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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信息:
  在安装或连接组件前, 请阅读以下信息�

没有遵守如下的警告信息可能会大大缩短产品的使用寿命, 并且导致失效和危险的状况*� 当评估安装和/或使用
任何电子控制的最终应用中, 常识必须始终优先考虑�

•	遵守在TECHBOOK结尾部分所列出的环境条件�

• 这一组件必须由合格的人员安装�

•	只有合格的人员为这一组件提供服务� 内部没有用户可维修的部件�

•这一组件应该安装在一个干净的平面�

•	在安装的表面,组件后面的密封垫圈会防止水渗入到内部�如果密封的垫圈损坏, 使用硅胶密封组件的背面,以避
免在安装表面的任何渗漏�

• 这一组件必须被安装在SPA的外部边缘� 查看安装的细节部分�

•  在这一组件的后面不应该存有一个封闭的方式从而引致水的收集�查看安装的细节部分�

* 危险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对操作者或环境存有潜在的损害和/或危害� 这包括, 但不限于: 火灾, 洪水或其他 水造成的损

害,

 绝缘体故障 (高压电的存在), 等等�

维护

如有故障, 不要试图自己修理组件� 送返您的经销商或维修服务站进行维修�

附属部件

必须请只使用指定的附属部件� 使用其他指定以外的部件可能会损毁这一组件的内部或者可能不牢固的安装这一
组件�这可能会导致零件变得松动从而造成的危害或产品的故障�

产品的处理

装置 (或产品) 必须分别按照当地的废物处理生效立法进行处理�

兼容的 spa 控制器: in�xm2, in�xe, in�yt, in�yj 和 in�ye 带兼容的软件修订版本�

Aeware®, gecko®, 和它们各自的商标是 Gecko Alliance 集团的注册商标� in�k500™, in�xm2™, in�xe™, 
in�yt™, in�ye™, in�yj™, in�tune™, in�stream™, in�therm™, 和它们各自的商标是 Gecko Alliance 集团的注
册商标�

所有可能在本出版物中提及到的其他产品或公司的名称，是属于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警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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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in.k500
直观彩色面板

in�k500 内置了所有你在 in�k800上喜爱的出色功能, 
只不过是一个更小的包装尺寸� 它是考虑周到的, 紧
凑, 并且不显眼的美丽� 在节省空间的同时没有功能
上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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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k500尺寸

7.16"
(181.74	mm)

3.33"
(84.46	mm)

1.95"
(49.51	mm)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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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k500的安装

密封垫圈 带有 或 不带贴纸

安装 in�k500, 请使用这一章节提供的钻孔模板� 决定好安装的位置并且粘贴好模板于所选位置上面� 依照模板
裁剪出一个开口�

清洁安装的表面并且从面板后面撕开密封垫圈的贴纸�

嵌入面板并且调整好正确的位置, 然后均匀的轻按整个面板的表面,确保正确的粘贴�

可选的碟形螺母
和垫片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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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孔模板

2.625"
66.68mm

R0.900"
22.86mm

6.750"
171.45mm

6.250"
158.75mm

R0.250"
6.35mm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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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k500 必须被安装在户
外按摩浴缸的外部边缘, 
这样它就不会受到使用保
温盖时引发的水蒸气雾化
的影响�

in�k500 的背后水源可以汇聚的地方不应该被封闭 
仅裁剪相应的孔来代替�

连接 in�k500 面板到 spa 控制器

安装说明

要连接 in�k500 面板, 只需简单的插入它的 in�link 插头到控制器外壳相对应的
面板连接口 (如图所示)�

主面板 in�k500

面板后面的排水孔不应被堵塞�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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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错误

以上连接 in�k500 到 spa 控制器你可能会看到以下其中一个错误信息:

请遵照以下信息中的操作指引或联系您的经销商以获取更多的信息�

开机信息

in�k500 面板并不存储 日期 & 时间� 当 in�k500 开启后一个 power loss 信息将会提示使用者重新设置日期和
时间�

注意:	
in.k500带有一个实时时钟(RTC):	如果断电数小时后，
这条信息将不出现。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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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eam

