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e 橋接器
Hue
隨附橋接器
自動化您的燈光

8719514342644

個人無線照明
開始使用 Philips Hue，並從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控制燈光，甚至也可
用您的聲音來控制。Philips Hue Bridge 是此系統的核心，它經由
Philips Hue app 釋放無限可能性。
輕鬆控制
• 無論在室內或外出時皆可智慧控制
• 用您的聲音控制
• 飛利浦 Hue 系統的中心
• 最多可新增 50 種飛利浦 Hue 燈
• 以飛利浦 Hue 配件擴充
• ZigBee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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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特點
無論在室內或外出時皆可智慧控制

系統的中心

透過飛利浦 Hue iOS 和 Android app，您 飛利浦 Hue 橋接器是您設定個人飛利浦
Hue 系統所需的一切。這實際上就像是操
可以隨時隨地遙控燈光。檢查您出門前是
否忘了關燈，並在工作晚歸時將燈光打開。 作的大腦，可讓您透過飛利浦 Hue app 控
制您的所有飛利浦 Hue 產品。一旦您安裝
飛利浦 Hue 橋接器並在您的智慧型裝置上
用您的聲音控制
下載飛利浦 Hue app 之後，您就可以充分
發揮您的想像力及打造您專屬的系統

以 Hue 配件擴充

在飛利浦 Hue 系統中，您也可以連接多達
12 個配件，以進一步強化您連接的照明體驗
ZigBee 技術

最多可新增 50 種 Hue 燈

飛利浦 Hue 可搭配 Amazon Alexa、
Apple HomeKit 和 Google Home (由
Google Assistant 提供) 使用，好讓您用聲
音控制燈光。您可以開啟及關閉燈光、調整
至所需的亮度以提供完美的氛圍，甚至可以
叫用預先設定的場景、變更顏色等等，這些
都不需要動到一根手指。

選擇您想要的飛利浦 Hue 燈，並將其連接
到您的飛利浦 Hue 橋接器。此橋接器非常
強大，足以處理 50 種燈，所以請使用 Hue
燈照亮您的整個房子

規格
環境
• 操作濕度: 0%<H<80% (非冷凝)
• 操作溫度: 0°C - 40°C
隨附額外功能/配件
• 隨附電源變壓器: 是
保固
• 2 年: 是
耗電量
• 節能標章 (EEL): n/a

服務
• 保固: 2 年
技術規格
• Hue Bridge: 頻率波段
2400-2483.5MHz
• 重量: 280

飛利浦 Hue 是根據 ZigBee，這是低功率、
可靠的燈光控制技術。新的功能和改良會
持續加入系統中。軟體和韌體的更新是以
無線且順暢的方式直接對您的飛利浦 Hue
產品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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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e Bridge
• 直徑: 88 mm
• 頻帶: 2400-2483.5 MHz
• 高度: 26 mm
• 長 X 寬: 90.9 x 90.6 mm
• 最大配件數: 10
• 最大燈泡數: 50
• 安裝選項: 桌面, 牆壁
• 電源變壓器: 100–240 V AC/50–60Hz,
輸出電壓：5 V DC 600mA, 待機功率：最
大值 0.1 W
• 耗電量: 250mA max
內容物
• Hue Bridge: 1
• 乙太網路纜線: 1
• 電源變壓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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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項目
• Philips Hue 應用程式: IOS 13 及更新版
本, Android 8.0 及更新版本
• 聲控助理: Amazon Alexa, Google
Assistant, Apple HomeKit (透過 Hue
Bridge), Microsoft Cortana (透過 Hue
Bridge)
包裝尺寸與重量
• EAN/UPC - 產品: 8719514342644
• 淨重: 0.208 kg
• 淨重: 0.297 kg
• 高度: 14.000 cm
• 長度: 14.600 cm
• 寬度: 7.200 cm
• 材料編號 (12NC): 92900118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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