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限可能
將 Hue 系統拓展至戶外。Econic 壁燈可連接您現有的 Hue bridge，使

用各種功能，包括離家控制與日常作息設定，隨心營造燈光氛圍。未隨附

Hue bridge

無限可能

• 利用 1600 萬色妝點戶外空間
• 暖白光與冷白光助您放鬆
• 為特殊場合提供特別的燈光

輕鬆操控且舒適無比

• 設定計時器，享受便利生活

• 依您想要的方式控制

• 無論在室內或外出時皆可智慧控制

• 設定燈光，歡迎您回家

從智慧型裝置使用 Hue 橋接器全面控制

• 需要飛利浦 Hue 橋接器

專為戶外空間設計
• 耐候 (IP44)

• 高品質鋁合金與強化玻璃

• 高照明輸出

Econic 戶外壁燈

Hue White 及 Color
Ambiance

整合式 LED

數百萬種顏色

黑色

透過 Hue bridge 智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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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特點
妝點戶外空間

Philips Hue 戶外照明可讓您盡情施展魔

法。恣意玩轉 1600 萬色及應有盡有的白

光色調，創造您想要的效果。打亮物體、樹
葉或走道，讓您的空間更加亮眼出眾。使用

Hue 應用程式儲存您最愛的照明設定，只要

用手指輕點一下，即可隨時叫出設定。

熱至冷白色

Philips Hue 戶外照明能為您延長傍晚時
光。為露台、陽台或門廊設定適合的氛圍，

幫助您放鬆身心。運用夏日豔陽的暖白光，

或是冬日的冷白光，一年四季隨心所欲享受

任何一種白光色調。

為特殊場合提供特別的燈光

迎接愉悅的佳節氣氛，就從智慧型燈具開
始！使用 Philips Hue 燈改變居家氛圍，營
造不同的節慶與季節體驗，例如在聖誕節採
用明亮的紅光與綠光、在春日妝點柔和的粉

色彩，或是在萬聖節使用詭譎的紫色打造最

恐怖的鬼屋。

設定計時器，享受便利生活

在戶外享受更長的傍晚時光，等到日落後才

結束庭院工作或將垃圾拿到戶外也沒關係。

設定時程或利用日落與日出作息，自動開啟
Philips Hue 燈。當然，您也可以按照同一

種方法關閉或調暗燈光。您再也不需要擔
心是否忘了關燈。

依您想要的方式控制

使用橋接器連接 Philips Hue 燈，開始探索

無限可能。從您的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
透過 Philips Hue app 來控制燈光，或在系

統中加入室內開關來變換燈光。設定計時
器、通知、鬧鐘等功能，享受完整的 Philips
Hue 體驗。Philips Hue 甚至可以搭配

Amazon Alexa、Apple Homekit 和
Google Assistant 運作，讓您用聲音控制燈
光。

無論在室內或外出時皆可智慧控制

照亮您的戶外空間，一探外頭的世界。透過
Hue Bridge 連接戶外的燈具，即可隨心所

欲控制燈光。您可利用 Philips Hue 戶外

感測器、Philips Hue app 等室內遙控選項，

或是語音指令 (Amazon Alexa、Apple
HomeKit 或 Google Assistant) 來控制戶
外燈光，也可以設定照明時程來模擬家中有

人的狀態。不論是在舒適的家，或是在其他

地方，您都可以控制戶外照明。

設定燈光，歡迎您回家

體驗燈光在您到家自動開啟和出門時自動
關閉的舒適體驗。從停好車，直到進入家裡
的過程，都有合適的燈光伴您左右。使用

Philips Hue 戶外感測器，或是將 Hue 應用

程式設定成「在家」或「外出」模式，也可

交給地理位置定位來判斷，讓您不用觸碰任

何按鈕就可以開啟關閉所有燈，就是這麼輕
鬆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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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飛利浦 Hue 橋接器

使用橋接器連接 Philips Hue 燈，即可透過
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的 Philips Hue app
控制燈光。您也可以使用 Philips Hue 室
內調光開關來開關 Philips Hue 燈和調整

亮度。

耐候 (IP44)

這款 Philips Hue 戶外燈具專為戶外環境

設計，經過嚴謹測試，可確保卓越性能。其

IP 等級以兩個數字表示，第一個數字代表其

防塵保護等級，第二個數字為其防水保護等

級。這款燈具符合 IP44 標準，可防護任何

方向的水花潑濺，是最常見也最適合戶外使

用的產品。

高品質鋁合金與玻璃

本系列產品專為戶外使用設計。我們採用

高品質的鋁合金與強化玻璃材質，可確保燈
具在戶外各種條件下擁有卓越性能。精明

的材質選用，有助於提供最佳的射頻。

高照明輸出

這款 Philips Hue 燈具可提供充足的照明

輸出，以舒適的光線照亮您的花園。這款

Philips Hue 燈具可打亮大門入口、增添更

多氣氛、為您營造各式情境，將戶外空間的

美感推向嶄新境界。

規格
設計與外型

• 顏色: 黑色

• 材質: 金屬, 玻璃

其他功能/配件

• 可透過 Hue 應用程式與開關調光: 是

其他

• 特殊設計: 花園與陽台

• 風格: 當代時尚系列

• 類型: 壁燈
• EyeComfort: 是

耗電量

• 節能標章: Built in LED

產品尺寸與重量

• 高度: 11.5 cm

• 長度: 26 cm

• 淨重: 2.580 kg

• 寬度: 26 cm

客戶服務
• 保固: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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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格

• 使用壽命達: 25,000 h

• 光源相當於傳統燈泡：: 79 W

• 總流明輸出: 1150 lm

• 燈泡技術: LED, 24 V

• 光色: 2000-6500 Hue White Color
Ambiance

• 主電源: 範圍 220 V - 240 V, 50-60 Hz

• 亮度調整: 是

• LED: 是

• 內建 LED: 是

• 隨附光源能源等級: 內建 LED

• 燈泡數量: 1

• 內附燈泡瓦數: 15 W

• 替換燈泡最高瓦數: 15 W

• IP 防護等級: IP44, 防止 1 公釐以上物體
進入, 防潑水

• 防護等級: I - 接地

包裝尺寸與重量

• EAN/UPC - 產品: 8718696170564

• 淨重: 2.580 kg

• 淨重: 3.047 kg

• 高度: 355.000 mm

• 長度: 200.000 mm

• 寬度: 345.000 mm

• 材料編號 (12NC): 91500573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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