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置按键

一键即能进入菜单管理设置你的spa。请参考设置
部分下面关于设置菜单的详情。

模式键

连续按模式键可以访问控制你的spa所连接的不同
可选附属设备，例如音频和其他附属设备。注意，
如果附属设备不在你的spa配置里，那么所属的菜
单就不会显示。参考下面的部分来详细了解可选的
附属设备及详细功能。如果60秒后没按任何键，那
么屏幕将返回到spa模式。根据控制器的设置，当
一个附属设备没连接时，模式键同样可用来调整屏
幕的显示方向。

电源

按下任意按键开启面板。如30分钟后没有任何操作
它将会关闭。 

主屏幕

主屏幕可让你使用你的附属设备和控制水温。

你可在屏幕的底部看到当前出现的错误或维护

信息。

通知

屏幕右上角的通知区域显示连接到spa的附属设备
的状态。

开启和停止附属设备

要开启或停止一个附属设备，只需按下对应的按
键。当附属设备被打开时，相应的图标将会变成
动态模式，并且当关闭时会恢复到静止模式。屏
幕上的图标会反馈出你的spa正在运行的速度或状
态。当附属设备有多于两种状态时，按下键去到
所需的状态。  

水温 

屏幕底部 显示的温度为实际水温。

使用上/下按键来设定你想要的温度。  
 
设定的温度将会以蓝色显示。如3秒后没有任何更
改温度数值的话，将重新显示现时水温。

Description

主要功能

快速安装说明
请查阅您的spa使用手册上的系统完整功能信息。

in.k800
直观的彩色面板

in.k800其明亮的，全彩色显示屏给用户带来直观的使用体验，同时
面板所使用的高清屏幕也给用户带来了更高层次的提升。通过搭载
更大容量的内存和更强大的处理器，我们给久等的spa用户创建了无
缝连接的图形界面。

设定

其他

在这里，你可以开启/关闭温暖天气*选项和修
改信息显示选项。

你可以忽略控制器的过滤过热保护作用。当温
暖天气选项“关闭”时，过滤过热保护功能将
失效。这个功能可以让spa在水温高时仍能继续
进行过滤工作。

你可以配置主屏幕信息中心。当设置为显示
时，所有信息将被显示出来，当设置为隐藏
时，为了保持信息中心简洁，部分详细信息将
不显示。

* 根据控制器配置

待机

待机模式允许你对spa进行维护。所有泵将停止 
运作30分钟，之后将自动重启。

当待机模式激活之后，屏幕将显示所有泵停止 
运作。在保养结束后将返回到正常的spa页面。

按下确认键将离开待机模式并重启 spa。

日期和时间

在此你能更改时间格式、和年月时间。使用 箭
头选择你所需的设置。使用箭头按键来更 改参
数，用按键2在参数间移动。

使用上下箭头键来修改参数，用按键2来移 动。
用按键1返回到设定菜单。

面板设定

在这里你可以更改温度的显示单位、系统显示

语言、显示方向、面板边框灯颜色* 和面板安
全。 注意，spa 控制器需要有对应的设置才能
更改边框灯颜 色。

使用上下箭头按键来选择你要修改的设定。

使用按键2来选择，然后用箭头键来更改。

当你改变了显示方向，相关的选项和箭头会变 
更到所选择的方向。模式按键和菜单按键保持 
不变，此外附属设备按键在主spa菜单里。

你可以通过选择以下3种安全级别来锁定你的
控制面板：解锁、部分或者完全。部分级别是
锁定调整设定值和设定菜单里众多的选项。完
全级别就是锁定所有控制面板功能。解锁控制
面板（无论是部分还是完全）需要持续按下右
上角按键5秒。

* 从版本v23.00开始，如果已安装了一个in.mix ，你
可以把边框灯光颜色同步成与in.mix 其中一个区域
相同的颜色。

* 按键1-5的功能取决于你的系统的底层设置。

设定键

按键 2

按键 3

按键1

模式键 
(可选)

       上按键   

按键 4

按键 5

下按键

选项指示灯 灯键/ 按键 6

 in.mix:
 • 该图标指示检测到一个in.mix系统。   
          in.clear:
 • 该绿色图标表示in.clear正在生成溴化物。 
  
 • 该灰色图标表示in.clear不在生成溴化物。  
 
           • 该红色交叉图标表示in.clear已关闭。

 in.touch:
 • 该图标表示in.touch模块已检测到和连接
                    上 一个 Wi-Fi网络。
 • 该红色交叉图标表示in.touch检测到但没有
                    连接上一个Wi-Fi网络。

 in.stream 2:
 
          • 当in.stream 2开启时此图标为绿色。
 
          • 当in.stream 2关闭时此图标为灰色。
    控制面板安全:
 • 该图标表示控制面板在锁定状态。 
    更多 关于控制面板安全内容，请参考控制
                    面板设定部分。
更多关于in.mix, in.clear, in.touch或者in.stream 2的内
容， 请参考技术手册。

关于

本部分显示关于in.k800的软件信息，和你的系 
统不同组件的修订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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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mix

in.mix功能
in.mix 功能只有当检测到in.mix系统才会显示该
菜单。 按下模式键进入你的in.mix。

当你进入菜单时in.mix默认选用区域1。在第一 
次使用菜单之后，将会自动选择最后一次选用 
的区域。

选择区域: 

区域选择按键允许你选择一个区域来更改其颜
色。
•  按下一次选择区域。
•  按下两次将关闭区域。

变更颜色: 

当选择好区域后，使用上下箭头键来转动颜

色转轮选择颜色。 

同步区域:

同步/不同步按键允许你将已选择的区域的 颜
色同步到别的区域。



in.stream 功能

该菜单只有在生产时选择了in.stream 选

项才能使用。 按下模式键进入你的 in.stream.

