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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上的注意点

●为了安全起见，请务必遵守。

在安装施工前，请详阅「安全上的注意点」后正确安装。

为了安全﹑正确地安装产品，防止给使用者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以及防止造成施工人员伤害，此说明书采用了很

多标志，标志的内容说明如下。

为了使施工人员安全、正确地安装产品，本说明书及产品中还采用了如下标志，请在完全理解的基础上正确安装。

安装结束后，请确认器具是否有松脱不稳或者漏水等安全上的隐患。

同产品一起包装的使用说明书对使用者能否安全﹑正确地使用产品

非常重要。请妥善保管，勿遗失﹑弄脏。该说明书于施工完成后交

由使用者或者建筑工程责任人保管。

警告 表示如果无视此标志而错误操作时，有可能会造成人员重伤或者死亡。

注意 表示如果无视此标志而误操作时，表示有可能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假想内容。

标　志 意　　　　　　　　思

表示不可行「禁止」之意。

表示必须「强制」实行的内容。

标　志 意　　　　　　　　思



警告

必须实行

按照安装说明书正确安装。

因施工上的疏忽，有可能会发生漏

水而造成家庭财产污损。

禁 止

禁 止

搬运浴缸时，不要手提浴缸的配管和喷嘴、或和硬的物体相碰撞。

如浴缸产生裂缝，有可能会引起划伤或漏水而造成家庭财产污损。

请勿踩在浴缸上作业。

否则可能由于滑倒造成人身伤害﹑或者导致产品破损。

必须实行

请按照施工顺序确实安装好排水管。

施工上的疏忽，可能会发生漏水从而造成家庭财产污损。

必须实行

必须实行

开箱后、请尽快处理不需要的包装材料。

木框·钉子·纸板和封箱带可能造成人身伤害。

另外，请勿让儿童玩耍塑料袋，否则会发生

意想不到的事故。

必须设置防水层。

而且、防水层应该设置到浴缸大面上面以

上的高度为止。

由于施工上的疏忽而发生的漏水，可能会造

成家庭财产的污损。另外，照明设备等的故障，

也会对产品造成影响。

※须设置到浴缸大面上面以上的高度为止。



注意

必须实行

在安装浴缸时，请在墙壁·瓷砖和浴缸之

间设置 100mm / 290mm 以上的间隙。

另外，请按照操作顺序对浴缸周围进行填

缝密封。

因浴缸的热膨胀，可能会使瓷砖等壁材破损，

发生漏水从而造成家庭财产损污的情况发生。

必须实行

禁 止

必须实行

必须采取防冻结措施。

否则可能由于水管冻结，造成水管破损。

请勿使用除自来水以外的水源。

若使用井水等，可能由于腐蚀造成漏水。

因技能部漏水而预测会造成损害时，必须对机能部安装场所进行地面防水处理。

否则万一漏水时，可能导致下层居室受到损害。

间隙290mm以上
间隙100mm以上

间隙
100mm以上

间隙
100mm以上



2. 零件清单

●产品开箱后，请依据以下内容确认零件及数量。



3. 需准备物品

注意：上面物品客户自备。

R1/2

连接用配管2根（冷、热水管）

软管

或

admin
附注
“admin”设置的“Marked”



4. 尺寸图及规格  

4 - 1 浴缸尺寸图
■浴缸

遥控器

电磁阀

HC

UpUp

温控阀

水魔力喷嘴水魔力喷嘴

热水进水管

冷水进水管

混合水注水管

气泡按摩泵

水魔力按摩
肩部水泵

水中照明
水中照明

溢水口

吸入口

水栓盒

吸入口

排水口

G3/4



4 - 2 规格一览

※1：浴缸外尺寸的高度，包含浴缸支持架台的高度。

1800(长)X1400（宽）X765(高)

