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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e 系统是什么？

Lutron Vive 系统是一个面向新旧商业建筑的简单可扩展的无线照明控制解决方案。Vive 系统的众多优势包括：

• 建筑设计所需的灵活性

• 无线技术简化安装，减少服务呼叫

• 最大化生产效率和建筑性能

• 可靠性高，确保系统从一开始就能持续正常工作

• 实时的节能监控

组件

安装/接线

有关如何安装 Vive 设备的指示，请参阅产品随附的安装说明。本指南以所有设备已正确安装并接线为前提。

Radio Powr Savr  
占空/空置传感器

Pico 遥控

Vive 无线主机Lutron Vive 应用

注：在中国大陆不可用

顶装

Radio Powr Savr  
日光传感器

PowPak 控制器 
（需配接线盒）

10 | Lutron

引线式负载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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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tron Vive 应用

Lutron Vive 应用可以在 iOSR 和 AndroidT 设备上下载。此应用与 Vive 
主机软件 1.6 及以上版本兼容。旧的主机软件版本必须升级后才能使
用 Vive 应用。

注：在中国大陆不可用

1.  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T 商店下载此应用。

2.  启动此应用，按照说明创建一个 myLutron 账户。如果您已经有一个 
myLutron 账户，在此应用中输入账户凭据。

3.  验证电子邮箱，然后登录账户。

4.  在此应用中创建一个项目，然后向项目添加 Vive 主机。此应用提供所
有项目和项目中所有主机的统一视图。安装商可使用此应用激活延保

和向客户“移交”项目。

当项目移交给客户时，会给此客户发送一封包含项目详情的邮件。 
这样，客户就能够访问此项目、查看主机并查看与此项目有关的其他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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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配置

Vive 软件用于 Vive 无线主机（下文简称“主机”）的编程。可以
通过 Lutron Vive 应用或网页浏览器访问主机（建议使用 Google 
ChromeT 浏览器或 Safari 应用程序）。

如果使用 Vive 应用，请按照此应用上的说明创建一个项目，并向
此项目添加主机。一个项目可以邀请多位用户，这些用户可以使

用不同的设备访问项目并进行协作。

注：主机的编程可通过将一个智能设备（例如手机、平板电脑或

笔记本电脑）连接至主机的内置 Wi-FiR 芯片来完成。对于连接至
外部 Wi-Fi 网络还是新建 Wi-Fi 网络，没有特别要求。

连接主机（通过浏览器）

1.  在智能设备上启用 Wi-Fi 连接。

2.  导航至可用网络列表。处于主机范围内时，您应当可以看到类似
于“Vive-017d20b9”的网络名称。网络名称中“Vive”后面的文
字是主机的序列号。连接至此网络。

设置 Wi-Fi 连接（通过浏览器）

1.  打开一个网页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vive.lutron.com”。浏览
器会显示一张主机图片，并且此主机的天线将闪烁白光。如果主

机不正确，返回 Wi-Fi 网络列表，选择其他网络。一旦找到正确主
机后，按“是，设置此主机”。

注：如果要通过此应用设置主机，按照此应用中的说明建立一个

项目并添加主机。

2.  按主机的当前名称，进行重命名（例如 Vive_floorOne）。这将成
为此主机的 Wi-Fi 网络名称。一个描述性好的名称可在以后方便您
和其他人识别此主机。

3.  按“下一步”。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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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配置（续）

4.  输入 Wi-Fi 网络的安全密码，按“完成”。

 保证账户安全需要使用强密码。

密码必须：

a. 为中等强度或更高。

b. 含有至少 8 个字符。

c. 不包含以下字符：‘x’、“x”

按照以下指南创建一个安全密码。

•  增加密码长度。

•  同时使用大写和小写字母。

•  添加数字或特殊字符。

注：按“显示”或“隐藏”查看或隐藏正在输入的密码。

5.  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记下此密码。

6.   此主机将应用这些设置，并断开与智能设备的连接。返回智能
设备的 Wi-Fi 设置屏幕，使用 Wi-Fi 名称和刚才创建的密码连
接到此主机网络。

7.   返回网页浏览器，按“Vive”。您将会看到一个关于 Vive 软件
的简短教程。看完这些屏幕后，按“开始”。

8.   您将被引导至 Vive 软件的主控制面板。您可以按照本指南  
调试 章节的步骤开始创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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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主机密码

可选：Lutron 建议为主机创建一个额外的密码。这可提高安全， 
在通过有线网络访问此应用程序时需要输入此密码。

1.   在 Vive 软件的主控制面板中，按“ ”，然后按“更改主机登录 
密码”。

2.  为此主机输入一个安全密码，按“保存”。

 保证账户安全需要使用强密码。

密码必须：

a. 为中等强度或更高。

b. 含有至少 8 个字符。

c. 不包含以下字符：‘x’、“x”

按照以下指南创建一个安全密码。

•  增加密码长度。

•  同时使用大写和小写字母。

•  添加数字或特殊字符。

注：按“显示”或“隐藏”查看或隐藏正在输入的密码。

3.  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记下此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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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页...