如果你的设备是使用蓝牙技术的，请确保匹 配

连接好才能工作。

请注意播放/暂停和改变音轨功能只在蓝牙设 

备下使用，并且当AUX被选择作为音源时，以

上功能将不会工作。

打开/关闭

按开关键来打开关闭in.tune。.

选择播放源

按下蓝牙键选择一个使用蓝牙无线传输技术

的 设备。

按下播放源键来使用辅助输入的设备。

如果没作任何选择的话， in.stream系统将使用 

最后一次选择的源。

播放/暂停音乐 

按下播放/暂停按键来播放或暂停音乐。

调整音量 

按下音量向上或向下键来调整增加或减少音 

量。

改变音轨

使用跳到上一首和下一首按键来改变播放的

音 轨。

断开或不配对蓝牙 

这个选项可在设置菜单里的音乐部份找到。

in.stream 2 功能
这个菜单只有在开机时检测到in.stream 2 才
可用。

按模式键进入你的in.stream 2。

如要使用一个蓝牙设备，必须先连接上才能
工作运行。

请注意，播放/暂停功能仅对来自蓝牙和USB
的源有效。除了AUX，其他所有源都可改变
音轨或者使用电台功能。

开启/关闭电源 

按电源键来开启或关闭in.stream 2。

选择播放源 
按播放源键在可用的源之间切换。

播放/暂停音乐 
按播放/暂停键来开始和暂停音乐。

调整音量 
按下音量向上或向下键来调整增加或减少音 
量。

改变音轨 
使用向前和向后按键来改变音轨。如在使用FM
功能时，这两个按键用于改变电台。

断开连接 
该功能可在设置菜单的音响部分找到。

音量控制，平衡和重低音

音量控制，平衡和重低音可以在设置菜单的音
响部分进行设置，如果你的in.stream 2支持这
个功能。

设定

设定

从主页你可以进入设定界面，在这里你可以找到
以下选项：

• 水护理 
• 音乐 
• in.clear-200 (只有连接上才显示) 
•  保养 
• 日期和时间 
• 面板设定 
• Wi-Fi 
  (仅限于in.touch 软件版本为11.00 或更高) 
• 其他 
• 电气配置 
• 关于

使用箭头按键在列表中上下移动。  
要选择一个选项的话， 按下旁边的按键2确认。 

在任何时候，如想返回主屏幕界面，请按下设定
键或按键1。

水护理

在水护理设定部分，将会帮助你设置理想的
过 滤循环和加热设置。根据你的需要，你可
以选 择以下一个适合你的模式:离开、标准-基
本、节 能、超级节能、周末使用者一个适合
你的模 式。

使用按键2来选择你的设定。一个绿色复选标 
记将出现以便确认。

在节能模式下，设定的温度将会降低 20°F*， 
这表示，加热系统将不会开启，直至温度降到 
低于spa设定的温度 的 20°F以下。

屏幕上显示的循环安排是应用在主循环泵上 
的，一般默认是泵1。

如果你的spa使用的循环泵设定为24小时运作 
的，那么显示屏将显示冲刷设定而不是过滤循 
环。冲刷时长已被预先编程为固定的分钟数， 
因此时长将被显示为 N/A (不可更改)，而只 能
更改开始冲刷的时间。

*默认控制器值

更改时间表 

要想更改水护理类别，请按右侧的按键5来打
开 选择的水护理菜单。

通过往下滚动到Add(添加)来添加时间表， 然
后用按键2来选择。

要想删除一个安排，请按下按键4。

你可以通过使用箭头按键来更改其中一个设置 
好的时间表。使用按键2在参数间移动。

有多种时间安排供你选择(周一到周五、周 
末、每天、或者单独日。)该时间表安排会每 
周重复。时间和时长以30分钟为单位作增量。 
当你设置好时间表，使用按键1返回。通过水
护 理主菜单来确认所选的水护理选项选择正
确。

in.clear-200 (已连接上才会显示)

 in.k800控制面板可以与in.clear消毒系统一起使
用。in.clear部分允许你设置维护保养设定和加 
速级别。 

有关维护保养和加速级别的信息，请参看 
in.clear使用者手册。

使用上下按键进行选择，然后用按键2来确
认。

使用上下按键来修改维护保养或加速级别，然 
后用按键2来确认。

* 如果维护保养的值更改超过2，系统将显示警告信息让你选择 
取消或者确认修改。

诊断模式
按下诊断按键开启浴盐浓度水平的测试。 
在此按下诊断按键将退出诊断模式。系统将会 
在15分钟后自动退出。

在诊断模式下，浴盐指示器会显示spa里面的水 
的浴盐大概浓度水平。如果浓度水平在绿色区 
域，就不要再添加浴盐。

当加入浴盐，指示器会慢慢往右边转动。当spa 
加入水，指示器会慢慢 往左转动。为了获得更 
好的浴盐浓度水平，请开启所有的泵和添加适 
当分量的浴盐** ，静止5分钟观察指示器调整， 
然后再进行添加。

