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mento 大型吸頂燈
Hue White 及 Color
Ambiance
整合式 LED
透過應用程式的藍牙控制
使用應用程式或語音控制*
透過 Hue 橋接器智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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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實現智慧型照明
大型 Xamento 天花板燈專為較大的浴室而打造，採用堅固而當代的設
計。擁有數百萬種燈色以及獨特的光效，可為您的日常生活更添樂趣。
輕鬆實現智慧照明
• 透過 Bluetooth 應用程式，最多可控制 10 盞燈具
• 使用 Hue Bridge 充分發揮智慧型燈具功能
• 設定不需動手的語音控制
• 透過繽紛的智慧型燈具打造獨一無二的體驗
• 浴室用防水智慧照明 (IP44)
• 針對您的日常活動最佳化的照明調配
• 浴室用防水智慧照明 (I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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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特點
透過 Bluetooth 應用程式，最多可控制 10
盞燈具

透過繽紛的智慧型燈具打造獨一無二的體
驗

透過 Hue Bluetooth 應用程式，您可控制
家中任一房間的 Hue 智慧型燈具。 新增多
達 10 盞智慧型照明燈具，只要輕觸一下行
動裝置上的按鈕，即可控制所有燈具。

利用數百萬種顏色的燈光改造浴室，立即營
造出獨特氛圍。只要按一下按鈕，就可以讓
浴缸沐浴在粉紅色光芒之中，或利用鮮豔紫
色照亮浴室的每一角，讓您在梳洗打理、準
備與朋友外出度過美好夜晚的過程中，享受
十足趣味。

使用 Hue Bridge 充分發揮智慧型燈具功
能

浴室用防水智慧照明 (IP44)

為您的智慧型燈具添加 Hue Bridge (另
售)，享受完整的 Philips Hue 功能。使用
Hue Bridge 後，您可以新增多達 50 盞智
慧型燈具，控制整間住宅的燈光。建立日常
作息，自動化整個智慧家庭照明設定。使用
移動感應器和智慧開關等附加配件，讓您出
門在外也能控制燈光。

Philips Hue 智慧浴室照明已經過嚴格測
試，以確保防水性，所以成為了潮濕環境的
理想照明選擇。每盞浴室燈都符合 IP44 標
準。
針對您的日常活動最佳化的照明調配

設定不需動手的語音控制

當與相容的 Google Nest 或 Amazon
Echo 裝置配對時，Philips Hue 可搭配
Amazon Alexa 和 Google 助理使用。使
用簡單的語音指令即可控制房間內的多盞
燈或單一燈具。

使用預設 Philips Hue 照明調配，配合您一
整天的心情或活動。使用「活力充沛」照明
調配的明亮白光開始您的一天，或在「放鬆
休息」照明調配的微妙、柔和光線下放鬆。
想要一邊泡澡一邊看書嗎？只需設定「享受
閱讀」照明調配，即可獲得適當的燈光。

浴室用防水智慧照明 (IP44)

Philips Hue Xamento 系列的智慧浴室燈
具已經過嚴格測試，具有防水功能，是潮濕
環境的理想照明選擇。每盞 Adore
Bathroom 燈具都符合 IP44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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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設計與外型
• 顏色: 白色
• 材質: 金屬, 合成纖維

支援項目
• 與效果功能相容: Yes

隨附額外功能/配件
• 可透過 Hue 應用程式與開關調光: 是
其他
• 特殊設計: 浴室
• 風格: 極簡線條系列
• 類型: 吸頂燈燈

包裝尺寸與重量
• EAN/UPC - 產品: 8718696176566
• 淨重: 3.772 kg
• 淨重: 4.685 kg
• 高度: 100.000 mm
• 長度: 502.000 mm
• 寬度: 476.000 mm
• 材料編號 (12NC): 915005997901

產品尺寸與重量
• 高度: 8.4 cm
• 長度: 42.5 cm
• 寬度: 42.5 cm
服務
• 保固: 2 年
技術規格
• 流明輸出 (4000K): 3,700 lm
• 使用壽命達: 25,000 h
• 燈泡技術: LED
• 光色: 2000-6500 Hue White Color
Ambiance
• 主電源: 50-60 Hz
• 可調式燈具: 是
• LED: 是
• 內建 LED: 是
• 燈泡數量: 1
• 隨附燈泡瓦數: 52.5 W
• IP 防護等級: IP44
• 防護等級: I - 接地
• 光源可替換性: LED 光源由專業人士更換
• 控制齒輪的可替換性: 控制器由專業人員
更換
• 2700K 流明輸出 (開箱即用設定): 3,450
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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