调试

Vive 系统使用无线信号强度测量来尽可能快速有效地向某个区域添
加灯具。要利用此技术，在执行以下步骤时，请确保您身处需要进

行编程的房间。

创建区域

区域是建筑中的一个房间或空间（例如会议室、办公室或走廊）。

1.  在 Vive 软件的主控制面板中，按“房间/区域”。

2.  选择“添加一个房间/区域”，为区域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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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续）

添加设备

添加 Pico 遥控并分配设备

1.  选择“Pico”作为要添加的设备类型。

注：您可以选择任何设备。甚至可以选择“此房间中没有这些

设备”，从此处没有显示的设备开始。以下步骤以使用 Pico 
遥控为例。

2.   按住 Pico 遥控底部的按钮 10 秒，直到屏幕提示“正在添加 
设备”。

注：按此按钮之前，不需要选择正确的 Pico 遥控型号。 
因为，按此按钮时，软件会自动识别您使用的型号。 
软件中的图片只作引导，可能不能精确描述您使用的型号。

3.  按“查找灯/设备”图示上的“继续”。此图示将在添加第一
个设备时显示。

软件会寻找附近的灯/设备。然后根据无线信号的强度，按顺
序显示设备列表。距离 Pico 遥控最近的设备显示在列表的最
上面。序列号是该设备的默认名称。名称可稍后更改。

注：已通过按钮配对方式添加到Pico遥控器的任何灯/设备在列
表中将显示为“未添加到主机”，需要通过主机重新添加。 
如果灯/设备受控于任何其他控制设备（例如占空传感器），
那么也需要通过主机重新分配至其他控制设备。

注：“继续搜索...”按钮可用于寻找距离 Pico 遥控较远的更
多灯/设备。设备不在列表中时按此按钮。

注：在非常大的房间（例如开放办公室）里，您可能需要四处

走动，多按几次“开始新的搜索”才能找到所有设备。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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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页...

调试（续）

添加设备（续）

添加 Pico 遥控并分配设备（续）

4.   按“闪烁”，可通过闪烁来识别设备。如果是所需的设备，
按“+”。每添加一个设备到此区域，需重复此步骤一次。 
 
注：按“闪烁”时，CCO 控制器不会反复开关。相反， 
CCO 控制器正面的 LED 指示灯会快速闪烁。

5.   按“添加标签”标记设备、灯或控制器，方便以后参考。 
添加控制设备时，将会显示这些标签，而无需再次闪烁以进行 
识别。

标签可以是任意形式，可以任意方式使用。它们可用于标注新

的区域。例如，标注“销售区”、“前排”和“会议室” 
的标签。

6.   Pico 遥控可控制多个区域中的设备。要添加其他区域的设
备，按“显示其他房间/区域的灯/设备...”。选择所需区域，
按“+”。

注：Pico 无线控制器必须位于距离所控全部设备 9 m（穿墙）
或 18 m（不穿墙）以内的位置。

7.   在相应的“功率 (W)”字段中，为每个添加的设备输入负荷总功
率。这是通过Vive 软件或 BACnet 获取最准确的能耗报告的必
要前提。

注：报告的节能数据只是瞬时数据。如果需要历史能耗报告，

应配置一个带 BACnet 的高级主机配合 BMS 工作。BMS 经 
BMS 工程师配置后可存储历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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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续）

添加设备（续）

添加 Pico 遥控并分配设备（续）

8.  按“下一步”，给 Pico 遥控重命名。

9.   如果使用的是 3BRL Pico 遥控，按“自定义按钮编程”将自定义按
钮设为所需亮度。您可以将所有负荷设为相同亮度或不同亮度。 
“预览”按钮可用于实时查看设置效果，而不作任何更改。

注：在 2B、2BRL、3B 和 3BRL Pico 遥控器上，顶部和底部的按
钮可分别将所有分配的负荷改为 100% 和 0%。在 4B Pico 遥控器
上，底部按钮可将所有分配的负荷改为 0%。3B 和 3BRL 的中间按
钮与 4B 顶部三个按钮可自由设置所需预设亮度。

注：PowPak CCO 控制器 (RMKS-CCO1-24-B) 可以像其他继电器
设备一样编程（开/关）。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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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续）

添加设备（续）

添加 Pico 遥控并分配设备（续）

10.   要设置 Pico 遥控的渐变时间，按“渐变”。此时间指定了分配给 
Pico 遥控的可调光的初始亮度变为目标亮度的渐变时长。

11.   如果 Pico 无线控制器控制位于多个房间的灯/设备或控制多个灯/设
备超过其正常控制范围，可以延展其无线范围。这可以确保远距离

的灯/设备响应 Pico 无线控制器的控制。

注：此功能可以将 Pico 无线控制器的无线范围延展至其被分配的
主机的全部范围。它不可用于控制超出主机范围的灯/设备。

注：如果 Pico 无线控制器属于建议类别，主机将自动延展它的范
围；但是，您也可以选择禁用范围延展功能。

注：最多可延展 15 个 Pico 无线控制器的范围。

12.   在新的房间里，如果您向 Pico 控制器或无线日光传感器添加了多
个带传感器的灯具，那么您可以选择让所有占空传感器协同运行。

协同运行时，如果任一传感器侦测到占空，那么与所有这些传感器

关联的所有灯都会亮起。

可随时在“设备及设置” > “占空” 屏幕中更改此选项。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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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页...

调试（续）

添加设备（续）

添加传感器并分配设备

1.  在“添加设备”屏幕中，选择所需传感器类型。

2.  在已经有一个无线占空传感器的房间中，如果您再添加一个无线传
感器，那么您可以选择让所有占空传感器协同运行。协同运行时，

如果任一传感器侦测到占空，那么与所有这些传感器关联的所有灯

都会亮起。

可随时在“设备及设置” > “占空” 屏幕中更改此选项。

3.  列表出现后，按“闪烁”识别灯/设备，按“+”添加它。

任何已编程到 Pico 遥控的灯/设备都可以这样标记。这样可以快速识
别设备是否属于此区域。

注：对于无线 日光传感器，灯可以添加到不同的阵列。不同阵列的
灯可以设置不同的目标照度。

注：按“闪烁”时，出于安全原因，PowPak 插座控制器和 PowPak 
CCO 控制器不会闪烁它们的继电器输出。相反，这些控制器正面的 
LED 指示灯会快速闪烁。

注：如果区域中有多个设备，先对设备重命名再添加其他传感器会

更加简单。这样，将灯具分配给传感器时，识别灯具也更简单。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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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续）

添加设备（续）

添加传感器并分配设备（续）

4.   在相应的“功率 (W)”字段中，为每个设备输入负载的总功率。 
这是获取准确能耗数据所必需的。

5.  按“下一步”，给传感器重命名。按“完成”。

将设备直接添加到主机

1.  在区域控制面板中，按“设备及设置”，然后按“添加设备”。

2.  按“此房间中没有这些设备”，然后选择所需设备。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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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页...