为了获得更好的效果，请把浓度控制在中间的 
绿色区域。

** 参考in.clear使用者手册来获取更多关于调整浴盐浓度水平

的 信息。

in.clear功能
只有在检测到 in.clear才会显示该菜单。

按下模式键进入in.clear模块。
该菜单允许你激活或关闭你的in.clear、启动或 
停止加速，还有进入诊断模式。

开启/关闭in.clear
按下电源键来开启/关闭 in.clear。

控制加速级别
按下加速激活/关闭键来启动加速，再按一次 
取消。

使用箭头键来调整加速级别。* 

在加速期间，主屏幕底部将显示信息提示激活
了加速模式。

* 参看in.clear 使用者手册获得更多关于加速级别的信息。

in.clear

只有你的in.touch模块软件版本是 11.00或以 
上，Wi-Fi 菜单才会在设定菜单出现。该菜单允 
许你将in.touch模块连接到 Wi-Fi网络或者改变 
已连接的网络。

参看in.touch技术手册以获得更多关于连接方式 
的信息。

要将你的in.touch模块连接到一个无线网络，请 
在设定菜单里使用上下按键移动到Wi-Fi选项， 
按下按键2选择。

片刻屏幕将显示可用网络，以及网络信号强 
度。

使用上下按键在菜单里移动。按下按键2选择 
你要连接的网络。

如需输入Wi-Fi网络连接密码，请在提示后输 
入。

•  使用箭头按键选择字母。

•  使用按键6来向前移动光标。

•  使用4键来改变字符类型(大写字 母，

      小写字 母，数字，符号)。

•  使用键3到退格。

•  使用键2确认。

Wi-Fi

如果网络无需密码，in.touch将自动连接。

当in.touch模块连接到一个Wi-Fi网络后， Wi-Fi 
菜单将显示一个绿色的√，网络名称将显示在
设定菜单里。

音乐

in.k800可以与in.tune，in.stream或者in.stream 2
音乐系统配合使用。

在设置菜单音乐部分，当你使用in.stream系统
时，你可以选择断开或者不配对已连接的蓝牙
设备。

in.stream 2设置界面提供断开蓝牙连接的选项
和提供可以控制音量控制、平衡和重低音的音
乐控制选项。

更多的音乐功能，请参阅in.tune，in.stream或
者in.stream 2操作部分介绍。

音乐

in.tune 功能

该菜单只有在生产时选择了in.tune选项才能使

用。 按下模式键进入你的in.tune。

开启/关闭 

按开关键来打开关闭in.tune。

选择播放源

 选择播放源键来选择CD、辅助输入和电台。 
如果不选择播放源，in.tune将会自动选择最后 
一次选用的源。

播放/暂停音乐

按下播放/暂停键来播放或者暂停音乐。

调整音量 

按下音量向上或向下键来调整增加或减少音 
量。

改变音轨

使用跳到上一首和下一首按键来改变CD或者 
辅助输入的播放次序。当使用电台输入模式 
时，上述按键将用于调整现时同频段收听的预 
设电台频道。如要修改频段或者预设的电台， 
请参考你的in.tune手册。

保养

在设定页面你可以进入保养菜单，在此你能 进
入下列的选项:

• 保养提醒 

•  待机

•  错误日志

     使用上下按键进行选择，按按键2进行确认。

保养提醒

in.k800控制面板会提醒你要对spa进行维护保 
养，例如冲洗清洁滤芯。每项任务在正常使用 
下都有相应的使用时限。

保养提醒菜单允许你检查需要保养的剩余时 
间，以及任务完成后重置时间。

使用上下按键在菜单里移动。

按下按键2来重置任务，提示后确认。当你确认
后， 任务将被重置。

当你选择重置提醒时，系统将会要求你确认选
择。这将会把所有保养提醒恢复到默认值。

水护理模式

离开：
在此模式下，spa将一直处于经济模
式; 设定点将下降20° F，同时过滤循
环也将 减少。

标准-初始用户:

spa将不进入经济模式并将按控制器
软件 底层设置进行循环。

节能: 
Spa将在白天的高峰时段处于经济模
式，在晚上和周末恢复正常模式。

超级节能:
Spa将一直在每天的用电高峰期处于
经济 模式。

周末使用者:
Spa将从周一到周五处于经济模式，
而周六、日将正常运行。

默认设定:
当你选择恢复到默认设定时，系统将
要求你确认选择。这将会把所有水护
理的时间安排恢复到默认设定。



设置按键

一键即能进入菜单管理设置你的spa。请参考设置
部分下面关于设置菜单的详情。

模式键

连续按模式键可以访问控制你的spa所连接的不同
可选附属设备，例如音频和其他附属设备。注意，
如果附属设备不在你的spa配置里，那么所属的菜
单就不会显示。参考下面的部分来详细了解可选的
附属设备及详细功能。如果60秒后没按任何键，那
么屏幕将返回到spa模式。根据控制器的设置，当
一个附属设备没连接时，模式键同样可用来调整屏
幕的显示方向。

