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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颗粒异物吸入时应立即停机，请排除异物后再使用。

 如主机异响时，应立即停机，请排除主机异响后再使用。

 洗浴头最好专人专用，如需给不同的人使用，需用医用消毒液浸泡清洗后，方可使用。

 使用后需要清洗保养，如供水排水系统残留有污垢的话，会导致霉菌、杂菌以及异味的滋生。

 本产品操作使用，需要经过专门培训，因使用人员操作不当造成的损失，本公司概不负责。

使用随器具附带的新软管组件,旧软管组件不能重复利用。

 机器本身无灭菌消毒功能，所以对未知细菌感染及疾病传播，本公司概不负责。



 禁止皮肤有伤口或红肿的人使用；

 禁止重症人员在没有医嘱的情况下使用；

禁止将整机浸泡在水中，也不能用水冲洗设备；

 禁止在煤油、汽油、煤气等易燃物品旁边使用；

禁止靠近热源或在高温地方使用；

禁止湿手拔插电源；

 禁止对整机进行拆卸、维修和改造；

 禁止在洗浴头拆卸时使用，否则无法正常工作；

禁止使用破损的配件及非本公司的配件；

 禁止使用含氯漂白剂、稀释剂、苯胺、杀虫剂等易燃易爆物品；

 禁止在回吸孔或排气口堵塞时使用；

 禁止将硅胶洗发头靠近耳朵、眼睛、鼻子、嘴等；

禁止将清水出水开关浸入水中；

 禁止吸粉尘等，可能会造成水管和马达堵塞。

 禁止幼童骑在设备上玩耍；



2.2部件名称
2.2.1主机

喇叭

功能按键

USB电源插口

排水阀

净水管进水接头

排污管排出接头
负压排风出口

快拆工作头

喷吸头

出水口

回吸孔

清水开关
硅胶洗发头 净水管过滤头连接套和

海绵擦澡头

排污管 吸污洗浴管适配器

按键开关

吸污管

净水管



电源指示灯(蓝色)
故障指示灯(红色)

2.2.3.1 擦澡、洗头、淋浴这三种功能的功率档位均有普通模式和增强模式两种；

2.2.3.2 功能关闭状态下，短按功能按键，打开相应功能，并且默认为普通功率模式；

2.2.3.3 功能打开后，短按功能按键，切换到增强模式，并语音提示“已切换到增强模式”，再次短按功能按键，切换到普通

模式，语音提示“已切换到普通模式”；

2.2.3.4 功能打开后，长按功能按键，关闭该功能；

2.2.3.5 功能打开后，短按选择其他功能的按键，则关闭当前功能，并打开选择的功能。

2.2.2 功能键说明 (如图所示)

2.2.3 功能键的使用

2.2.4.1 开机后，默认音乐关闭状态；

2.2.4.2 短按电源按键，打开音乐，再次短按电源按键，关闭音乐；

2.2.4.3 开启音乐后，插入U盘(带MP3格式的音乐文件,U盘仅支持FAT16,FAT32文件系统,容量不超过32G)，之后循环播放

U盘的音乐；

2.2.4 音乐播放控制

淋浴指示灯(蓝色)

洗头指示灯(蓝色)

洗头模式

擦澡模式 淋浴模式

电源开关

擦澡指示灯(蓝色)