调试（续）

添加设备（续）

将设备直接添加到主机（续）

3.  按住所示按钮 10 秒。屏幕将显示按哪个按钮。

4.  给设备重命名，在相应的“功率 (W)”字段中， 
为每个设备输入每个负荷的总功率。 
这是获取准确能耗数据所必需的。

5.  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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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未在发现列表中显示的设备

距离太远的设备

有时，设备在“查找灯/设备”步骤中找不到。如果找不到要通
过 Pico 遥控或传感器添加至某个区域的设备，请按照以下步骤
操作。

1.  在“选择设备”屏幕中，按“开始新的搜索”。

2.  移动 Pico 遥控或传感器靠近要添加的设备。

注：设备可能连接一个区域中的多个负荷。移动 Pico 遥控或传
感器靠近设备，而不是靠近负荷。

注：Pico 无线控制器必须位于距离所控全部设备 9 m（穿墙）
或 18 m（不穿墙）以内的位置。

3.   按住 Pico 遥控或传感器上的所示按钮 10 秒。系统将执行无线
信号测量，该设备应当被列名。

如果仍然找不到，检查以下事项：

•  验证设备是否通电。

•  确保设备正确接线。

•  有时，大的金属物体可能会削弱设备的信号强度，使它看起来
很远。移动到房间的另一边，这可能会让设备看起来近一点。

不支持的设备

如果主机软件不支持某个具体设备，在您尝试添加此设备时，

会显示一条错误消息“不支持的设备”。按照固件更新章节的

步骤更新主机软件。主机软件更新完成后，向主机添加此 
设备。

未设置主机的设备

如果灯/设备被手动分配（按钮配对方式）至其他设备（例如 
Pico 遥控、传感器），灯/传感器将在发现列表中显示，但是无
法被添加，除非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出厂设置，请按照屏幕或

安装说明（设备随附）中的步骤操作。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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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重命名

1.  按“房间/区域”，选择此设备所在的区域，按“设备及设置”。

2.   对于灯光控制器，展开“灯”，选择所需设备。对于 PowPak 插座
控制器和 CCO 控制器，在“设备及设置”屏幕选择此设备。

3.   给此设备重命名，按“名称”字段以外的地方保存更改。 
保存完成后会显示一个“已保存”确认提示。

设备故障排除
如果灯/设备未按预期工作，请尝试设备详情屏幕给出的故障排除 
步骤。

按照以下步骤导航至设备详情屏幕：

1.  按“房间/区域”，选择此设备所在的区域，按“设备及设置”。

2.  展开“灯”，选择所需设备。

3.  按“故障排除”打开包含故障排除说明的屏幕。

4. 按照说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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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

占空/空置传感器设置

 •  导航到待调整传感器所在的区域控制面板。按“设备及设置”，
然后按“占空”。

此菜单中有多个可更改的设置。请参见以下了解这些设置的 
详情。

状态

 使用此滑块可启用或禁用此区域的占空/空置传感器。

占空设置/编程

•  按“灯和 CCO 模块”调节灯和 CCO 模块的占空/空置行为、 
被占用时/在无人时的输出亮度和其他设置。

注：如果此区域有受控于某个占空/空置传感器的相应设备， 
才会显示此设备类型的占空设置。

占空/空置行为

 根据需要，设置此区域的“占空/空置”或“仅空置”行为。区域
中的所有灯/设备可采用相同的设置，也可以采取独立不同的 
设置。

• 占空/空置 = 自动开启, 自动关闭

• 仅空置 = 手动开启, 自动关闭

注：在 Vive 系统中启用/禁用占空只有两种方法：通过此屏幕或
通过 BACnet 协议。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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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续）

占空/空置传感器设置（续）

占空设置/编程（续）

被占用时/在无人时的亮度

 根据需要，调节此区域调光型灯光的被占用时和在无人时的
输出亮度。可以将此区域中的全部调光型灯光设置为相同亮

度，也可以设置为独立不同的亮度。

注：开关灯将始终设置为：被占用时“开启”，无人时 
“关闭”。CCO 将始终设置为：被占用时“闭合”， 
无人时“断开”。

灵敏度

 Radio Powr Savr 传感器的灵敏度必须在传感器上实地设
置。软件屏幕上会显示如何操作的说明。

注：如果传感器侦测不到人体动作（例如人在房间但是灯熄

灭），应该提高灵敏度。如果传感器侦测到的人体动作太多

（例如灯光在超时结束后没有熄灭），应降低灵敏度。

超时

 Radio Powr Savr 传感器的超时设置必须在传感器上实地更
改。软件屏幕上会显示如何操作的说明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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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续）