电源

按下任意按键开启面板。如30分钟后没有任何操作
它将会关闭。 

主屏幕

主屏幕可让你使用你的附属设备和控制水温。

你可在屏幕的底部看到当前出现的错误或维护

信息。

通知

屏幕右上角的通知区域显示连接到spa的附属设备
的状态。

开启和停止附属设备

要开启或停止一个附属设备，只需按下对应的按
键。当附属设备被打开时，相应的图标将会变成
动态模式，并且当关闭时会恢复到静止模式。屏
幕上的图标会反馈出你的spa正在运行的速度或状
态。当附属设备有多于两种状态时，按下键去到
所需的状态。  

水温 

屏幕底部 显示的温度为实际水温。

使用上/下按键来设定你想要的温度。

设定的温度将会以蓝色显示。如3秒后没有任何更
改温度数值的话，将重新显示现时水温。

Description

主要功能

快速安装说明
请查阅您的spa使用手册上的系统完整功能信息。

in.k800
直观的彩色面板

in.k800其明亮的，全彩色显示屏给用户带来直观的使用体验，同时
面板所使用的高清屏幕也给用户带来了更高层次的提升。通过搭载
更大容量的内存和更强大的处理器，我们给久等的spa用户创建了无
缝连接的图形界面。

设定

其他

在这里，你可以开启/关闭温暖天气*选项和修
改信息显示选项。

你可以忽略控制器的过滤过热保护作用。当温
暖天气选项“关闭”时，过滤过热保护功能将
失效。这个功能可以让spa在水温高时仍能继续
进行过滤工作。

你可以配置主屏幕信息中心。当设置为显示
时，所有信息将被显示出来，当设置为隐藏
时，为了保持信息中心简洁，部分详细信息将
不显示。

* 根据控制器配置

待机

待机模式允许你对spa进行维护。所有泵将停止 
运作30分钟，之后将自动重启。

当待机模式激活之后，屏幕将显示所有泵停止 
运作。在保养结束后将返回到正常的spa页面。

按下确认键将离开待机模式并重启 spa。

日期和时间

在此你能更改时间格式、和年月时间。使用 箭
头选择你所需的设置。使用箭头按键来更 改参
数，用按键2在参数间移动。

使用上下箭头键来修改参数，用按键2来移 动。
用按键1返回到设定菜单。

面板设定

在这里你可以更改温度的显示单位、系统显示

语言、显示方向、面板边框灯颜色* 和面板安
全。 注意，spa 控制器需要有对应的设置才能
更改边框灯颜 色。

使用上下箭头按键来选择你要修改的设定。

使用按键2来选择，然后用箭头键来更改。

当你改变了显示方向，相关的选项和箭头会变 
更到所选择的方向。模式按键和菜单按键保持 
不变，此外附属设备按键在主spa菜单里。

你可以通过选择以下3种安全级别来锁定你的
控制面板：解锁、部分或者完全。部分级别是
锁定调整设定值和设定菜单里众多的选项。完
全级别就是锁定所有控制面板功能。解锁控制
面板（无论是部分还是完全）需要持续按下右
上角按键5秒。

* 从版本v23.00开始，如果已安装了一个in.mix ，你
可以把边框灯光颜色同步成与in.mix 其中一个区域
相同的颜色。

* 按键1-5的功能取决于你的系统的底层设置。

设定键

按键 2

按键 3

按键1

模式键 
(可选)

       上按键   

按键 4

按键 5

下按键

选项指示灯 灯键/ 按键 6

in.mix:
• 该图标指示检测到一个in.mix系统。  

          in.clear:
• 该绿色图标表示in.clear正在生成溴化物。 

• 该灰色图标表示in.clear不在生成溴化物。 

           • 该红色交叉图标表示in.clear已关闭。

in.touch:
• 该图标表示in.touch模块已检测到和连接

                    上 一个 Wi-Fi网络。
• 该红色交叉图标表示in.touch检测到但没有

                    连接上一个Wi-Fi网络。

in.stream 2:

          • 当in.stream 2开启时此图标为绿色。

          • 当in.stream 2关闭时此图标为灰色。
控制面板安全:

• 该图标表示控制面板在锁定状态。 
更多 关于控制面板安全内容，请参考控制

                    面板设定部分。
更多关于in.mix, in.clear, in.touch或者in.stream 2的内
容， 请参考技术手册。

关于

本部分显示关于in.k800的软件信息，和你的系 
统不同组件的修订版本号。

www.geckoalli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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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eam 功能

该菜单只有在生产时选择了in.stream 选

项才能使用。 按下模式键进入你的 in.stream.

如果你的设备是使用蓝牙技术的，请确保匹 配

连接好才能工作。

请注意播放/暂停和改变音轨功能只在蓝牙设 

备下使用，并且当AUX被选择作为音源时，以

上功能将不会工作。

打开/关闭

按开关键来打开关闭in.tune。.

