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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并保留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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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单

明细单

散水板部……………………1套

连接管部……………………1套

装饰盖部……………………1套

自攻螺钉……………………4个

不锈钢垫片…………………4个

弯头…………………………1个

施工说明书…………………1本

使用说明书…………………1本

﹜﹜
埋墙安装式
系列场合
(空气混入系
列场合为3个)

天棚安装式
系列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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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条  件
1.供冷水*热水压力：

  最低压力…………0.05MPa（流动压）

  最高压力…………0.5MPa （流动压）

  为了达到更好的淋浴效果，建议使用压力…………0.2～0.4MPa

2.供水温度不超过70℃，建议使用温度60±5℃，供热水请勿使用蒸汽。

3.使用环境温度0℃以上。如果低于0℃，水嘴会出现变形、冻裂等现象。

4.为防止花洒内部损坏，花洒侧吐水温度不得超过60℃，建议使用温度45℃

  以下。

5.长时间不使用时，可能导致水嘴内部及外部锈蚀不能使用等现象。

6.如果您需要废弃本产品，请勿将其作为一般生活垃圾处理，请依照法规经

  由独立的回收体系进行合适的处理、恢复和回收。

7.本说明书中的产品具有清洗功能。

使  用  上  的  注  意

！警告  表示如果无视此标志而误操作时，有可能造成人员重伤或死亡。

！注意  表示如果无视此标志而误操作时，有可能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

1.幼儿禁止使用或幼儿需要由成年人监护使用、老人和残障人士等特殊

  群体应在有行动能力人员陪同下使用。

2.水嘴的供热水一侧处于高温状态，请勿使皮肤直接接触五金配件表面，

  否则可能会烫伤。

3.请勿配反冷*热水配管，否则可能会烫伤。

4.供热水请勿使用蒸汽，否则可能会烫伤。

！警告

使用条件与使用上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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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明细单的产品包括:
DB118C           固定淋浴头
DB122EC          固定式淋浴头
DB130-1C         雨淋花洒
DB130C           雨淋花洒
DB144-1CR        固定式淋浴头
DB144-1ECR       固定式淋浴头
DB144CR          固定淋浴头
DB144ECR         固定淋浴头
DB151-1CR        固定式淋浴头
DB151-1ECR       固定式淋浴头
DB151CR          固定式淋浴头
DB151ECR         固定式淋浴头
DB173C           固定淋浴头
DBX133-1CA       固定淋浴头（淋浴 空气混入) 
DBX133CA         固定淋浴头（淋浴 空气混入)
DBX134-1CA       固定淋浴头（淋浴 空气混入)
DBX134CA         固定淋浴头（淋浴 空气混入)
DBX137-1CA       固定淋浴头（淋浴 空气混入)
DBX137CA         固定淋浴头（淋浴 空气混入)
DBX138-1CA       固定淋浴头（淋浴 空气混入)
DBX138CA         固定淋浴头（淋浴 空气混入)

明细单

DBX152C          五功能固定花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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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
为长期保持产品的美观，请用户按以下方法维护保养。

1.经常用软布擦拭，间或用软布蘸水擦拭。

2.当有污垢且比较明显时，请用中性洗涤剂擦拭后充分进行水洗。

橡胶

喷嘴

 ●轻微污渍的场合

   请在温水中浸泡，拧干抹布经常擦拭污渍。

 ●严重污渍的场合

   用蘸有适量的浴室用中性洗涤剂的抹布擦

   拭污渍后，用清水洗净再擦干。

 ●水形混乱的场合

   橡胶喷嘴堵塞会出现水形混乱的现象。请

   用在温水中浸泡过并拧干的抹布擦拭喷嘴

   的污渍。

   ※请注意用力擦拭会使橡胶喷嘴破损、变

     形而造成水形混乱的现象。

注意！
1.请勿撞击本产品，否则可能会造成故障、漏水。

2.必须使用中性洗涤剂清洗，中性以外的洗涤剂会破坏镀层或使表

  面变色。

3.不得使用酸性洗涤剂和去污粉、抛光粉等含粗颗粒的洗涤剂和尼

  龙刷，否则可能会破坏镀层等。

4.可使用软布擦拭，间或用机油或车用蜡浸布擦拭，但请勿接触树

  脂部件，否则可能失去光泽和产生锈蚀。

5.建议不要长时间不使用，否则可能会导致水嘴内部以及外部锈蚀

  不能使用等现象。

6.随着产品式样的不断更新，实物存在与图示不符的情况，但基本

  安装、使用原理相同。

7.

  

8.

9.