占空/空置传感器设置（续）

所有占空传感器协同运行

    如果您希望房间中的所有占空受控灯/设备在任何占空传感器侦测
到变化时同时打开或关闭，启用此设置。之后添加的占空传感器

也会自动控制这些灯/设备。

    按“所有占空传感器一起工作”，然后按“所有传感器协同运
行”启用此设置。

    在大房间或怪状不规则的房间中，例如长走廊和开放办公室，灯/
设备可能不在占空传感器的无线范围内。可以延展无线范围，使

房间中的所有占空传感器可以控制此房间中的任何灯/设备，无论
这些传感器和设备之间的距离有多远。每个 Vive 主机最多可延展 
14 个房间的占空传感器的无线范围。按“无线覆盖范围”屏幕中
的“是”启用此设置并选择房间类型。

   注：此功能需要 Vive 主机软件 01.09 或以上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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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亮度

调光上限/下限修正

1.  按“房间/区域”，选择所需区域。

2. 按“设备及设置”，然后按“调整亮度”。

3.  按相应按钮，设置所需亮度。

a.  调光上限修正

使用“最高亮度”可调节设备的调光上限。此设备将不会高

于此亮度。所有设备可使用相同设置，也可以使用独立不同

的设置。

b.  调光下限修正

按“调光下限修正”可调节设备的调光下限。此设备将不会

低于此亮度。所有设备可使用相同设置，也可以使用独立不

同的设置。

注：调光下限与最低亮度不同。调光下限是负荷将变暗但尚

未关闭的最低亮度。最低亮度是负荷在收到关闭指令时将变

为的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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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亮度

此设置仅在您希望负荷在“关闭”时变为特定亮度而非真

正关闭的情况下使用。这主要用于外出通道（例如走廊和

门厅）。

1.  按“房间/区域”，选择所需区域，按“设备及设置”。

2. 展开“灯”，选择所需设备。

3.   按“此灯不应关闭”，选择负荷不得低于的最低亮度。 
按“保存”。

注：最低亮度与调光下限不同。最低亮度是负荷在收到关

闭指令时将变为的亮度。调光下限是负荷将变暗但尚未关

闭的最低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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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页...

采光

当有自然光时，日光采集减少了人工照明的使用，以降低能量

消耗。这适用于所有操作，包括所有 Pico 按钮的手动控制。
在 Vive 软件中，日光传感器只能添加至系统并设置为控制特定负
荷。日光校准通过按钮操作手动完成（Radio Powr Savr 日光传感
器）。以下涵盖了日光传感器校准的详情。

最佳方式

1. 首先校准空间以获得最佳效果。

•   请在空间接收到足够间接阳光照射时进行校准。当阳光直射或阳光
不足时，请勿校准。

•   在所有家具或设备移入空间并完成所有喷漆操作后执行校准。

•   如果客户对照明有特定要求，则可能需要使用照度计进行测量，以
调整光照水平来满足客户要求。达到所需的照度后，在工作面高度
（通常在完工地板以上73 cm处）和正在调整的那排灯具正下方用
照度计测量照度。

2.  若校准后的亮度仍不符合预期，请点击 “目标照度” 以微调空间
中的光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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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光（续）

Radio Powr Savr 日光传感器

Radio Powr Savr 日光传感器必须手动校准。参阅 Radio Powr Savr 
日光传感器安装说明的这些章节：校准、日光传感器测试和系统 
调整。

注：不需要按 PowPak 设备上的按钮，因为它们会自动进入校准 
模式。

不用按住传感器上的“校准”按钮，可以用绿色激光器（可在五金

或办公用品店买到）照射传感器两次就将其置于校准模式。这与关

联使用的程序相同。

警告！伤眼和/或致盲危险；避免眼睛直接接触激光照射。

• 对于靠近反射面的 Lutron 产品，不建议使用激光笔。

• 请勿将激光笔以直接方式或通过镜面或其他发光面反射的方式瞄准
或照射任何人、宠物、车辆或飞机。请勿透过双筒望远镜、放大镜
或其他光学设备看激光。

• 请勿让儿童使用激光笔。

• 阅读并遵守激光笔制造商的安全使用说明。一旦受伤，立即就医。

多阵列采光

右边是一个使用 Radio Powr Savr 日光传感器的多阵列采光示例。 
要完成类似设置，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在 Vive 软件中，将所有灯具分配到日光传感器。

2.  手动调节所有阵列的设备以达到所需英尺烛光 (fc) 亮度。

注：找到 PowPak 设备所在位置并手动调节至所需英尺烛光亮度可
能有点难度。为此，您可以为每个参与采光的 PowPak 设备分配一
个 2BRL Pico 遥控，以便远程调整亮度。采光校准完成后，可以将
此 2BRL Pico 遥控从 Vive 系统数据库中移除。

阵列 1 阵列 2

窗
户

接下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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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光（续）
多阵列采光（续）

3.   要调整采光设置，导航到日光传感器所在的区域控制面板。 
按“设备及设置”，然后按“日光采集”。

4.   按要校准的日光传感器，阅读“开始”注意事项。按“下一步”，
按照说明执行校准。

5.  若校准后的亮度仍不符合预期，请点按"目标照度"以调整房间的目
标亮度。 这些是实时更改，您可以查看这些更改并进行微调，直
到您的空间达到所需级别。如果调整期间空间内的日光处于较高水

平，则可能无法看到明显的灯光亮度变化。可以调节并保存所有灯

或某个传感器所连接的灯的目标照度。

6.  使用此滑块可启用或禁用此区域的日光采集。

7.   按“允许日光采集关闭可调光型灯”可以允许或阻止可调光型灯在
采集日光照明时关闭。如果选择“是”，当房间有充足日照时，灯

会关闭。如果选择“否”，日光采集将不会关闭可调光型灯，但仍

会调暗灯的亮度至低端下限。此设置不会影响此房间中添加的开关

和 CCO。

   注：低端下限可在“亮度调整”中设置。

   注： 更改日光设置后被关闭的可调光型灯只在空间日照不足时起作
用。更改设置可能不会即时生效。

  注：此选项只在无线日光传感器被添加到此房间时显示。

注意：有关校准传感器的提示，请参阅本节开头处
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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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计划