选择播放源

按下蓝牙键选择一个使用蓝牙无线传输技术

的 设备。

按下播放源键来使用辅助输入的设备。

如果没作任何选择的话， in.stream系统将使用 

最后一次选择的源。

播放/暂停音乐 

按下播放/暂停按键来播放或暂停音乐。

调整音量 

按下音量向上或向下键来调整增加或减少音 

量。

改变音轨

使用跳到上一首和下一首按键来改变播放的

音 轨。

断开或不配对蓝牙 

这个选项可在设置菜单里的音乐部份找到。

in.stream 2 功能
这个菜单只有在开机时检测到in.stream 2 才
可用。

按模式键进入你的in.stream 2。

如要使用一个蓝牙设备，必须先连接上才能
工作运行。

请注意，播放/暂停功能仅对来自蓝牙和USB
的源有效。除了AUX，其他所有源都可改变
音轨或者使用电台功能。

开启/关闭电源 

按电源键来开启或关闭in.stream 2。

选择播放源 
按播放源键在可用的源之间切换。

播放/暂停音乐 
按播放/暂停键来开始和暂停音乐。

调整音量 
按下音量向上或向下键来调整增加或减少音 
量。

改变音轨 
使用向前和向后按键来改变音轨。如在使用FM
功能时，这两个按键用于改变电台。

断开连接 
该功能可在设置菜单的音响部分找到。

音量控制，平衡和重低音

音量控制，平衡和重低音可以在设置菜单的音
响部分进行设置，如果你的in.stream 2支持这
个功能。

设定

设定

从主页你可以进入设定界面，在这里你可以找到
以下选项：

• 水护理 
• 音乐 
• in.clear-200 (只有连接上才显示) 
•  保养 
• 日期和时间 
• 面板设定 
• Wi-Fi 
  (仅限于in.touch 软件版本为11.00 或更高) 
• 其他 
• 电气配置 
• 关于

使用箭头按键在列表中上下移动。  
要选择一个选项的话， 按下旁边的按键2确认。 

在任何时候，如想返回主屏幕界面，请按下设定
键或按键1。

水护理

在水护理设定部分，将会帮助你设置理想的
过 滤循环和加热设置。根据你的需要，你可
以选 择以下一个适合你的模式:离开、标准-基
本、节 能、超级节能、周末使用者一个适合
你的模 式。

使用按键2来选择你的设定。一个绿色复选标 
记将出现以便确认。

在节能模式下，设定的温度将会降低 20°F*， 
这表示，加热系统将不会开启，直至温度降到 
低于spa设定的温度 的 20°F以下。

屏幕上显示的循环安排是应用在主循环泵上 
的，一般默认是泵1。

如果你的spa使用的循环泵设定为24小时运作 
的，那么显示屏将显示冲刷设定而不是过滤循 
环。冲刷时长已被预先编程为固定的分钟数， 
因此时长将被显示为 N/A (不可更改)，而只 能
更改开始冲刷的时间。

*默认控制器值

更改时间表 

要想更改水护理类别，请按右侧的按键5来打
开 选择的水护理菜单。

通过往下滚动到Add(添加)来添加时间表， 然
后用按键2来选择。

要想删除一个安排，请按下按键4。

你可以通过使用箭头按键来更改其中一个设置 
好的时间表。使用按键2在参数间移动。

有多种时间安排供你选择(周一到周五、周 
末、每天、或者单独日。)该时间表安排会每 
周重复。时间和时长以30分钟为单位作增量。 
当你设置好时间表，使用按键1返回。通过水
护 理主菜单来确认所选的水护理选项选择正
确。

in.clear-200 (已连接上才会显示)

 in.k800控制面板可以与in.clear消毒系统一起使
用。in.clear部分允许你设置维护保养设定和加 
速级别。 

有关维护保养和加速级别的信息，请参看 
in.clear使用者手册。

使用上下按键进行选择，然后用按键2来确
认。

使用上下按键来修改维护保养或加速级别，然 
后用按键2来确认。

* 如果维护保养的值更改超过2，系统将显示警告信息让你选择 
取消或者确认修改。

诊断模式
按下诊断按键开启浴盐浓度水平的测试。 
在此按下诊断按键将退出诊断模式。系统将会 
在15分钟后自动退出。

在诊断模式下，浴盐指示器会显示spa里面的水 
的浴盐大概浓度水平。如果浓度水平在绿色区 
域，就不要再添加浴盐。

当加入浴盐，指示器会慢慢往右边转动。当spa 
加入水，指示器会慢慢 往左转动。为了获得更 
好的浴盐浓度水平，请开启所有的泵和添加适 
当分量的浴盐** ，静止5分钟观察指示器调整， 
然后再进行添加。

为了获得更好的效果，请把浓度控制在中间的 
绿色区域。

** 参考in.clear使用者手册来获取更多关于调整浴盐浓度水平

的 信息。

in.clear功能
只有在检测到 in.clear才会显示该菜单。

按下模式键进入in.clear模块。
该菜单允许你激活或关闭你的in.clear、启动或 
停止加速，还有进入诊断模式。

开启/关闭in.clear
按下电源键来开启/关闭 in.clear。

控制加速级别
按下加速激活/关闭键来启动加速，再按一次 
取消。

使用箭头键来调整加速级别。* 

在加速期间，主屏幕底部将显示信息提示激活
了加速模式。

* 参看in.clear 使用者手册获得更多关于加速级别的信息。

in.clear

只有你的in.touch模块软件版本是 11.00或以 
上，Wi-Fi 菜单才会在设定菜单出现。该菜单允 
许你将in.touch模块连接到 Wi-Fi网络或者改变 
已连接的网络。