使用适配器线缆(Part # 9920-400976) 连接in�stream 到 spa控制器的Co 端口�

in�tune

使用适配器线缆(Part # 9920-400976) 连接 in�tune 到 spa控制器的Co 端口�

查看工厂还原/音乐 配置部分以获取关于音乐设置的详情�

连接 in�stream 和 in�tune 到 spa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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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屏幕

主屏幕让你可使用你的附属设备和控制水温� 在屏幕
的下方你将看见当前的任何出错或维护信息�

电源

按下任意按键开启面板� 30 分钟后没有操作它将会关闭�

面板功能

in�k500 面板布局

*按键 1 和 2 的功能将根据你系统的底层配置�

设定

灯键

模式键

上 

按键1

下

选择灯 按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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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菜单就不会显 示。参考下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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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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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或停止附属设备

要开启或停止一个附属设备, 按下相应的按键� 当它
的附属设备被打开时, 相应的图标将会变成动态显示,
并且当关闭的时候恢复静态�
屏幕上的图标将会反映出你的spa正在运行的设备的速
度或状态�

当一个附属设备上有多于两种状态,
按下按键直到它达到你所希望状态�

水温

屏幕上方显示的温度是当前水温� 使用上下按键设定
你想要的温度�
 
设定的温度将在底部以蓝色显示� 3 秒后没有任何对
设定温度数值的更改, 面板将会恢复正常的信息显示�

当设定数值低于当前温度时
Cooling to xx�x 将会显示� 当设定数值高于当前温度
时, heating to xx�x 将会显示� 通常加热开始前会有
短暂的延时, 期间 heating Suspended 将会显示�

设定

从主页面你可以访问到的设定, 在那里你将找到:

• 水护理
• 音乐 (如有安装)
• 待机(仅限于软件版本6�00 )
• 保养 (软件版本7�00 或以上)
• 日期和时间
• 面板
• Wi-Fi (软件版本 7�00 或以上� 仅限于软件版本为

11�00或以上的in�touch)
• 配置
• 还原
• 关于

使用箭头按键在列表中上下移动�
要选择一个选项, 按下它旁边的亮光按键 (发光按键)�

在任何地方你可以按下设定键返回到主屏幕画面�

面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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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护理

水护理章节将会帮助你设定你的理想过滤和加热设定� 
从 离开, 初始用户, 节能, 超节能, 和周末用户中根
据你的需要选择�使用灯键选择你的设定� 将出现一个
核选标记在选择图标上去确认�

在节能模式中, 设定的温度将会被减少 20°f*, 这意
味着加热系统将不会被开启,除非温度下降到低于spa 
设定温度 20°f �

*默认控制器数值

水护理模式

离开:

在此模式下spa将一直处于经济模式;设定点温度将降
20° F*�

初始用户:

spa将不处于经济模式并且按照控制器底层设置来进行
过滤循环。

节能:

spa 将在平日用电高峰期处于经济模式,并且在周末恢复
到正常模式*�

超节能:

spa 将一直在全周的每一天的用电高峰期处于经济模式*�

周末用户:

spa 将从周一到周五处于经济模式, 并且将在周末正常
运行*�

*当激活经济模式时，过滤将被减少。.

面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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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

音乐
in�k500 能够被使用在 in�tune 或 in�stream 音乐系
统� 当使用in�stream时,菜单设定中的音乐部分给予你
连接或不配对你蓝牙设备的选项�软件版本为7.00或以
上的，可以选择连接的来源，例如辅助数据线或者无
线蓝牙连接。 更多音乐功能的信息, 查看 in�tune 或 
in�stream 操作部分�

音乐选项将只出现在一个与in�stream 设定了连接的面
板的菜单之中�

修改安排

要查看和/或 修改一个水护理种类, 使用右方的发光
按键 (按键 1) 打开选择的水护理菜单�

使用上下键选择一个安排进行修改
(选择经济和过滤安排)� 使用灯键在参数之间移动�

你有几个安排的可能 (周一-周五,周末, 每天, 或者
单日)� 安排将会在每周重复� 时间和持续时间设定
以30分钟作为增量� 一旦你已经设定好安排,  使用按
键 1 返回� 以确保你在水护理主菜单选好想要的水护
理选项�

在屏幕上显示的过滤安排将应用到主过滤泵, 最有可
能 是泵 1� 如果你的spa 使用一个循环泵配置以作24 
运行, 屏幕将显示冲洗的设定而不是过滤� 冲洗被预
设好一个固定的分钟数, 因此在屏幕上持续时间将被
设定为 n/A , 并且仅有开始时间能够被修改�

面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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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 (软件版本7�00或以上)

在设置页面你可以进入保养菜单，在此你可以修改下
列选项：
•	 	保养提醒
•	 	待机

使用上和下键来选择，按灯键确认。

保养提醒(软件版本7�00 或以上)

in.k500面板会提醒你spa需要进行维护保养，	例如冲洗
或清洁过滤器。在正常使用下，每项工作都有自己的
保养周期。

保养提醒菜单允许你查看离下次保养说剩余的时间，
此外在保养工作完成后可以重置时间。

使用上下键在列表中来进行选择。	

使用灯键来进行重置，提示后确认。当确认后，任务
便被重置。

待机 (软件版本 6�00或以上)

待机模式允许你对spa进行维护保养。水泵将会停止运
作30分钟，之后会自动重启。

当待机模式激活以后，显示屏会现实水泵停止工作。
保养结束后会回到正常的spa页面。

按1键选择离开待机模式并重启spa。

注意:	仅限于软件版本6.00，待机模式可以直接在从设
置页面进入。	

面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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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设定

在这一部分你可以更改温度的单位和语言� 使用上下
键, 并移到你想要更改的设定� 使用灯键选择和上下键
修改�

当软件版本为	7.00，你可以更改显示方向。当更改后，
相关的选项和箭头会变更到所选择的方向。模式和菜单
键保持不变，此外附属设备按键在主spa菜单里。

日期和时间

在这里你可以更改时间格式，修改年、月、日和时
间。使用上下键去选择你想要调整的设定, 并且通过
按下灯键来选择� 使用上下键去更改参数, 和使用灯
键在参数间移动�

按键 1 将带你返回到主设定菜单�

注意:	在软件版本为6.00	和更早的，只能更改星期而不
能更改年月日。

注意:	

in.k500带有一个面板边框灯颜色可变模式：如果“RGB
背光”选项在spa设置打开后，菜单便可选择面板边框灯
的颜色。	

面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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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软件版本7�00或以上)

只有你的in.touch装有软件版本11.00	或更高的，才会在
设置菜单看到WiFi菜单。这个菜单选项允许你把你的
in.touch模块连接到WiFi网络或者变更连接的网络。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in.touch连接方式，请参阅in.touch	
techbook。

要想将你的in.touch模块和无线网络连接的话，	请在
设置菜单里使用上下键来进入WiFi	选项，并用灯键来
选择。

几秒钟后，可用的网络会出现在显示屏上，此外还有
显示信号强度。

使用上下键来浏览列表。通过灯键来选择你要连接的
网络。

如果WiFi	网络连接需要输入密码保护的话，屏幕将会
提示。
•	 	使用箭头键来选择字母和改变输入字符（大小写
字母，数字和符号）。

•	 	使用键2来向前移动光标。
•	 	使用键1来向后移动光标。
•	 	使用灯键来进行确认。

如不需要密码的话in.touch将会自动连接到网络。

当in.touch模块连接到一个WiFi网络，那么在WiFi	菜单
将会显示一个绿色的复选标记，并且设置菜单里的网
络标志会变成绿色。

注意:	
设置菜单里的WiFi	标志颜色会根据in.touch的连接状态
而改变颜色。
黄色=	未连接
绿色=	连接
带有等待符号的黄色=	尝试连接到网络。
带有等待符号的红色＝未检测到in.touch	
(在进行下一个连接前必须重启in.touch)

面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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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配置 按键 1 按键 2 灯键