主机有一个内置时钟, 可按当日时间或天文时间设置计划事件。

注：创建并编程所有单个区域后再创建时钟计划。

创建时钟计划

1.  打开 Vive 软件的主控制面板中的“时钟计划”菜单。

2.   按“+”添加事件。可以创建多个独立的时钟计划事件， 
每个事件均可单独编程。

3.  给事件命名，名称应描述编程目的（例如早上全打开）。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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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计划（续）

创建时钟计划（续）

注：可以创建在每周选择的固定日期运行的“每周”事件，或者

只在选择的日期运行的“按日期”事件。

4.   如果需要在创建每周事件后调整日期，选择开始日期、结束日期
和假日/例外日期，按“下一步”。可选择一周当中的任意日期。

5.  单击“月”或“年”可快速跳转至未来日期。

6.  事件不会在选择的假日/例外日期运行。

注：在选择“假日/例外”屏幕中，可从其他事件导入例外日期。
日历中的灰色日期表示事件不会在这些日期运行。

7.   如果要创建“按日期”事件，则选择想要运行事件的日期， 
按“下一步”。选择想要事件开始的时间。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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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计划（续）

创建时钟计划（续）

8.   单击“月”或“年”可快速跳转至未来日期。

9.  选择此事件应包含的房间/区域。

10.  选择此事件所需包含的执行动作。

11.  指明灯光、插座和 CCO 模块在此事件发生时应该达到的状态。

注：还可选择更改此事件的渐变时间。此时间指定了在此事件中可

调光型灯从初始亮度变为目标亮度的渐变时长。

12.  为此事件设置占空设置和亮度，按“保存”。

注：一旦事件触发，就会修改各个区域的占空设置。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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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计划（续）

创建时钟计划（续）

13.  要按区域将设备设置为不同级别，请点击“按房间/区域设置”。

14.  要按某个区域中的设备设置不同级别，请点击该区域中的 
“按灯光设置”。

15.  如有需要，按“测试事件”测试此事件。按“完成”保存时钟 
计划。

  注：“测试事件”将测试亮度渐变情况。测试事件中不会显示对占
空设置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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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计划（续）

修改和测试时钟计划

1. 创建时钟计划后，导航到“计划事件”屏幕。您将在日历视图中看
到计划事件列表。可以选择其他日期来查看该日期的计划事件。按

所需事件可修改或查看详情。

2.  可以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a.  移动“状态”滑块，启用或禁用整个事件系列。这可以在所有编
程日期启用或禁用事件，不只是某一天。

b.  在此屏幕中修改名称、天、日期、时间、假日/例外和按此时钟计
划影响的房间与执行动作。

c.  按“测试事件”测试编程的时钟计划。这将激活时钟计划， 
这样可以看到空间在事件发生时的变化。

注：计划在多日或多个日期执行的事件会显示一个重复图标。按重

复事件时，软件会询问打开“本次事件”还是“整个系列”。“本

次事件”将打开特定日期的事件详情，“整个系列”将打开整个系

列的详情，包括开始日期、结束日期和例外。修改一个事件只会修

改此次事件。

注：如果不希望事件在某一天运行，删除当天事件。

注：如果是“每周”事件，点击“编辑”日期修改每周日期、 
开始日期、结束日期和例外。如果是“按日期”事件，按 
“编辑”设置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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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

警报显示可能阻碍设备正常运行的运行间问题。

查看警报

打开 Vive 软件主仪表板的警报菜单。

修复警报

如果在解决警报问题时需要帮助，请点击每个章节提供的链接获取

分步指导。

警报类型 
•   需要更换电池：设备电量较低或电池已耗尽电量。

•   缺少设备：集线器无法与设备通信。

•   未收到编程：集线器已尝试向设备发送编程，但发送失败。请重
试，或执行故障排除步骤后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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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负荷

切负荷是一个根据外部信号（通常来自供电公司）减少总体照

明负荷的功能。

注：将所有设备添加到系统后再配置切负荷设置。如果在配置

切负荷后再向区域添加设备，则需要使用切负荷设置此设备。

1.  打开 Vive 软件的主控制面板中的“切负荷”。

2.  按“设置”修改切负荷事件的设置。

注：切负荷可从“设置”屏幕手动激活，可以通过主机背后的

干接点输入或通过 BACnet 自动激活。

注：切负荷只有一个配置。修改后的设置将在切负荷每次激活

时应用。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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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负荷（续）

3.  切负荷配置的两个可以修改的选项：

a.  默认情况下，所有区域将参与切负荷事件。按“按房间/区域
设置”选择哪些具体区域参与此事件。

b.  对于参与此切负荷事件的每个区域，可设置调光型负荷输出
降低百分比。而且，还可设置开关负荷是关闭，还是不受切

负荷影响。

注：切负荷关闭开关负荷后，用户可手动打开开关负荷，解除

切负荷。手动操作后，此开关负荷将不会对切负荷有反应， 
除非切负荷被停用后再次启用。

4.  按“保存”，再按“启用切负荷”。

注：切负荷启用后，所有调光型负荷的最高亮度将有一个比

例上限。无论调光型负荷目前是什么亮度，在切负荷启用时

都会下降。例如，如果调光型负荷的亮度是 50%，启用配置
为 20% 的切负荷时，调光型负荷将下降到 40%。切负荷启用
后，用户最高可将调光型负荷调到 80% 的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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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DR
 OpenADR 是一个节能规范合规功能，您可以选择在高峰时段自动
触发供电公司的切负荷事件。