参看in.touch技术手册以获得更多关于连接方式 
的信息。

要将你的in.touch模块连接到一个无线网络，请 
在设定菜单里使用上下按键移动到Wi-Fi选项， 
按下按键2选择。

片刻屏幕将显示可用网络，以及网络信号强 
度。

使用上下按键在菜单里移动。按下按键2选择 
你要连接的网络。

如需输入Wi-Fi网络连接密码，请在提示后输 
入。

•  使用箭头按键选择字母。

•  使用按键6来向前移动光标。

•  使用4键来改变字符类型(大写字 母，

      小写字 母，数字，符号)。

•  使用键3到退格。

•  使用键2确认。

Wi-Fi

如果网络无需密码，in.touch将自动连接。

当in.touch模块连接到一个Wi-Fi网络后， Wi-Fi 
菜单将显示一个绿色的√，网络名称将显示在
设定菜单里。

音乐

in.k800可以与in.tune，in.stream或者in.stream 2
音乐系统配合使用。

在设置菜单音乐部分，当你使用in.stream系统
时，你可以选择断开或者不配对已连接的蓝牙
设备。

in.stream 2设置界面提供断开蓝牙连接的选项
和提供可以控制音量控制、平衡和重低音的音
乐控制选项。

更多的音乐功能，请参阅in.tune，in.stream或
者in.stream 2操作部分介绍。

音乐

in.tune 功能

该菜单只有在生产时选择了in.tune选项才能使

用。 按下模式键进入你的in.tune。

开启/关闭 

按开关键来打开关闭in.tune。

选择播放源

 选择播放源键来选择CD、辅助输入和电台。 
如果不选择播放源，in.tune将会自动选择最后 
一次选用的源。

播放/暂停音乐

按下播放/暂停键来播放或者暂停音乐。

调整音量 

按下音量向上或向下键来调整增加或减少音 
量。

改变音轨

使用跳到上一首和下一首按键来改变CD或者 
辅助输入的播放次序。当使用电台输入模式 
时，上述按键将用于调整现时同频段收听的预 
设电台频道。如要修改频段或者预设的电台， 
请参考你的in.tune手册。

保养

在设定页面你可以进入保养菜单，在此你能 进
入下列的选项:

• 保养提醒 

•  待机

•  错误日志

     使用上下按键进行选择，按按键2进行确认。

保养提醒

in.k800控制面板会提醒你要对spa进行维护保 
养，例如冲洗清洁滤芯。每项任务在正常使用 
下都有相应的使用时限。

保养提醒菜单允许你检查需要保养的剩余时 
间，以及任务完成后重置时间。

使用上下按键在菜单里移动。

按下按键2来重置任务，提示后确认。当你确认
后， 任务将被重置。

当你选择重置提醒时，系统将会要求你确认选
择。这将会把所有保养提醒恢复到默认值。

水护理模式

离开：
在此模式下，spa将一直处于经济模
式; 设定点将下降20° F，同时过滤循
环也将 减少。

标准-初始用户:

spa将不进入经济模式并将按控制器
软件 底层设置进行循环。

节能: 
Spa将在白天的高峰时段处于经济模
式，在晚上和周末恢复正常模式。

超级节能:
Spa将一直在每天的用电高峰期处于
经济 模式。

周末使用者:
Spa将从周一到周五处于经济模式，
而周六、日将正常运行。

默认设定:
当你选择恢复到默认设定时，系统将
要求你确认选择。这将会把所有水护
理的时间安排恢复到默认设定。



in.stream 2 功能
这个菜单只有在开机时检测到
可用。

按模式键进入你的in.stream 2。

开启/关闭电源 

按电源键来开启或关闭in.stream 2。

选择播放源 
按播放源键在可用的源之间切换。

设定

设定

从主页你可以进入设定界面，在这里你可以找到
以下选项：

• 水护理
• 音乐
• in.clear-200 (只有连接上才显示) 
•  保养 
• 日期和时间
• 面板设定
• Wi-Fi
  (仅限于in.touch 软件版本为11.00 或更高) 
• 其他
• 电气配置
• 关于

使用箭头按键在列表中上下移动。  
要选择一个选项的话， 按下旁边的按键2确认。

在任何时候，如想返回主屏幕界面，请按下设定
键或按键1。

水护理

在水护理设定部分，将会帮助你设置理想的
过 滤循环和加热设置。根据你的需要，你可
以选 择以下一个适合你的模式:离开、标准-基
本、节 能、超级节能、周末使用者一个适合
你的模 式。

使用按键2来选择你的设定。一个绿色复选标 
记将出现以便确认。

在节能模式下，设定的温度将会降低 20°F*， 
这表示，加热系统将不会开启，直至温度降到 
低于spa设定的温度 的 20°F以下。

屏幕上显示的循环安排是应用在主循环泵上 
的，一般默认是泵1。

如果你的spa使用的循环泵设定为24小时运作 
的，那么显示屏将显示冲刷设定而不是过滤循 
环。冲刷时长已被预先编程为固定的分钟数， 
因此时长将被显示为 N/A (不可更改)，而只 能
更改开始冲刷的时间。