1 泵 泵 1 --- 灯

2 泵 泵 1 泵 2 灯

2 泵 + 风泵 泵 1 泵 2 + 风泵 灯

配置

请不要在电气配置部分作出更改,除非你是一名合格的
电工�

在这一部分你能够更改底层配置, 相数, 和输入电流� 
使用 上/下 按键在参数间移动 , 并使用灯键去选择
一个参数来更来�
请参阅techBook ,根据你具体的spa控制器了解关于底
层设定的详情�

当你去到菜单里面的相数选项时,
你不能使用上下键返回到底层配置� 请返回到配置菜
单并重新进入�

以下图表展示了基于你的控制器底层配置所选择的附属设备,按键所分配的控制�
请参考快速安装卡 (qSC) 的详细说明以识别你 spa 的底层配置�

可能的按键映射

面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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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这一部分显示关于 in�k500 的软件号信息, 和你的系
统不同组件的修订版本号�

恢复/音乐  配置

当你选择恢复将要求你确认你的选择� 这样做将重设
所有的设定为出厂默认值�

以下的恢复将让你选择音源� 使用上下键在 
in�stream, in�tune 和 否/其它音乐 之间选择�

这只应在安装或者当更换零件时进行�

面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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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une 操作

按下模式键访问你的 in�tune�

下一首

上一首播放/ 停止

音量增加

音量减小

模式

播放/停止 音乐
按下 播放/停止 键播放或停止音响�

调整音量
按上或下按键去增加或减小音量�

电源开/关	(软件版本7.00	或以上)

按住播放/停止	键	3秒来开启关闭in.tune	。

 
改变歌曲次序
使用上一首和下一首按键去改变 CD或音频输入的歌曲
次序� 当在无线模式时, 选定的频段内预设好的电台
将通过上一首和下一首按键来切换� 要更改频段或预
设电台, 查阅你的 in�tune 手册�

面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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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eam 操作

按下模式键访问你的 in�stream�

如果你正在使用蓝牙技术的设备 
它必需被连接才工作�

	
播放/停止 音乐

按下 播放/停止 键播放或停止音响�

调整音量

按上或下按键去增加或减小音量�

电源开/关(软件版本7.00	或以上)

按住播放/停止键3秒来开启关闭in.stream	。

改变歌曲次序

使用上一首和下一首按键去改变 歌曲次序�

连接或不配对蓝牙设备

这些选项能够在设定菜单中的音乐部分被找到�

下一首

上一首播放/ 停止

音量增加

音量减小

模式

面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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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信息

代码 信息

HL 警告! hl 错误

FLO 超过 2 小时没有水流

FLO 没有水流状况

HR 危险! 继电器失效

OH 警告! Spa 温度高

Pr 警告! 感温探头损坏

AOH 控制器内部温度高

FLC 流量开关关闭

SP	in 输入电压问题

RH	NC in�xm2 – 加热器通讯错误

RH	ID in�xm2 –加热器不匹配

SC	ER 学习模式出错

F1 in�xm2 1 号保险丝熔断

F2 in�xm2  2 号保险丝熔断

F3 in�xm2  3 号保险丝熔断

Hr 危险! 热保护开关出错

UPL spa 控制器没有有效的软件� 请插入有效的 in�stick 程序盘对 spa 控制器重新录入程序�

以下列表显示了可能出现在主屏幕的不同出错信息�
根据你的 spa 控制器系统，参阅故障排除和错误代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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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和设计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零件号

0607-008033

型号

IN�K506-CL-GE1

环境

工作温度:    -4°f (-20°C) 至 149°f (65°C)

储存温度:               -22°f (-30°C) 至 185°f (85°C)

湿度:                    高达 70% 的冷凝

防水保护性能:    IPX-5

机械规格

重量:      0.78	英磅	(0.35千克)

尺寸 (W x H x D):	 7.155”	x	3.325”	x	1.949”	(182	mm	x	84	mm	x	50	mm)

兼容性

带兼容软件修订版本的in�yt,in�yj, in�ye, in�xe, 或 in�xm2 spa 控制器

详细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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