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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個人專用遙控器

經過針對性定制的 Beo5 遙控器能讓您輕鬆使用

家裏的 Bang & Olufsen 産品。 

購買 Beo5 時，Bang & Olufsen 零售商會根據您個

人的産品設置情況對該遙控器進行編程處理。 

若這樣，該遙控器便可以根據每個用戶的情況進行

個性化設計，從而確保您的 Beo5 遙控器中所有按

鈕都與您的具體設置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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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指南……

根據您的情況定制 Beo5 遙控器，個

中所有按鈕在個人用 Beo5 的術語表

中都有說明。 

本指南描述了使用 Beo5 遙控器的基

本原則。 

作爲本指南的一個輔助工具，每當 

Bang & Olufsen 零售商在店內定制

您的 Beo5 遙控器時，總會爲您創建

一份私人用 Beo5 按鈕概述及對應的

術語表。 

按鈕概述可以爲您提供一份關於自己 

Beo5 遙控器的指示圖，使您能快速

找到所需的按鈕或功能。 

在個人用 Beo5 遙控器的術語表中，

您可以找到在您的具體設置中可用的

所有按鈕的說明。 

若您更改了産品設置（比如說，您購

買了一個新産品），請務必讓您的 

Bang & Olufsen 零售商對您的 Beo5 

遙控器重新進行編程。之後，您就能

夠收到一份全新的，且與您的新設置

相符的 Beo5 按鈕概述和術語表。 

注意！若需進一步瞭解如何操作 

Bang & Olufsen 産品，請參閱各産品

附帶的《指南》。

Glossary
Page PC

P-and-P
PicturePlaylists

Allows you to select a teletext page by its page 

number. Switches on the selected PC source, for example 

your PC or BeoMedia. 

Activates the Picture-and-Picture function which 

allows you to watch two video sources at the same 

time. Allows you to adjust the picture format to your 

liking.Arranges N.MUSIC tracks or N.RADIO stations 

according to the playlists you have c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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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之前

首次使用 Beo5 遙控器之前，一定要

先給它充電。若需獲得更多有關如何

給 Beo5 充電的資訊，請參考第14頁。 

開始使用您的 Beo5…

充電完畢後，便可以使用遙控器了。 

要激活 Beo5 顯示器，只需拿起 

Beo5，或輕觸顯示器，顯示器就會亮

起。之後，便可以透過按熒幕選中按

鈕。 

使用訣竅……

一旦選中某個信號源後，多數操作 

（比如說，調節音量、瀏覽曲目或頻道、

暫停播放等）便可以透過操作 Beo5 

的球形按鈕來完成。 

若您用左手操作遙控器，您還可以更

改按鈕的佈局。若需獲得更多資訊，

可參考第16頁或聯繫您的 Bang & 

Olufsen 零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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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我們的建議是，讓 Beo5 一直

保持待機模式 – 不要將其關閉。不過，

若您確實想要關閉或打開 Beo5，只

需長按中心按鈕即可。 

當您拿起遙控器或觸摸顯示器時， 

顯示器就會亮起。 

一旦顯示器被激活，熒幕上就會出現

各種按鈕。按下按鈕，便可以激活某

個資訊源或某項功能。 



1 – 選擇區域……

若您在自己的 Bang & Olufsen  

中設置多個區域，那麽您就可以

在“Zones”熒幕中選擇或切換區域。 

2 – 查看信號源……

當您選中一個區域後，該區域中可用

的音頻和視頻系統就會以按鈕形式

顯示在熒幕上。選擇一個資訊源，然

後按下按鈕來激活它。

3 – 激活資訊源控制器……

一旦激活某個資訊源，與該資訊源 

相關的功能便會以按鈕形式顯示在

熒幕上。舉例來說，若您選擇了 TV 

（電視），那麽您將能夠激活“Text” 