2.2.5.1【主机倾倒大于35度报警】:故障红灯常亮，电源蓝灯灭，语音重复播报“机器倾倒,请扶正”，重复周期为10秒。

此故障去除办法:平放好机器。

2.2.5.2【中转器进水报警】:故障红灯闪烁(亮1秒,灭1秒)，电源蓝灯灭，语音重复播报“中转器故障，请等待故障灯消失再尝试”，

重复周期为10秒。

此故障去除办法:静待1分钟，机器自然排放掉空气过滤器内的积水。

2.2.5.3【吸污电机故障】:故障红灯快闪(亮0.12秒,灭0.12秒),电源蓝灯灭,语音播报一次“吸污故障”。此故障去除办法:等待3秒

后,再次尝试使用机器。

2.2.5.4【水泵电机故障】:故障红灯慢闪(亮2秒,灭2秒),电源蓝灯灭,语音播报一次“喷水故障”。此故障去除办法:等待3秒后,再

次尝试使用机器。

2.2.5.5【排污阀打开报警】:故障红灯灭，电源蓝灯快闪(亮0.35秒,灭0.35秒)，语音播报一次“排污阀已开，正在排污，请在排污

结束后关闭排污阀”。

此故障去除办法:关闭排污阀即可去除。

2.2.5.6【污水满报警】:故障红灯灭，电源蓝灯闪烁(亮1秒,灭1秒)，语音播报一次“污水桶已满，请排掉污水”。

此故障去除办法:打开排污阀进行排污，直到污水不满。

(注:以上任意一个故障报警出现时，机器停止洗浴功能，故障去除后恢复洗浴功能。)

2.2.5 故障灯指示和语音提示

2.3.1 开启擦澡/洗头/淋浴模式，按下清水出口控制按钮，清水即可喷出。如果你松开按钮，净水就会停止喷射。

2.3.2 当所有模式(擦澡、洗头、淋浴)关闭时，无论按下或松开控制按钮，净水都无法喷出来。

净水出口控制按钮

2.3 清洁水出口开关的使用(如图)

2.4.1长按电源开关，主机开机，电源指示灯为蓝色，语音提示“机器已开机”。

2.4.2长按电源开关，主机关机，所有指示灯及功能关闭，语音提示“机器正在关机”。

2.4.3开机后，如果超过30分钟不使用任何功能(按摩淋浴/洗头/淋浴模式)，机器将自动关机。

2.4 开关机



3.1.1 硅胶花洒用于洗头发， 海绵花洒用于擦澡和淋浴。

3.1.2 安装时，将花洒与喷头对好，向内扣入再顺时针旋紧；

如图示：

3.1 安装硅胶/海绵花洒和喷头

3.2.1 将清洁水软管(带过滤器)对准主机的清洁水软管接口，直接推入主机。

3.2.2 将排污软管对准主机的排污口，直接推入主机。

净水管进水接口

污水排出接口

3.2 安装净水管和污水管



握住洗浴头接口,将其与主机接口对齐，并用力按入,再将洗浴头接口顺时针旋转，固定在主机上。

3.3 安装洗浴头与主机

握住适配器接口，对准主机对应的接口，插入即可。

3.4 安装适配器与主机



4.1.1 确认洗浴头软管与主机连接完好;

4.1.2 选择适用洗浴头;

4.1.3 备好合适温度的清水。

4.1 开机前的准备

4.2.1 接通电源，按电源开关，检查设备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4.2.2 使用前，再次确认硅胶、海绵花洒是否干净，如有脏污，需清洗干净后再使用。