*默认控制器值

更改时间表 

要想更改水护理类别，请按右侧的按键5来打
开 选择的水护理菜单。

通过往下滚动到Add(添加)来添加时间表， 然
后用按键2来选择。

要想删除一个安排，请按下按键4。

你可以通过使用箭头按键来更改其中一个设置 
好的时间表。使用按键2在参数间移动。

有多种时间安排供你选择(周一到周五、周 
末、每天、或者单独日。)该时间表安排会每 
周重复。时间和时长以30分钟为单位作增量。 
当你设置好时间表，使用按键1返回。通过水
护 理主菜单来确认所选的水护理选项选择正
确。

in.clear-200 (已连接上才会显示)

 in.k800控制面板可以与in.clear消毒系统一起使
用。in.clear部分允许你设置维护保养设定和加 
速级别。 

有关维护保养和加速级别的信息，请参看 
in.clear使用者手册。

使用上下按键进行选择，然后用按键2来确
认。

使用上下按键来修改维护保养或加速级别，然 
后用按键2来确认。

* 如果维护保养的值更改超过2，系统将显示警告信息让你选择 
取消或者确认修改。

诊断模式
按下诊断按键开启浴盐浓度水平的测试。 
在此按下诊断按键将退出诊断模式。系统将会 
在15分钟后自动退出。

在诊断模式下，浴盐指示器会显示spa里面的水 
的浴盐大概浓度水平。如果浓度水平在绿色区 
域，就不要再添加浴盐。

当加入浴盐，指示器会慢慢往右边转动。当spa 
加入水，指示器会慢慢 往左转动。为了获得更 
好的浴盐浓度水平，请开启所有的泵和添加适 
当分量的浴盐** ，静止5分钟观察指示器调整， 
然后再进行添加。

为了获得更好的效果，请把浓度控制在中间的 
绿色区域。

** 参考in.clear使用者手册来获取更多关于调整浴盐浓度水平

的 信息。

in.clear功能
只有在检测到 in.clear才会显示该菜单。

按下模式键进入in.clear模块。
该菜单允许你激活或关闭你的in.clear、启动或 
停止加速，还有进入诊断模式。

开启/关闭in.clear
按下电源键来开启/关闭 in.clear。

控制加速级别
按下加速激活/关闭键来启动加速，再按一次 
取消。

使用箭头键来调整加速级别。* 

在加速期间，主屏幕底部将显示信息提示激活
了加速模式。

* 参看in.clear 使用者手册获得更多关于加速级别的信息。

in.clear

只有你的in.touch模块软件版本是 11.00或以 
上，Wi-Fi 菜单才会在设定菜单出现。该菜单允 
许你将in.touch模块连接到 Wi-Fi网络或者改变 
已连接的网络。

参看in.touch技术手册以获得更多关于连接方式 
的信息。

要将你的in.touch模块连接到一个无线网络，请 
在设定菜单里使用上下按键移动到Wi-Fi选项， 
按下按键2选择。

片刻屏幕将显示可用网络，以及网络信号强 
度。

使用上下按键在菜单里移动。按下按键2选择 
你要连接的网络。

如需输入Wi-Fi网络连接密码，请在提示后输 
入。

•  使用箭头按键选择字母。

•  使用按键6来向前移动光标。

•  使用4键来改变字符类型(大写字 母，

小写字 母，数字，符号)。

•  使用键3到退格。

•  使用键2确认。

Wi-Fi

如果网络无需密码，in.touch将自动连接。

当in.touch模块连接到一个Wi-Fi网络后， Wi-Fi 
菜单将显示一个绿色的√，网络名称将显示在
设定菜单里。

音乐

in.k800可以与in.tune，in.stream或者
音乐系统配合使用。

在设置菜单音乐部分，当你使用in.stream

in.stream 2

更多的音乐功能，请参阅in.tune，in.stream
者in.stream 2操作部分介绍。

音乐

保养

在设定页面你可以进入保养菜单，在此你能 进
入下列的选项:

• 保养提醒

•  待机

•  错误日志

     使用上下按键进行选择，按按键2进行确认。

保养提醒

in.k800控制面板会提醒你要对spa进行维护保 
养，例如冲洗清洁滤芯。每项任务在正常使用 
下都有相应的使用时限。

保养提醒菜单允许你检查需要保养的剩余时 
间，以及任务完成后重置时间。

使用上下按键在菜单里移动。

按下按键2来重置任务，提示后确认。当你确认
后， 任务将被重置。

当你选择重置提醒时，系统将会要求你确认选
择。这将会把所有保养提醒恢复到默认值。

水护理模式

离开：
在此模式下，spa将一直处于经济模
式; 设定点将下降20° F，同时过滤循
环也将 减少。

标准-初始用户:

spa将不进入经济模式并将按控制器
软件 底层设置进行循环。

节能: 
Spa将在白天的高峰时段处于经济模
式，在晚上和周末恢复正常模式。

超级节能:
Spa将一直在每天的用电高峰期处于
经济 模式。

周末使用者:
Spa将从周一到周五处于经济模式，
而周六、日将正常运行。

默认设定:
当你选择恢复到默认设定时，系统将
要求你确认选择。这将会把所有水护
理的时间安排恢复到默认设定。



设置按键

一键即能进入菜单管理设置你的spa。请参考设置
部分下面关于设置菜单的详情。

模式键

连续按模式键可以访问控制你的spa所连接的不同
可选附属设备，例如音频和其他附属设备。注意，
如果附属设备不在你的spa配置里，那么所属的菜
单就不会显示。参考下面的部分来详细了解可选的
附属设备及详细功能。如果60秒后没按任何键，那
么屏幕将返回到spa模式。根据控制器的设置，当
一个附属设备没连接时，模式键同样可用来调整屏
幕的显示方向。