要配置 OpenADR，请注意每个主机需要的先决条件：

1.  确保每个主机有一个互联网连接，且以太网电缆已插入主机。

2.  确保供电公司已获得 OpenADR 2.0b 认证。

3.  联系供电公司获取以下信息：

a. OpenADR 2.0b 端点 URL

b. 如何为主机获取 OpenADR 安全证书

供电公司也可提供如下可选信息：

c. 虚拟上层节点 (VTN) ID

d. 虚拟下层节点 (VEN) ID

e. Market Context 市场环境

f. VEN 名称

g. 注册 ID

满足先决条件后，按照以下步骤配置每个主机的 OpenADR：

1.  使用台式电脑打开 Vive 软件的主控制面板中的“切负荷”。

2. 选择“配置 OpenADR”启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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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DR（续）
3.  确认满足先决条件后，输入供电公司提供的 URL。

4.  按照供电公司给的流程获取 OpenADR 安全证书和秘钥后上传。

5.   输入供电公司提供的任何其他信息。其中一些或所有字段可能用不
到，这取决于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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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DR（续）
6.  确认供电公司提供的所有信息都输入正确，然后点击“注册”。

a. 如果注册成功，您将收到一条包含主机 VEN ID 的确认消息。 
供电公司可能需要您提供此信息。

b. 如果注册失败，会显示一条说明注册失败原因的错误消息。

要更改 OpenADR 设置，返回 Vive 软件的“切负荷”菜单，选择 
“开放式自动响应需求通信规范（OpenADR）设置”，然后选择 
“编辑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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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备份

 仅在香港，英国和法国才能在 Lutron Vive 应用上使用云端备份功
能。如果用户在创建 Vive 项目时启用了云存储，主机的编程就会自
动备份并存储在云端。需要更换主机时，这有助于还原系统。

按照以下步骤查看云端备份：

1.  在 Vive 软件的主控制面板中，按“  ”，然后按“云端备份”。

注：要还原 Vive 主机的备份，请联系 Lutron 客户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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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net
BACnet 用于集成建筑管理系统 (BMS)。如需 BACnet 可提供的
控制点列表和在 Vive 系统中实施此标准有关的详情，请参阅协
议实施一致性声明 (PICS)。PICS 可在 www.lutron.com/vive 中找
到，还可通过 BACnet ID 报告在主机中找到。仅高级主机才有 
BACnet（HMS-2 型号）。只能通过有线以太网集成。

注：主机使用 BACnet/IP 协议通信。还有其他形式的 BACnet 通信
（例如 BACnet MSTP），但是主机不会与这些协议直接通信。 
可使用第三方设备转换协议。

注：修改任何 BACnet 设置前，与 BMS 集成商协调，确保应用了允
许集成至 BMS BACnet 网络的设置。

设置

1.  在 Vive 软件的主仪表板中，点击 ，然后点击 
“BACnet”。 

2.  根据需要，启用或禁用 BACnet。BACnet 默认为禁用状态。

注：主机是 BACnet 虚拟路由器，因为它在此主机连接的物理网络
和 Vive 系统所有区域的虚拟网络之间传递命令。Vive 系统中的每个
区域均为一个虚拟 BACnet 设备。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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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net（续）

设置（续）

3.“网络编号”字段

这是虚拟网络编号，必要时可修改。主机将自动获取其连接的物理

网络的网络编号。物理网络编号和虚拟网络编号必须不同。

注：同一网络可能有多个 BACnet 主机。默认情况下，这些主机都
会将自己的虚拟网络编号设为“1”，这会造成网络冲突。将每个主
机的虚拟网络编号设为不同编号。允许范围是 1 – 65534。

4. “设备编号”字段

这是 BMS 将用来与主机通信的 BACnet ID。通过主机创建的所有
区域都将有一个根据“设备编号”按顺序生成的 ID。允许范围是 
0 – 4194302。

注：每个设备在 BACnet 网络上都必须有一个唯一编号 ID。一个主
机可能有几百个唯一 ID（例如区域）。务必协调好主机和同一网络
中可能有的任何第三方 BACnet 设备之间的 ID。与 BMS 集成商协
调非常重要。建议对网络上的每个主机以“设备编号”为基础减去 
1000，除非集成商提供了具体 ID。这将确保没有重复 ID。

5.   按“编辑 BACnet ID 识别码”更改区域 ID。使用“设备编号” 
ID 作为基地址。允许范围是 0 – 4194302。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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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net（续）

设置（续）

6.  按“高级选项”修改其他 BACnet 设置。

a.  “端口”字段

这用于网络的入站和出站 UDP 通信。默认为 47808，必要时可 
更改。

b.  “BBMD IP 地址”字段

这是 BACnet 广播管理设备 (BBMD) 的 IP 地址。有几个作为广
播消息发送的 BACnet 命令，IT 网络上的设备通常会阻止这些命
令。BBMD 用于将广播流量从一个 BACnet 网络路由至另一个网
络。在此字段中输入 BBMD 的 IP 地址，主机能够以 BBMD 作为
外部设备注册。

c.  “BBMD TTL 存活时间 (秒)”字段

这指定了 BBMD 路由的命令在网络上保存多少时间才会被删除。

7.   按“BACnet ID 报告”生成一份包含 Vive 系统所有 BACnet 设备的 
BACnet ID。这将生成两个 PDF 文档：

a.  具体 BACnet ID 及其分配的区域/房间的列表。

b.  PICS 报表，包含可共享的信息类型和可发送至这些区域的命令。

这些文档应发给 BMS 集成商。

注：Vive 系统中的每个区域均为一个虚拟 BACnet 设备。



42

维护
P/N 041651e

API 集成

�您可通过API将集线器与其他应用程序（比如触控板或建筑物管理系
统）相互集成。API 仅适用于高级集线器（HJS-2 型号）。集成过程
只能通过有线以太网连接完成。