使用上的注意与保养

花洒止水后，从花洒上有短时间滴水现象，这是花洒头部的残留

水排出，几分钟后还没有停止的话，请确认手柄是否完全关闭。

由于混入空气的原因，花洒头内部会有吸气声音，不是故障。

水中含有的矿物质和盐分等污垢，堵塞花洒橡胶喷嘴造成吸气口

有水逆流出来，不是故障，请定期清理橡胶喷嘴。

10.花洒止水后，从花洒上有短时间滴水现

   象，这是花洒头部的残留水排出，几分

   钟后还没有停止的话，请确认手柄是否

   完全关闭。

11.由于混入空气的原因，花洒头内部会有

   吸气声音，不是故障。

12.水中含有的矿物质和盐分等污垢，堵塞

   花洒橡胶喷嘴造成吸气口有水逆流出来，

   不属于故障，请定期清理橡胶喷嘴。

空气吸入口

使用上的注意与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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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与检查

目项查检象    现

漏    水

散水板松动

水流量小

3、4

2、3

4

安装后万一出现故障，请按以下要领拆卸。

※注：若出水不良，请用手揉搓几下吐水不良的小橡胶凸起。

1动松盖饰装

六角棒扳手

小螺钉
(2.是否充分拧紧?) 紧固螺母

(3.是否充
分拧紧?)

过滤网
(4.有无划伤、脏物?)

装饰套

六角棒板手

连接管

散水板部

装饰盖部吐水管部
（是否充分拧紧？）

过滤网
(4.有无划伤、
脏物？)

         花洒部
(3.是否充分拧紧？)

         小螺母
(5.是否充分拧紧？)

球头内部安
装节水器

O型圈
(1.是否安装正确?)

装饰盖

弯头

装饰盖

不锈钢垫片

底座

小螺钉

垫片

弹簧垫片

连接管

带有球头限流阀系列水嘴

内部有节水器 装饰盖

自攻螺钉
(6.是否充分拧紧？)

自攻螺钉
(6.是否充
分拧紧？)

不锈钢垫片

底座

连接管

圆型底座系列水嘴

连接管、底座晃动 5、6

(此图内未拆分的零部件，需要拆卸的情况下，请联络售后服务人员进行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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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与检查

目项查检象    现

漏    水

散水板松动

3、4、5、6

2、3、5

4

安装后万一出现故障，请按以下要领拆卸。

1动松盖饰装

连接管、底座晃动 7、8

水流量小

※注：若出水不良，请用手揉搓几下吐水不良的小橡胶凸起。

空气混入系列水嘴

弯头

过滤网
(4.有无划伤、脏物?)

装饰盖

     O型圈
(1.是否安装正确?)

连接管

内部有节水器

散水板部

         垫片
(6.有无划伤?)

小螺钉
(2.是否充分拧紧?)

固定套
(5.是否充分拧紧?)

小螺钉
(2.是否充分拧紧?)

连接球头
(3.是否与连接管
充分拧紧?)

埋墙安装式系列空气混入水嘴

连接管

自攻螺钉
(8.是否充分拧紧?)

不锈钢垫片

O型圈
(1.是否安装正确?)

固定圈
(7.是否充分拧紧?)

底座

装饰盖

卡环

(此图内未拆分的零部件，需要拆卸的情况下，请联络售后服务人员进行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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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与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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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保修卡

用  户

销售安装店

购买日

保修期
自购买日起本体及阀芯保修有效期5年，

其余部件保修期为1年

*若上栏内容未记全，该产品保修卡将视为无效。因此请用户购买时对记入内
 容进行确认。
*本产品保修卡中的保修项目仅限于产品保修卡中所约束的免费维修项目进行维修。

*在保修期间，若产品发生故障（漏水、渗漏），请用户向销售店或安装店出
 示产品保修卡及购买发票、提出修理要求。

                        免费维修规定
1.保修期间,在用户正确按说明书、不干贴等指示，使用本公司产品的情况下，
  本公司将对有故障产品进行免费维修。

2.在保修期内发生损坏需得到免费修理时，请持本产品保修卡和购买发票委托
  安装店或销售店办理。
3.在保期内，下面所列场合的维修为有偿维修。
  ①使用不当或私自进行的不当修理及改造所造成的故障及损伤。
  ②安装施工时的不注意或过失造成的故障及损伤。

  ③安装后又拆移等原因造成的故障及损伤。
  ④超出使用范围以外的场合下使用本产品所造成的故障及损伤（如家庭用商
    品作为业务上商品使用。）
  ⑤砂粒或污物等造成的损伤。
  ⑥由于日常的维护保养不当造成的肮脏、电镀部分生锈等不良。
  ⑦由于火灾、地震、水灾、雷击及其他天灾、公害、气害（液化气）、盐害
    及异常电压、使用指定外
    的电源（电压、频率）等原因造成的故障及损伤。
  ⑧本产品保修卡没指定的场合。
  ⑨本产品保修卡中用户姓名、销售店、安装店、购买日期未填写的场合。

  ⑩不能出示购买发票的场合。
4.本产品保修卡仅适用于中国国内。
5.本产品保修卡丢失不补，请顾客妥善保管。

DBX152C场合

内部有节水器

淋浴头松动

给水管晃动 1

4、5



东陶(中国)有限公司

全国售后服务电话：800-820-9787(固定电话)

　　　　　　　　　400-820-9787(手机用户)

销售商：东陶(中国)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号 北京嘉里中心北楼1915室

网  址：www.toto.com.cn

合格证

    本品经检查判定合格

    执行标准：GB/T 23447-2009、GB 28378-2012

    产品型号：见包装箱上的标签

    产品名称：见包装箱上的标签

    生产日期：见包装箱上的标签

    组装工厂：东陶（大连）有限公司

    电    话：（0411）87624383

    厂    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北二街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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