4.2.3 检查硅胶洗发花洒、海绵洗浴花洒、污水回吸软管等是否有破损，如有破损需及时更换。

4.2.4 检查主机是否有异响，如发现异响应找到原因，排除异响后再使用。

4.2.5 检查硅胶花洒/海绵花洒是否安装正确。

4.2.6 务必确认排水阀为关闭状态。

4.2.7 将洗浴所需物品放置在随手可取的地方。

4.2.8 洗浴环境：洗浴室温度最好在26℃以上，建议在空调房间洗浴，或者使用其他方式取暖。

4.2.9 备好干毛巾和吹风机。

硅胶花洒 将其与槽对齐，向内固定，检查有无漏水。

4.2 洗头/洗浴前的检查、准备工作



4.3.5 将免洗型沐浴露或香皂涂抹到皮肤上。

花洒连接套 海绵花洒头

4.3.2 按电源开关，给主机通电。（电源开关不打开，其他功能模式均无法启动。）

4.3.3 短按擦澡按键，开启擦澡功能，并根据用户感受，再次短按擦澡按键，切换普通功率模式和加强功率模式。

4.3.4 手持花洒手柄，按住出水开关，将海绵按摩花洒头紧贴在皮肤上来回移动将皮肤打湿。

4.3.1 装上海绵擦澡头。

4.3 擦澡的操作步骤



4.3.6 手持喷吸头，将海棉花洒头紧贴人体皮肤，按住净水出水开关，在皮肤上来回移动直到清洗干净。

4.3.7 清洗完毕后，皮肤会有些湿润，可根据客户需求用毛巾擦干水分。

正确操作: 海绵擦澡头紧贴皮肤 错误操作: 海绵淋浴头离开皮肤时，
没有松开清水出水开关并等待2S。

4.3.8 注意事项：

4.3.8.1 在擦澡前，需先将海绵花洒头紧贴在皮肤上，再按下出水开关；

4.3.8.2 在擦澡过程中，海绵淋浴头需要紧贴皮肤移动，否则会有水流出；

4.3.8.3 在擦澡 结束时，先松开按键开关，等待2S停止出水后，再将海绵花洒头离开皮肤，否则会有水流出。

4.3.8.4 遇到手指缝、腋下、腹股沟等不方便清洗的地方，另用毛巾轻轻擦拭既可。



如果是厚而长的头发，建议使用鸭嘴夹
将头发分成2-3层，逐层清洗。

4.4.1 装上硅胶洗发花洒头；

4.4.2 长按电源键开机，短按洗头按键，开启洗头功能，并根据用户需要，通过继续短按洗头按键，切换普通功率模式和

加强功率模式；

4.4.3 手持硅胶洗发花洒，将硅胶花洒头紧贴头皮，按住净水出水开关，来回在头上移动，将头发打湿 (见图一)；

4.4.4 再将免洗型洗发水或洗发泡沫涂抹到头发上 (见图二)； 

4.4.5 手持淋浴手柄，将硅胶花洒头紧贴头皮，按住清水出水开关来回移动，直到泡沫洗干净。

4.4.6 长发清洗方法：需要一只手托起需要清洗的发梢部分，一手手持花洒手柄紧贴手掌，清洗步骤同上。

4.4 洗头的操作步骤



4.4.7 清洗完毕后，头发有些湿润， 可用毛巾擦干或吹风机吹干头发。

正确操作: 紧贴头皮，完全无滴漏。 错误操作: 倾斜，部分未贴合头皮，
少量滴漏。

错误操作: 花洒离开头皮时，未松
开清水出水开关，会有大量的水

喷出，淋湿用户。

4.4.8 注意事项：

4.4.8.1 在洗头前，需先将硅胶花洒头紧贴在头皮上，再按下出水开关；

4.4.8.2 在洗头过程中，硅胶淋浴头需要紧贴头皮移动，否则会有水流出；

4.4.8.3 在洗头结束时，先松开按键开关，等待2S停止出水后，再将硅胶花洒头离开皮肤，否则会有水流出。

4.5.1 装上海绵淋浴头。

淋浴连接套 海绵淋浴头

4.5 淋浴的操作步骤



4.5.2 按电源开关，给主机通电。（电源开关不打开，其他功能模式均无法启动。）

4.5.3 短按淋浴按键，开启淋浴功能，并根据用户感受，再次短按淋浴按键，切换普通功率模式和加强功率模式。

4.5.4 手持淋浴手柄，按下清水出口开关，喷淋全身。

4.5.5 将免洗型沐浴露或香皂涂抹到皮肤上。

4.5.6 手持淋浴手柄，按住净水出水开关，在皮肤上方喷淋，直到将泡沫清洗干净。



4.3.7 清洗完毕后，用毛巾擦干水分。

4.6.1 洗浴完毕后，长按电源开关关机，收起电源适配器，打开排水阀排出污水，排水完毕后及时关闭排水阀。

(注：排污过程中，主机不能工作。)

4.6.2 清洁：详见维护与保养;