在本 API 支持的 RESTful 协议中，集线器中的每个对象都称为“资
源”，可对其进行控制或监控。资源的示例包括房间、设备和区域。

集成说明

1. 在 Vive 软件的主仪表板中，点击 ，然后点击“API”。

2. 点击“添加集成”为此集线器上每个唯一的应用程序添加集成。

请注意为集成使用一次性密码。

3. 从集成应用程序中与该集线器配对。

按照提示输入一次性密码。

请注意，一次性密码只能使用一次，且只能在生成后 48 小时内使
用。密码过期后将返回至集线器上的集成，随后生成一个新密码。

4. 配置集成应用程序。 

要离线配置集成应用程序（未连接至集线器时），请点击“下载 API 
资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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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和监视

在 Vive 软件中，您可以控制和监视系统的多个方面。按照以下步骤
操作。

1.   按“房间/区域”，选择所需区域。在此控制面板中，您可以执行几
项操作。

a.  能源

查看节能信息。在系统中输入每个设备的灯具功率将获得更加准

确的信息。如果一些灯具没有输入功率信息，会显示一条警告消

息。按能源屏幕上的“灯功率”，输入灯具的功率。

注：还可以在 Vive 软件的主控制面板中查看主机所有区域的节能
信息。

b.  控制灯光

i.  模拟在已编程的 Pico 遥控上按按钮来手动控制特定的灯。

ii. 通过虚拟区域控制器来控制区域中的所有灯。

c.  设备及设置

调整设备及设置。您可以调整设备名称、添加/删除设备或添加/
移除负荷分配。按所需设备，按照软件中的说明操作。



44

维护
P/N 041651e

配置主机

固件更新

按照以下步骤完成固件更新。

1.  通过 Wi-Fi 网络或以太网连接主机。

注：第一次连接到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可能需要 1 分钟。 
要加快连接，可断开任何 VPN 后再继续。

2.   在 Vive 软件的主仪表板中，点击 ，然后点击“软件更新” 

3.   在更新过程中，主机上的天线会交替闪烁蓝色和白色。 
此过程大约需要 10 分钟。更新完成后，主机将重启。

4.  再次导航到“主机详细信息”屏幕，验证主机软件是否为新版本。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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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主机（续）

以太网设置

默认情况下，以太网使用 DHCP。所以，主机会期待网络上有一个 
DHCP 服务器给它分配一个 IP 地址。通常，IT 部门会给网络上的
设备分配 IP 地址。在此情况下，您必须为主机设置一个静态 IP 地
址。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使用一根以太网电缆连接主机和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

2.  将电脑连接到主机的 Wi-Fi 网络。

3.   �在 Vive 软件的主仪表板中，点击 ，然后点击“网络和连接”。

4.  点击 “网络和连接” ，然后点击 “以太网” 并根据需要修改以太
网设置。输入 IT 部门提供给您的设置。如果没有提供设置， 
使用以下信息：

a. IP 地址：192.168.4.1

c. 网关：0.0.0.0

b. 子网掩码：255.255.255.0

d. DNS 服务器 1：8.8.8.8

接下页...



46

维护
P/N 041651e

配置主机（续）

以太网设置（续）

5.   断开与 Wi-Fi 网络的连接，在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的网页浏览器中
输入主机的 IP 地址（例如 http://192.168.4.1）。第一次这么做时，
会警告您连接不安全/可靠。但这没有安全问题，因为主机使用自签
名证书。按“转到网站”，输入主机密码。

注：如果主机密码连续输错 10 次，主机将锁定。要解锁主机，等待 
1 小时或重启主机。

注：通过以太网连接主机时，在网页浏览器中输入主机的 IP 地址
（vive.lutron.com 不起作用）。如果 IT 部门设置了 DNS 服务器，您
可能能够输入更具体的名称，而不是 IP 地址。

注：如果要关闭 Wi-Fi 网络或隐藏 SSID 广播，转到 Wi-Fi 设置  
章节。

6.   在 Vive 软件的主控制面板中，按“主机”访问其他主机。如果同一
网络连接了多个主机，并且在所有主机上配置了以太网，在连接到

有线网络时，您将能够在所有主机上访问 Vive 软件。

Wi-Fi 设置

主机的初始设置完成后，可能需要更改 Wi-Fi 名称或密码、 
隐藏 SSID 广播或禁用 Wi-Fi。按照以下步骤更改 Wi-Fi 设置。

1.  在 Vive 软件的主仪表板中，点击 ，然后点击“网络和连接”。

2.  按“Vive Wi-Fi”，修改相应的项目。

注：主机的默认 Wi-Fi IP 地址是 192.168.3.1

注：在主机上禁用 Wi-Fi 前，您必须设置一个主机密码，以便能够
通过有线以太网访问主机。否则会要求您重置 Wi-Fi 设置。如果要
重置 Wi-Fi 设置，请参见 重置密码及设置 章节。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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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主机（续）

