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YLE燈具WiFi連線與
imOS STYLE app 操作手冊

(iOS與安卓系統) 

1



Welcome page 歡迎畫面

初次使用STYLE燈具與imOS STYLE app時，開啟app後

手機會先顯示歡迎畫面，請直接觸控螢幕將app強制

切換至設定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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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連線設定
進入app後，會先進入Instant show頁面，此時請點選右上角的WiFi選項切換至WiFi連線設定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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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連線設定 – 手機端設定

進入WiFi頁面時 (請確認手機已經與路由器WiFi連線) ，請在密碼欄位輸入路由器的連線密碼 (只允許英文或數

字最多15個字元)，輸入完畢後請先不要按下SEND鍵發出，請先參考下一頁的說明以進行燈具端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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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連線設定 – 燈具端設定

1. STYLE插上電源後， 在尚未連接到WiFi前， 面板上的燈號如右圖所示。

電源顯示恆亮綠燈，WiFi顯示閃爍藍燈，其餘燈號不顯示。

2. 在欲連線之STYLE的操作面板上依序按下”1-1-2-2-3 ” ，此時面板上M1至

M3三組燈號會顯示閃爍綠燈，代表燈具處於接收路由器密碼的狀態。

3. 確定燈具處於接收路由器密碼的狀態下，在手機app的畫面上按下SEND將剛剛鍵入的密碼發送給燈具。

4. 當燈具確定接收到密碼後，會發出”嗶”一聲，此時燈具會自動關閉再打開。

5. 燈具重啟後， WiFi燈號會先呈現短暫的閃爍藍燈， 當燈具確定與路由器

連上線後(視網路強度需等待5-30秒左右)，則燈號會由閃爍變為靜止藍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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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連線設定 – 手機端設定
確認燈具接受到密碼後，請在手機app畫面按下STOP (iOS版本) 或 CANCEL (安卓版本) 以停止發送密碼的動作，

並強制關閉app。重新打開app後，手機、路由器與燈具將進行三方的更新資料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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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連線設定 – 多組燈具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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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使用者使用兩組以上的STYLE燈具時， 需要進行主副機的連線。連線程序如下:

1. 先選擇其中一組燈具做為總主機，由該總主機先以手機WiFi頁面操作連線到路由器 (請參考p.3 – p.6說明)。

2. 確認主機連上路由器後，在主機面板上依序按下”3-3-2-2-1” ，此時主機面板上的M1-M3燈號會呈現閃爍狀態，代表主

機正在發送連線資訊給周遭的副機。

3. 選擇一組副機並在其面板上依序按下”3-3-2-2-2”以接收主機發送出的連線資訊。

4. 當副機收到連線訊號後，燈具會發出”嗶”一聲並自動關機再開機，表示已成功與主機連線。此時副機面板上會出現一

顆恆亮的藍燈。

5. 此時可再選擇另一組副機，重覆上述步驟3與主機進行連線。

6. 完成所有主副機連線後，務必將主機的電源拔除以停止主機發送連線資訊。等待5秒後可重新接上電源，確定主機與路

由器重新連線(藍燈恆亮)時，再開啟手機app進行操作。

註1. 一組主機最多可與三組副機連線。每組副機可做為子項主機再與四組副機連線，連線方式與上述步驟2到4相同。

註2.  整體的連線架構會像是一個樹枝狀的結構，由一組最前端的主機做為與手機與路由器溝通的窗口，再由該總主機將訊

號層層往下傳遞給副機(或子項主機) 。

註3.  當更換路由器時，所有副機(或子項主機)與總主機的連線仍存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總主機與新的路由器的重新連線。

一但總主機與新的路由器連線後，底下的副機仍可正常連線運作。



Welcome page 歡迎畫面

當完成WiFi連線燈具的設定後，手機重新開啟imOS 

STYLE app時，手機會先顯示歡迎畫面，此時手機、

燈具、路由器三方會先進行資訊更新確認的動作，在

此畫面下請勿觸控螢幕強制切換至設定頁面，否則可

能會出現手機與燈具沒有確實連線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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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t show 即時演示