最大540L/min（合计） 

最小21L/min 

G 3/4

注水压力 1.5～2.0MPa

185Kg

1种模式、单色10色

额定电压 220V

频率 50HZ

额定功率 1508W

额定电流 7.1A



5. 施工步骤

7-1、浴缸安装准备、浴缸的安装

7-2、电器施工

7-3、确认及试运行

⑴、浴缸安装准备
⑵、连接排水管
⑶、浴缸的安装
⑷、连接冷水、热水管

⑴、确认浴缸注水
⑵、确认水泵按摩
⑶、确认气泵按摩
⑷、确认水中照明
⑸、确认锁键
⑹、确认淋浴
⑺、确认排水

7-4、装修

7-5、安装靠枕

7-6、最终确认

⑴、浴缸的固定
⑵、瓷砖砌筑



6 - 1 浴缸

6. 施工上的注意点

1
浴缸安装前，请确认浴缸本

体·配管是否有异常。 2
请勿将梯子置于浴缸内。浴

缸边缘请勿放置重物。

（否则可能导致产品破损。）

4
请勿将明火、点着的香烟置

于浴缸上。

（否则可能导致产品破损。）

7
搬运浴缸时，请勿手持配管，请勿让浴缸与硬物碰撞。

5
请勿仅支撑边缘面进行施

工。

（否则可能导致产品破损。）

6
请勿将浴缸置于屋外或长时

间受到日晒的场所（日光浴

室等）。

（否则可能导致浴缸变色。）

3
请勿剥掉浴缸的保护材。另

外、在安装工程结束前请用

纸板保护浴缸。

（否则可能导致产品破损。）

●必须遵守 NEOREST 浴缸施工上的注意事项。



6 - 2 水管连接

● 温控阀将冷、热水混合后，经电磁阀后吐水口放出热水，通常情况下放出的水温要低于混水阀热水的温度。

● 电磁阀的阀前水压，建议0.15MPa--0.2MPa（流动时）。（0.75MPa 以下,静压）

* 若压力过小，可能无法形成瀑布状吐水。并且注水时间也会较长

* 若压力过大，可能瀑布吐水距离大、水流量大，易溅出。

● 热水器应符合以下条件
● 供给温控阀的水压： 最低必要水压（流动时）0.2MPa，最高水压（静止时）0.75MPa
● 供给温控阀的水温： 60 ～ 70 ℃
● 电磁阀的热水使用量

　　　 *最高注水温度： 49℃

　　　 *最小注水流量： 21L/min

● 温控阀口径为 G 3/4 。配管口径请勿小于阀体口径。

否则产品无法充分发挥功能，可能给客户带来不便。

● 螺丝的连接部位，请将密封带与液态密封剂配合使用。

● 排水处理

请为排水管顶端与排水口预留合适的吐水空间。

若空间不足，积溜的水可能倒流。

电磁阀

表示客户连接

表示工厂已经连接

温控阀

工厂
已经连接

配套连接管

G3/4

G3/4

客户自己连接管

（*为了便于后期维修，
建议离墙面后使用软管
连接）

admin
附注
“admin”设置的“Marked”

admin
附注
“admin”设置的“Marked”

admin
附注
“admin”设置的“Marked”

admin
附注
“admin”设置的“Marked”



