快��洁、保护
�面。

快���，缩���
时长。

�有配件�可轻��扣
��杆上或�中�下。

�龛⻔可贴砖，�便�
观地��物品。

�便�洁虹��。

可������，�便
�活的小�间�观�决
��。

����墙和实�墙
��。

两侧贴墙��。

XXL超大尺寸��过大
尺寸喷淋盘��让�体
��沐�在��的�
�中。

一键自由调节�洒�架
��，单手�可操作。
�上����的淋�
体验。

软�可�落地�中顺
利�伸� 76cm且�
静�声

�龛����可调，打
��性布局。

�便���士使用。

单边贴墙��。

�烫技术��过���
�龙头�体，�而�止
龙头�面升温，实现更
��的淋�。

三边贴墙��。

满足�筑��标� 1253。 

��式设计，���
活。

����于木质墙面。

��式地面��，设计
别�醒目。

Hot

Cool

Cool
Start

UP TO

汉�格�技术





汉�格���担保
我们�诺提供长�十年的�件更换服务。
不论��时间长�，都�让���使用。

汉�格�卓�服务
我们经验丰�的卫�专�为�提供�有汉�格�产品
相�的技术�询。
同时，采用�快捷的�式为�提供维�件和备件。

服务时间�
周一�周��9:00-17:30
电话� +86 021-37742288
传�� +86 021-37742202
电�邮件� info@hansgrohe.com.cn

汉�格�卫�产品（上�）有��司
上���江工业�东���申�路2999�
邮编�201611
电话�+86 0 21 3774 2200
传��+86 0 21 3774 2202
www.hansgroh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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