當手機、燈具、路由器三方完成資訊更新確認的動作

後，手機螢幕會自歡迎畫面跳至Instant show即時演

示的頁面中。

選擇燈具(可全選或單選)

選擇光源模組(可單選或複選)

被選擇的光源模組會顯示綠色，此時調整下方三通道的數值，可

改變所選取之光源模組的亮度與顏色。欲選擇其他模組進行調整

時，可先按下先前選取的模組以取消點選，可讓模組保持原先設

定狀態，此時再調整三通道數值以改變新選取的光源模組設定值。

調整三通道的數值
光線狀態是由三個代表不同顏色的通道所構成。每個通道都可以

從0到100之間任選一個數值進行強度定義。在滑動代表各通道強

度的球時，所選取之光源模組會立即反應進行光線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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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setting 燈具設定

在燈具設定的頁面中， 有數個功能按鍵與兩個子頁

面可供使用者進行燈具的細部設定:

載入 儲存 快速展示 更新

呼叫

選取燈具

程式設定 效果設定

選取燈具: 在複數組燈具的情況下，左右滑動可變更選取的燈具。

呼叫: 按下燈具圖示上方的鈴鐺圖示可呼叫燈具，燈會以閃爍做回應。

程式設定: 在此子頁面下，按下燈具中光源模組可改變程式編號。

效果設定: 在此子頁面下，可編輯浮雲與閃電等特殊效果。

儲存: 當設定完成後，可將畫面上顯示燈具之設定值儲存至手機。

載入: 可從手機中載入先前存取過的設定值，套用到畫面上顯示的燈具。

更新: 將手機上編輯的設定值更新到所有與手機連線的燈具。

快速展示: 快速展示畫面中央顯示之燈具在一天中的光源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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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setting 燈具設定 – 燈具命名

長按畫面中央的燈具圖示，可針對該燈具進行命名。燈具名稱建議以英文與數字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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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setting 燈具設定 – 儲存與載入

點選 ”儲存 ” 或 ” 載入 ”圖示，可進入以下畫面。

在儲存畫面下，手機會優先以燈具名

稱做為存檔名稱。如果使用者想另外

存取為其他檔案名稱，可自行在上方

欄位修改名稱，則檔案將以另存新檔

的方式儲存至手機中。如需刪除檔案，

可按下檔案右方的叉叉圖示。

在載入畫面下，手機會將先前儲存過

的檔案列在下方列表中。使用者可從

列表中選取欲套用的檔案，再按下右

上方Load進行套用。如需刪除檔案，

可按下檔案右方的叉叉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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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setting 燈具設定 – 效果設定 (浮雲)

點選 ”效果設定 ”圖示，可進入左方之子頁面畫面。

(1) 定義浮雲移動方向

浮雲模式可分為四個移動方向，點選箭頭可定義畫面上方燈具之

浮雲移動方向。選取箭頭後，可先按下左側浮雲圖示進行浮雲效

果的演示。

(2) 定義浮雲移動的順序

在複數組燈具的情況下，除了設定浮雲移動方向外，還可以定義

每組燈具進行浮雲移動的順序。使用者可直接在燈具圖示的下方

選取該燈具進行浮雲效果的順序編號。除了可定義每組燈具以不

同的順序執行浮雲效果外，也可讓多組燈具設為相同的順序編號

做為同一個群組，同時執行浮雲的效果。

1 2 3

設定完成後，請務必按下畫面右上方之 ”更新 ”

圖示，將設定狀態更新至燈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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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setting 燈具設定 – 效果設定 (閃電)