6 - 3 清洁浴缸用花洒的安装条件
●安装清扫浴缸用花洒时，请务必遵守以下条件。

（1）使用水压的确认

（2）供热水温度的确认

●请使用 70 ℃以下热水。

　另外，为了安全，建议使用 60 ℃的热水。

●供热水  请勿使用蒸汽  。

（3）排管

●冷热水管请  勿装反  。

另外，为了减少阻力损耗，请以最短距离进行排管，并包裹保温材料。

●为了防止冻结请将排管包裹保温材料的预防冻结措施。

※ 若供水压力超过 0.75MPa 时，请用市场销售的减压阀降至 0.2MPa 左右。

冷水·热水压力｛
最低必要水压（流动时）……0.08MPa

最高水压（静止时）　　 ……0.75MPa



7. 施工要领

7 - 1 浴缸安装准备～浴缸安装

（1）浴缸安装准备

●请确保从浴缸外尺寸开始有 500 ｍｍ以上的空间，并决定浴缸的安装位置。

●浴缸大面上基准线下侧设置通气口（φ50 程度）。

●混水阀的安装，参考混水阀的安装说明书。

※气泡按摩空气取入口。

※在外侧安装通气口盖。

●请将冷、热水管、注水管排在检查口侧。

另外，为了能在泵侧设置检查口，请确保有足够的空间。

※请在冷、热水管上安装逆止阀与止水阀。

（2）连接排水管

警告
只能是直接排水。

 若间接排水，可能由于湿气造成机

器故障。因此必须直接排水，并确

保干燥。必须实行

●浴缸的排水金具粘接聚氯乙烯管（φ 40）。

※1 排水管件由现场准备。

●排水栓下部是 G1 1/2 的螺钉状时，因此不用黏结剂时用旋入螺母连接。

100以上

50以上

290以上

14
00

700*450mm

550*450mm



（4）浴缸的安装

●请在浴缸上分别安装冷水 .热水 .注热水管连接用的水管。

※ 1 . 管道连接时请将密封带和液态密封剂配合使用，密封。

2 . 为了便于维修，离墙面后冷、热水管请务必
用软管连接。

（3）温控阀的安装

●请查看温控阀的安装说明书。

※连接时请将密封带和液态密封剂配合使用，密封。

●请水平安装浴缸。

●浴缸脚是调节脚，请松开紧固螺母（六角）
调至水平。

※调节脚的调整范围是±5mm 。

●浴缸水平调整后，请用紧固螺母拧紧调节脚。

注　浴缸调至水平后，浴缸底面的排水斜度
    通过水平尺来确认。

电磁阀 连接注水管
（温控阀配套）

连接用软管（客户自备）



（5）连接冷水、热水、注水管

①、参考P16连接冷水、热水、温控阀的水管。

②、连接完毕后，进行漏水检查。

※ 1 . 连接的螺纹要紧固。

2. 螺纹连接处需要胶带，增加紧固。

注意
连接水管之前，请务必关闭总水阀。

必须实行

请勿对温控阀本体加压

检查压力和时间：在 0.3MPa 5 分钟以上



警告

·必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请有资质的人员进行电气施工。

错误施工可能会发生故障、漏电 ,从而导致触电。
连接接地线

·请勿使用加工过的电源线 ,或者不要与其他器具共用电源插座。

否则可能触电 ,并由于发热引起火灾。
禁 止

●确认电源

●浴缸控制盒电源线的连接

7 - 2 电气施工

7 - 3 、确认及试运转

进行遥控器通电确认 , 请按照使用说明书的内容试运行。确认正常动作后 , 向客户说明使用方法 ,

并将说明书交由客户保管。

警告
·施工完成后 ,必须确认漏电断路器是否动作。

漏电断路器若非正常动作 ,可能引起触电、火灾。必须实行

■遥控器的通电确认

admin
附注
“admin”设置的“Marked”



（7）、确认排水

打开浴缸排水栓 ,排空浴缸。排水结束后大约 3分钟，气泵自动运行1分钟排滞留水。

（6）、确认淋浴

（1）、确认注水

（2）、确认水泵按摩

（3）、确认气泵按摩

（4）、确认水中照明

（5）、确认锁键

④、确认配管是否漏水。

①、按下按键，水泵工作。

②、再按此键，水泵停止工作。

①、按下按键，气泵工作。

②、再次按此键，气泵切换到弱档。

③、第三次按此键，气泵工作停止。

①、按下按键，进入10秒颜色自动渐变模式，颜色转变时间为7秒。

②、再按此键，关闭电源。

③、第三次按此键，进入单色模式。

①、打开排水栓外壳 ,取出花洒。

②、将花洒面向浴缸 ,打开冷热水栓 ,确认花洒是否吐水。

③、10 分钟后 ,关闭冷热水栓。

①、按下按键，开始注水。

②、再次按此键，注水停止。

①、浴缸所有功能关闭后，长按此键3秒后，按键处于锁定状态，不能操作；

②、再次长按此键3秒，按键解锁，可以操作。
长按键



7 - 4 、装修

（1）浴缸的固定

①.请用砂浆、强力黏合剂固定浴缸的下部脚（架台长边侧脚的 4处）。

注　请注意不要将砂浆和强力黏合剂粘到浴缸本体上。

注意
请用砂浆和强力黏结剂将浴缸牢固的固定。

·若固定不牢，可能造成浴缸摇晃不定。
必须实行



（2）、瓷砖砌筑

● 请在浴缸四周砌筑台面，裙边及粘贴瓷砖。

※砌筑前，请在浴缸中注水，试运转后确认连接部有无漏水等。有关试运转，请参照 P18

※台面粘贴瓷砖前，请先决定温控阀的安装位置。具体安装参考温控阀的安装说明书。

※请确保浴缸和瓷砖之间留有间隙，并用（脱）酒精系硅胶填充其间隙。

※台面裙边施工时，请务必在安装浴缸前将敛缝材料贴于台面或者浴缸背面。否则，浴缸安装后将无法贴敛缝材。

60mm

450mm

(100mm)

(550mm)
(检查口)

(检查口)

(100mm)

(290mm)

(100mm)

(100mm)

(700mm)

(50mm)

（165）mm

(20mm)



7 - 5 、安装靠枕
● 安装靠枕

7 - 6 、最终确认
● 全部安装结束后，按照「确认及试运转」要领，再次进行试运转·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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