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y HDMI 同步調整
器
Hue
讓燈光與您的家庭劇院同步
最多可連結 4 個 HDMI 裝置
使用應用程式為您提供個人化的體
驗
需要 Hue 橋接器和 Hue 彩色燈光
8718699707248

輕鬆實現智慧型照明
使用 Philips Hue Play HDMI Sync Box 將您的智慧型照明同步到電視
螢幕上的內容。四個 HDMI 連接埠可讓您將媒體裝置連接到 Hue 設定，
以便快速、順暢地顯示色彩繽紛的智慧型照明來回應及反映您所觀看或收
聽的內容。
無限可能
• 讓您的 Philips Hue 燈與您的電視螢幕同步
• 快速、順暢地照明體驗
• 可搭配任何 Hue 備有可調色功能的燈光使用
• 最多可連結 4 個 HDMI 裝置
• 在應用程式中進行個人化設定
• 必須搭配 Hue 橋接器
• 容易安裝、設定和使用
• 支援高品質視訊格式

8718699707248

產品特點

8718699707248
讓您的 Philips Hue 燈與您的電視螢幕同
步

使用 Philips Hue Play HDMI Sync Box
創造身歷其境的媒體體驗。只要將同步調
整器與 HDMI 媒體裝置 (包括串流裝置、遊
戲機、機上盒等等)，即可觀賞如 Netflix 和
Amazon Prime 等串流服務。您的燈光將
與您的電視螢幕同步調暗、調亮和變色。

最多可連結 4 個 HDMI 裝置

容易安裝、設定和使用

同步調整器搭載四組 HDMI 輸入埠，讓您連
接如遊戲機和串流裝置等媒體裝置，以便於
將電視螢幕上的內容與 Philips Hue 燈光
同步。由於內容必須先透過 HDMI 裝置通
過同步調整器，因此同步調整器埠相容於智
慧型電視應用程式。

只要簡易安裝，就能輕鬆連線至您的橋接器
並搭配任何電視與 HDMI 裝置使用同步調
整器。您能以任何方式控制娛樂體驗和同
步調整器：使用應用程式、產品上的控制
鈕、任何紅外線電視遙控器或以 Amazon
Alexa、Siri 和 Google Assistant 語音控
制。

在應用程式中進行個人化設定
快速、順暢地照明體驗

您的燈會與您電視螢幕同步，因此無論是播
放電影、音樂或玩遊戲，您可享有零延遲的
體驗，創造出真正身歷其境的體驗。使用同
步調整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觀賞您最喜歡
的內容。

支援高品質視訊格式

打造專屬的休閒娛樂體驗。使用應用程式
變更您的燈光設定，例如效果的亮度和速
度，並定義預設啟動設定。
必須搭配 Hue 橋接器 V2 和彩色燈光

可搭配任何 Hue 備有可調色功能的燈光使
用

同步調整器可搭配所有 Philips Hue White
and Color Ambiance 燈泡或燈具使用。
您的休閒娛樂區最多可以新增 10 盞
Philips Hue 備有可調色功能的燈光，然後
在觀看時每盞燈會個別回應螢幕上的電視
內容，以周圍環境照明為媒體帶來生命力。

Hue 橋接器* 是您的智慧照明系統的核心，
能將您的 Hue White and Color
Ambiance 智慧燈光與您的應用程式和同
步調整器連線，可讓您在同步時自訂並儲存
燈光設定。 *同步調整器僅相容於方形
Hue 橋接器 V2。

Philips Hue Play HDMI Sync Box 與 4K、
Dolby Vision 和 HDR10+ 相容，讓您可以
在家享受最高品質的畫面，更能與您的
Philips Hue 智慧型燈具同步，提供周圍環
境照明。

8718699707248

規格
設計與外型
• 顏色: 黑色
• 材質: 合成纖維與金屬
環境
• 操作濕度: 5%< H <95% (非冷凝)
• 操作溫度: 0°C - 40°C
耗電量
• 變壓器電壓: 24 V
• 待機耗電量: 1 W
• 最大耗電量: 7 W
產品尺寸與重量
• 高度: 2.3 cm
• 長度: 9.9 cm
• 淨重: 0.455 kg
• 寬度: 18.2 cm

支援項目
• 聲控助理: Amazon Alexa, Google
Assistant
• 連接埠: 4
• 紅外線接收器: 是
• WiFi: 802.11 b/g/n/ 2.4 GHz
• HDMI: 2.0b with HDCP 2.2
• 視訊解析度: 4K 60Hz; 1080p & 1440p
120Hz; HDR10+ & Dolby Vision.
• CEC: Yes
• 受支援: Bluetooth 4.2 for installation
with WIFI
包裝尺寸與重量
• EAN/UPC - 產品: 8718699707248
• 淨重: 0.680 kg
• 淨重: 1.430 kg
• 高度: 10.200 cm
• 長度: 30.000 cm
• 寬度: 20.000 cm
• 材料編號 (12NC): 929002275803

服務
• 保固: 2 年
技術規格
• 使用壽命: 10000 hrs
• 防護等級: II - 雙層絕緣
內容物
• 電源變壓器: Yes
• HDMI 同步調整器: 是
• HDMI 纜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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