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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ation Manual

  安装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施工说明书，并保留备用。
Before installing the product, please read the Installation 
      Manual carefully and keep it for future reference.

After installation, the manual must be kept by the cust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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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stallation of the Shower Hose
   (1) Check whether the nut has the seal gasket inside;
   (2) Connect the hose with the threads of the hand shower part, as shown in Figure 2:
   Note:  Please well tighten well the joint to prevent water leakage.

Shower installation 明细单

明细单

淋浴软管………………………………1根

手持花洒………………………………1个

淋浴支架………………………………1套

施工说明书……………………………1本

使用说明书……………………………1本

使用此明细单的产品包括：

TBW07008* 单功能手持花洒（浴室淋浴用）
TBW07009* 三功能手持花洒（浴室淋浴用）
TBW07011* 单功能手持花洒（浴室淋浴用）
TBW07012* 两功能手持花洒（浴室淋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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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条件

使  用  条  件

1.手持花洒需配合水龙头使用。

2.供冷水*供热水压力:

  最低压力……………0.05MPa(流动压)

  最高压力……………0.5MPa(流动压)

  推荐使用压力………0.1～0.5MPa(流动压)

  检测压力……………0.5MPa(流动压)

3.供热水温度不得超过70℃，建议使用温度60℃，供热水请勿使用蒸汽。

4.使用环境温度1℃～60℃，如果低于0℃，手持花洒会出现变形、冻裂等现

  象。

5.为防止花洒内部损坏，花洒吐水时温度不得超过60℃，建议使用温度45℃

  以下。

6.为了达到最好的安装与使用效果，手持系列花洒推荐与「TOTO」水嘴一起

  配套使用。

7.安装时，淋浴支架与水嘴本体中心距离最大为1150mm。

8.长时间不使用时，可能导致花洒内部及外部锈蚀不能使用等现象。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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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本说明书的产品具有清洗功能。

Shower installation

1. Installation of the Handshower Bracket, as shown in Figure 1: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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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ation completion figure

TBW07011*/TBW07012* series
Hand Shower (for bathroom shower)

L=1600

21°

防冻措施

施工上的注意与保养

！警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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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请勿配反冷*热水配管，否则可能会烫伤。

3.供热水请勿使用蒸汽，否则可能会烫伤。

施  工  上  的  注  意

！注意
1.请勿撞击本产品，否则可能会造成故障、漏水。

2.随着产品式样的不断更新，实物可能与图示不符，但基本原理相同。

3.在可能结冰的场所使用时，要切实做好防冻措施。

  由于结冰，零件破损，有可能导致漏水，造成财产损失。因结冰而造成的破

  损即使在保修期内也是有偿修理。请不要让产品的温度低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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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污垢且较明显时，请用中性洗涤剂擦拭后充分进行水洗。

3.不得使用洁厕粉、去污粉、机油、辛那水、强酸、强碱性洗涤剂或含

  颗粒物质的洗涤剂、尼龙刷子来清洁本产品。

保 养

在可能结冰的场所使用时，要切实做好防冻措施。

1.产品结冰的话零件损坏，成为漏水的原因。

2.因结冰造成的零件损坏即使在保修期内也是有偿修理。

3.施工完了后或长时间不使用时，要有预防突然降温的准备，要对产品进行

  结冰预防。

4.因为由结冰的危险，请不要让产品周围的温度在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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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完成图

注：上记尺寸单位为mm；

TBW07008*/TBW07009*系列手持花洒（浴室淋浴用）

L=1600

15°

5

Installation completion figure

L=1600

15°

TBW07008*/TBW07009* series
Hand Shower (for bathroom sh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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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freezing measures

！Attentions

Maintenance

安装完成图

注：上记尺寸单位为mm；

TBW07011*/TBW07012*系列手持花洒（浴室淋浴用）

L=160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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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洒的安装

(1)对照淋浴支架上的安装孔尺寸，在墙面上沿竖直方向用

∅6mm钻头开两个间距为20mm的孔；

(2)在孔内打入胀套；

(3)把支架底座放在预先打好孔的墙面上，再用螺钉紧固支

架主体；

(4)然后将淋浴支架外壳装上。

1.淋浴支架的安装，如图1所示：

安装完成示例：TBW07008*系列花洒

图1：淋浴支架的安装

淋浴支架主体

膨胀管
淋浴支架塞套

2
0

淋浴支架主体

固定螺丝∅4.2×30

淋浴支架衬套

Use condition

Use condition

！Warning

Attentions i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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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ed list

Detailed list

The products using the detailed list include:
TBW07008* Single-Function Hand Shower (for bathroom shower)
TBW07009* Three-Function Hand Shower (for bathroom shower)
TBW07011* Single-Function Hand Shower (for bathroom shower)
TBW07012* Two-Function Hand Shower (for bathroom shower)

2.淋浴软管的安装

  (1)确认螺母内有无密封垫片；

  (2)将软管与水嘴部螺纹相连接,如图2所示：

     注意：连接处请充分拧紧，防止漏水。

花洒的安装

图2：淋浴软管的安装

其他系列同上图

例：TBW07008*系列花洒

手持花洒

螺母
(内含密封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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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标准：GB/T 23447-2009、GB 2837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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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陶机器(广州)有限公司

    电    话：（020）34764020

    厂    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南大道7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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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厂家与销售商

扫描二维码，
服务预约，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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