电源

按下任意按键开启面板。如30分钟后没有任何操作
它将会关闭。 

主屏幕

主屏幕可让你使用你的附属设备和控制水温。

你可在屏幕的底部看到当前出现的错误或维护

信息。

通知

屏幕右上角的通知区域显示连接到spa的附属设备
的状态。

开启和停止附属设备

要开启或停止一个附属设备，只需按下对应的按
键。当附属设备被打开时，相应的图标将会变成
动态模式，并且当关闭时会恢复到静止模式。屏
幕上的图标会反馈出你的spa正在运行的速度或状
态。当附属设备有多于两种状态时，按下键去到
所需的状态。  

水温 

屏幕底部 显示的温度为实际水温。

使用上/下按键来设定你想要的温度。

设定的温度将会以蓝色显示。如3秒后没有任何更
改温度数值的话，将重新显示现时水温。

Description

主要功能

快速安装说明
请查阅您的spa使用手册上的系统完整功能信息。

in.k800
直观的彩色面板

in.k800其明亮的，全彩色显示屏给用户带来直观的使用体验，同时
面板所使用的高清屏幕也给用户带来了更高层次的提升。通过搭载
更大容量的内存和更强大的处理器，我们给久等的spa用户创建了无
缝连接的图形界面。

设定

其他

在这里，你可以开启/关闭温暖天气*选项和修
改信息显示选项。

你可以忽略控制器的过滤过热保护作用。当温
暖天气选项“关闭”时，过滤过热保护功能将
失效。这个功能可以让spa在水温高时仍能继续
进行过滤工作。

你可以配置主屏幕信息中心。当设置为显示
时，所有信息将被显示出来，当设置为隐藏
时，为了保持信息中心简洁，部分详细信息将
不显示。

* 根据控制器配置

待机

待机模式允许你对spa进行维护。所有泵将停止 
运作30分钟，之后将自动重启。

当待机模式激活之后，屏幕将显示所有泵停止 
运作。在保养结束后将返回到正常的spa页面。

按下确认键将离开待机模式并重启 spa。

日期和时间

在此你能更改时间格式、和年月时间。使用 箭
头选择你所需的设置。使用箭头按键来更 改参
数，用按键2在参数间移动。

使用上下箭头键来修改参数，用按键2来移 动。
用按键1返回到设定菜单。

面板设定

在这里你可以更改温度的显示单位、系统显示

语言、显示方向、面板边框灯颜色* 和面板安
全。 注意，spa 控制器需要有对应的设置才能
更改边框灯颜 色。

使用上下箭头按键来选择你要修改的设定。

使用按键2来选择，然后用箭头键来更改。

当你改变了显示方向，相关的选项和箭头会变 
更到所选择的方向。模式按键和菜单按键保持 
不变，此外附属设备按键在主spa菜单里。

你可以通过选择以下3种安全级别来锁定你的
控制面板：解锁、部分或者完全。部分级别是
锁定调整设定值和设定菜单里众多的选项。完
全级别就是锁定所有控制面板功能。解锁控制
面板（无论是部分还是完全）需要持续按下右
上角按键5秒。

* 从版本v23.00开始，如果已安装了一个in.mix ，你
可以把边框灯光颜色同步成与in.mix 其中一个区域
相同的颜色。

* 按键1-5的功能取决于你的系统的底层设置。

设定键

按键 2

按键 3

按键1

模式键 
(可选)

       上按键   

按键 4

按键 5

下按键

选项指示灯 灯键/ 按键 6

in.mix:
• 该图标指示检测到一个in.mix系统。  

          in.clear:
• 该绿色图标表示in.clear正在生成溴化物。 

• 该灰色图标表示in.clear不在生成溴化物。 

           • 该红色交叉图标表示in.clear已关闭。

in.touch:
• 该图标表示in.touch模块已检测到和连接

                    上 一个 Wi-Fi网络。
• 该红色交叉图标表示in.touch检测到但没有

                    连接上一个Wi-Fi网络。

in.stream 2:

          • 当in.stream 2开启时此图标为绿色。

          • 当in.stream 2关闭时此图标为灰色。
控制面板安全:

• 该图标表示控制面板在锁定状态。 
更多 关于控制面板安全内容，请参考控制

                    面板设定部分。
更多关于in.mix, in.clear, in.touch或者in.stream 2的内
容， 请参考技术手册。

关于

本部分显示关于in.k800的软件信息，和你的系 
统不同组件的修订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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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mix

in.mix功能
in.mix 功能只有当检测到in.mix系统才会显示该
菜单。 按下模式键进入你的in.mix。

当你进入菜单时in.mix默认选用区域1。在第一 
次使用菜单之后，将会自动选择最后一次选用 
的区域。

选择区域: 

区域选择按键允许你选择一个区域来更改其颜
色。
•  按下一次选择区域。
•  按下两次将关闭区域。

变更颜色: 

当选择好区域后，使用上下箭头键来转动颜

色转轮选择颜色。 

同步区域:

同步/不同步按键允许你将已选择的区域的 颜
色同步到别的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