點選 ”效果設定 ”圖示，可進入左方之子頁面畫面。

定義閃電出現頻率

閃電模式會在燈具一整天的運作中隨機出現。在此系統中，使用者可

依據個人的喜好選擇閃電效果出現的頻率。選項包括: None (關閉) 、

Low (低) 、 Med (中) 、 High (高) 。選定後，按下畫面右上方的更

新鍵後，燈具將依據使用者選定的項目隨機在燈具日常照明中出現。

14



Program setting 程式設定

載入 儲存

快速展示

選取程式

通道設定時間設定

程式起點
在程式設定的頁面中， 有數個功能按鍵與兩個子頁

面可供使用者進行燈具的細部設定:

選取程式: 點選此圖示可變更選取的程式編號，有P1-P6共6個程式可選擇。

時間設定: 在此子頁面下，可編輯所選取之時間球的時間與光線變換模式。

通道設定: 在此子頁面下，可編輯所選取之時間球的各通道光源強度。

時鐘重整: 按下此圖示時，系統會自行將時間環上的各顆時間球依據時間

設定的順序進行排列。

儲存: 當設定完成後，可將畫面上顯示程式之設定值存取到手機中。

載入: 可從手機中載入先前存取過的設定值，套用到畫面上顯示的程式。

快速展示: 快速展示畫面上顯示之程式在一天中的光源變化。

時鐘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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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分 秒 變化模式

Program setting 程式設定 – 時間設定

(1) 定義時間球的時間

每顆時間球包含三個設定內容: 時間、變化模式、通道強度。在此子頁

面下，可先設定每顆時間球開始執行的時間該球設定值的時間，時間

可設定時、分、秒。

(2) 定義光線變換模式

設定完時間後，在秒的欄位右方有另一個欄位，點選此欄位可設定該

時間球的光線變換到下一個時間球的模式。當欄位顯示”漸變 ”

時，表示此時間球至下一顆時間球之間，光線會以線性變化方式逐漸

從該顆時間球的通道狀態轉變到下一顆時間球的通道狀態。當欄位顯

示”跳變 ”時，則表示光線會直接從該顆時間球的通道狀態轉

變成下一顆時間球的通道設定值， 過程中光源不會出現任何的變化。

點選 ”時間設定 ”圖示，可進入此子頁面畫面。點

選時間環上的任一顆時間球時球體會放大，代表使用

者可針對所選取的時間球進行內容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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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setting 程式設定 – 通道設定

編輯完時間與光線變換模式後，可點選 ”通道設定 ”

圖示進入此子頁面畫面。

定義三通道的強度值

每顆時間球皆可設定其於某個時間點時的光線狀態，光線狀態是由三

個代表不同顏色的通道所構成。每個通道都可以從0到100之間任選

一個數值進行強度定義。在滑動代表各通道強度的球時，燈具上所有

光源模組會立即接受到訊號進行變化，使用者可以很直覺地看到光線

的變化以確認光線狀態是否符合使用者於該時間點的需求。

一個完整的程式是由12個時間球所構成，使用者必

須完整定義這12個時間球的設定內容，才算完成一

個程式的設定。完成程式設定後，請務必點選畫面右

上方的 ”儲存 ” 圖示將程式設定值儲存至手機。

如不需要再編輯其他項目，可跳至 ”Light” 頁面並點

選畫面右上方 ”更新 ” 圖示將設定值更新至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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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setting 燈具設定 – 儲存與載入

點選 ”儲存 ” 或 ” 載入 ”圖示，可進入以下畫面。

在儲存畫面下，手機會優先以程式編

號名稱做為存檔名稱。如果使用者想

另外存取為其他檔案名稱，可自行在

上方欄位修改名稱，則檔案將以另存

新檔的方式儲存至手機中。如需刪除

檔案，可按下檔案右方的叉叉圖示。

在載入畫面下，手機會將先前儲存過

的檔案列在下方列表中。使用者可從

列表中選取欲套用的檔案，再按下右

上方Load進行套用。如需刪除檔案，

可按下檔案右方的叉叉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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