4.6.3 机器归位：放在干燥与阴凉的地方。

4.6 使用完毕后的整理工作

4.7.1 将污水软管对准主机排污管接口，向内推紧。

4.7 污水箱污水排放 （图示）



净水出水口
不出水

连接电源，按压电源开关，选择任意模式检查
是否出水。检查主机是否通电

污水箱已满

污水箱或排污管被异物堵住

污水箱内没有水

污水回吸软管和污水箱内部脏污

硅胶洗浴头部分回吸孔有异物堵塞

硅胶洗浴头与花洒之间有间隙

风机为弱风档位

排出污水

清洗

无需处理

定期消毒清洗

清洗硅胶回吸孔和喷头过滤网

重装硅胶洗浴头

改为强风档位

排污口不出水

洗浴机有异味

淋浴花洒持续
漏水或回吸污
水力度不够

4.7.2 再将排水阀逆时针旋转90°，即可开启污水排放。

常见的故障，用户可以自行尝试解决。当遇到解决不了的故障时，及时联系厂商，找专业人员处理。

常见故障 故障原因分析 故障处理方法

常见故障处理方法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重量

污水箱容量

噪音

最大进水压力

防水等级

外观尺寸

包装尺寸

电源输入

额定电压

额定功率

额定电流

使用环境

便携式智能洗浴机

ZW189Pro

4.8KG

5.2L

68DB

35KPA

IP54

406*356*208mm

510*395*430mm

AC100-220V

24V

240W

5.8A

室内

温度：10-40℃

湿度：30-75%RH

温度：0-40℃

湿度：45-75%RH

7.1 所有的日常保养和维护工作必须在断电状态下进行。

7.2 外壳的清洁：可用湿抹布等柔性材料擦拭外壳,不得使用任何钢丝球、毛刷等硬性材料擦拭外壳,也不可用水直接冲洗

外壳。可用洗洁精等常规的洗洁液,不可用煤油、汽油等腐蚀性液体。

(清洗供水管与污水箱时，应先把喷吸头上的过滤网拆除)

7.3 过滤网拆除流程：先将硅胶洗发头拔下一逆时针旋转拧下—即可拆除过滤网。

储存环境

工作环境

喷嘴



7.4 净水管道的清洁： 打开电源开关，选择任意洗浴模式，通过过滤净水管吸入事先准备好的清洗消毒用水，然后按住清水

出水开关喷水，观察花洒头排出的水是否干净。

7.5 污水回吸软管和污水桶的清洁： 打开电源开关，选择任意洗浴模式，让花洒头回吸事先准备好的清洗消毒用水，通过污

水回吸软管进入污水桶，拔掉DC电源线，适当晃动主机清洗污水桶，打开排水阀排空污水。

7.6 准备一桶清水，重复执行7.4 和 7.5的操作，祛除清洗消毒用水的残留。（以上操作，净水出水开关不可浸入水中。）

观察花洒头喷出的水是否干净

吸入清水，清洗污水箱及回水管



7.7 污水回吸软管内可能残留部分水，需取下淋浴头把残留的部分水排除干净。

7.8 硅胶洗发头，海绵擦澡头使用后，须用医用消毒水浸泡清洗，然后用温水清洗掉消毒水后才能再次使用，或更换新的淋

浴头。

7.9 设备长期不使用时，须采取以下措施：

7.9.1 须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保持设备干爽，零部件不易损坏。

7.9.2 保持主机为断电状态。

7.9.3 设备风干后，须套一个塑胶袋密封，防止粉尘进入。

本产品达到使用期限时，请将其送至合适的场所，以保护环境。



除外力损坏外，质量保修一年。

9.1.1 持有“产品保修卡”，并填好记录的。（详见产品保修卡）

9.1.2 用户自购买之日起一年内，公司提供免费保修服务。

9.1.3 超过保修期的产品，公司提供收费维修服务。

9.1.4 保修期的产品，如损坏程度检证无法维修或该型号配件已停止供货的，公司提供不低于原产品的同档次产品更换。

如无同档次产品,在用户同意的前提下,提供更高级新产品更换,但需补差价,差价以更换日当天市场价格计算。

9.1 保修范围:

9.2.1购买一年以上。

9.2.2未按说明书正确使用。

9.2.3不使用本公司生产的零部件。

9.2.4因事故导致部件损坏。

9.2.5消耗品不在保修范围内，如硅胶花洒、海绵花洒、海绵花洒连接槽、排污软管等。

9.2.6其他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坏。

9.2保修不包括:



服务热线： 400-106-9616
官       网： www.zuowei.com
邮       箱： info@zuowei.com
地       址：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新石社区颐丰华创新产业园7号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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