时间和日期/位置

时间、日期和位置设置主要用于为天文时钟事件确定日出和日落 
时间。

如果您允许 Vive 软件访问您的位置信息，添加新主机时，此主机会
自动选择位置和时间并保存。

如果您不允许访问位置信息，位置不会自动设置，您需要手动输入

位置。

按照以下说明手动修改或输入位置。

1.  在 Vive 软件的主控制面板中，按“  ”。

2.   按“高级”，然后选择“位置和时间”查看或修改主机位置、 
日期和时间。

访问有线网络上的其他主机

您可通过建筑的 Wi-Fi/有线网络访问主机，也可使用笔记本电脑或
台式机通过以太网直接连接网络。

1.   通过以太网将各主机连接到一起。这样可以方便地访问各个主机，
而无需单独连接每个主机的 Wi-Fi 网络。最多可连接 64 个主机。

2.   将主机连接到以太网，然后设置以太网连接，从而配置每个主机的
有线访问（参见以太网设置章节）。

3.   连接至建筑的 Wi-Fi 网络，使用 IT 部门设置的 IP 地址或名称导航到 
主机。

主机 主机

建筑 Wi-Fi  
网络

建筑管理系统 
(BMS)

连接段

最长 100 m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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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主机（续）

主机支持文件

主机支持文件用于故障排除，包括有关被编程设备和主机设置的 
信息。

1.  在 Vive 软件的主控制面板中，按“  ”。

2.  点击 “帮助”。

3.  按“生成支持文件”。

a.  如果使用笔记本、台式机或 AndroidTM 设备，将文件保存到所需
位置，并通过邮件发给 systemsupport@lutron.com

b.  如果使用 iPhone 移动设备，按“ ”通过邮件分享文件。 
选择所需邮件应用程序，发给 systemsupport@lutron.com

接下页...



49

维护
P/N 041651e

配置主机（续）

重置密码及设置

如果丢失或遗忘 Wi-Fi 或主机密码，这两个密码都可以重置，不需要
恢复主机的出厂设置。按照以下步骤清除主机密码并重置 Wi-Fi 设
置。

1.  按住主机背部的按钮 30 秒直到主机上的天线开始快速闪烁。

2.   主机将进入访问恢复模式 30 分钟。Wi-Fi 名称将更改为 
“Vive Access Recovery xxxxxx”且密码保护将被移除。

3.  连接主机的 Wi-Fi 网络，按照说明重置主机的访问详细信息。

4.  使用新密码重新连接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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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日志

您可以在系统中生成关键事件的安全日志。

1. 在 Vive 软件的主控制面板中，点击 ，然后点击“高级”。 

2.  单击“生成安全日志”以生成日志并将其下载到您的设备。

注意：此日志当前仅提供英文版本。



51

维护
P/N 041651e

安全证书

Vive 主机使用默认安全证书；但是，您可以在 Vive 主机上安装自己
的自定义安全证书，以便在安全访问 (HTTPS) 时让浏览器识别 
主机。

注：请使用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安装证书。证书和私钥必须以 PEM 
格式导入。安全证书秘钥应介于 RSA 2048 – RSA 4096。

按照以下步骤更新或安装新的安全证书：

1. 在 Vive 软件的主仪表板中，点击 ，然后点击“网络和连接”

2.  点击“安全证书”，按照说明安装证书。

注：按“什么是安全证书？”了解安全证书的更多详细信息。

3.   通过打开新的浏览器窗口，并使用以太网上的 HTTPS 连接重新连接
主机来验证安装。

注：如果证书无效，您将无法连接主机。您可以按照以下说明恢复

主机访问：

a.  连接至主机的 Wi-Fi 并访问 Vive，绕过失败连接。

b.  导航到主机设置  ，然后按“高级”。

c.  点击“安全证书”，然后卸载无效证书，再安装新证书。

如果您无法访问主机的 Wi-Fi，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a.  按住主机背部的黑色按钮 30 秒直到主机上的天线开始快速闪烁。

b.  主机将进入访问恢复模式，可以进行重新连接。主机密码将清
除，Wi-Fi 名称将改为“Vive Access Recovery xxxxxxxx”。

c.  连接到主机的 Wi-Fi 并按照说明设置新的 Wi-Fi 名称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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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e Vue
Vive Vue 是在欧洲提供的服务器应用程序（在中国不可用）。 
它可以在经营场所本地安装，集中管理多个主机， 
作为所有主机的控制面板。

提供：

1. 用于控制和导航的图形式平面图

2. 集中的能耗记录和历史报告

3. 空间利用和占空报告

4.  全建筑范围的时钟计划和切负荷控制

按照以下步骤查看 Vive Vue 详细信息：

1.  在 Vive 软件的主控制面板中，按“  ”，然后按“Vive Vue”。

2.   要将主机与 Vive Vue 服务器配对，请选择“如何将该主机与  
Vive Vue 配对”链接。

3.  检查主机状态准备报告,确保主机已经配对。

4.  要设置 Vive Vue 服务器，请联系 Lutron 安排一名现场服务工程师。

主机与 Vive Vue 服务器配对后，您可以使用 Vive Vue 服务器控制面
板管理主机的切负荷和事件。您还可以在控制面板上查看占空和能

耗报告。如有需要，主机稍后也可以与 Vive Vue 服务器取消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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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001.803.011.3994
日本：+81.3.5575.8411
澳门：0.800.401
台湾：00.801.137.737
泰国：001800120.665853
其他国家/地区：+65.6220.4666

Lutron、Pico、PowPak、Vive、 、Radio Powr Savr 和 Maestro 是 Lutron Electronics Co., Inc. 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Safari、iPhone 和 App Store 是 Apple Inc.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注册的商标。

所有其他产品名称、标识和品牌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如需各种教程、视频、常见问题和论坛，请访问：
欧洲：www.lutron.com/vive-europe
中国：http://www.lutron.com/vive-as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