（文本）、“Menu”（菜單）等功能。 

使用訣竅……

若顯示器顯示的內容超過一“頁”，

就會用箭頭和頁指示欄來表示， 

與上圖所示的 CD 顯示器顯示方 

式一樣。按熒幕上的箭頭可以

在“頁”與“頁”之間瀏覽。 

若顯示的按鈕含有子菜單，那麽其後

面會加上三個點，就像上圖 CD 顯示

熒幕上的“Edit”（編輯）按鈕。 

固定按鈕……

位於顯示器底部的三個觸摸式按鈕

都是具有通用性的預定按鈕。 

 顯示待選擇的數字，例如，無線

電臺號、頻道號等。再按一次即可回

到上一熒幕。 

 返回到 Beo5 顯示器。 

 設置 Bang & Olufsen 設備周圍

場景（例如，控制揚聲器、腳架位置，

以及選擇區域等）的快捷按鈕。再按

一次即可回到上一熒幕。 

顯示器操作

ST
OP PLAY

BACK

 Zones

LivingRoom  Dining Room

Bedroom  Office

Kitchen  Library

 LivingRoom

 TV 

DVD RADIO CD

 CD

Edit … Menu Repeat …

Random … Select … 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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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圈按鈕

外圈按鈕用於一般的資訊源操作。 

如何操作 Beo5 的球形按鈕……10

例如，瀏覽頻道、電臺、唱片和曲目等。 

長按可以持續瀏覽

曲目、播放列表或唱片的快進

待機按鈕：按一次可以將目前正在操作的 

産品切換至待機模式，長按則可以將整個

系統切換至待機模式。

例如，瀏覽頻道、電臺、唱片和曲目等。 

長按可以持續瀏覽

返回到上一級菜單，長按可以完全退出菜單

曲目、播放列表或唱片的倒帶

按一次可以暫停播放， 

再按一次則完全停止播放 開始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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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按鈕

位於 Beo5 中心的按鈕，主要用於菜

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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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輪用於調整音量。順時針方向轉動滾輪可以增加音

量，逆時針方向轉動則可以降低音量

按各種箭頭記號可以上、下、左、右移動 

熒幕上的菜單。長按可以持續瀏覽

中心的按鈕：按一下可以 

確認選擇和設置

彩色按鈕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要視您

操作的産品種類而定。要想激活某種 

顔色，只需朝著該顔色方向按一下音量

滾輪。

沿逆時針方向快速轉動滾輪可以達到消音

的目的，若要恢復聲音，只需再轉動一次滾

輪即可。 



其它産品的操作

若您的 Bang & Olufsen 視頻産品配

備有周邊單元控制器，那麽您還可以

將兼容的非 Bang & Olufsen 産品（

例如：機頂盒）連接到該産品上，並

且仍可以用 Beo5 遙控器進行操作。

只需讓您的零售商根據您所擁有的

機頂盒，對您的 Beo5 進行編程，那

麽該機頂盒的遙控按鈕便會出現在 

Beo5 的顯示器上。 

其它被選中的非 Bang & Olufsen 産

品（如，燈、簾幕、百葉窗等）也可以

用 Beo5 進行操作，個中一部分可以

透過兼容的家庭自動化系統操作，另

外一些則可以用 Beo5 直接操作。 

若需進一步瞭解如何用 Beo5 操作

非 Bang & Olufsen 的資訊，請聯繫

您的 Bang & Olufsen 零售商。 

操作機頂盒的按鈕示例。 

 DTV

 Sky 

i Interactive Help

Slow Box office Services

 R TV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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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與非 Bang & Olufsen 産品相

關的按鈕，在 Beo5 術語表中不予以

解釋或說明。 



Beo4 列表

其它 Bang & Olufsen 産品所附的 

《指南》中，所有操作可能都是以 

Beo4 爲例進行描述的。Beo4 和 

Beo5 之間的差異可能會影響您對上

述《指南》的理解。 

Beo4 所列按鈕的解釋

Beo4 遙控器有一些特別“按鈕”，當

按下“LIST”（列出）按鈕時，這些按

鈕便會出現在顯示器上。 

在 Beo5 的顯示器上也可以找到這些

按鈕，不過與 Beo4 不同，Beo5 顯示

器中的所有按鈕都有解釋。 

本頁右側對比列出了 Beo4 和 Beo5 

中的按鈕名稱。當您閱讀提到 Beo4 

按鈕的指南時，可能會需要這個列表。 

Beo4 和 Beo5 的其它不同點 
若您所閱讀的指南要求您按 EXIT，

在 Beo5 操縱球中，您就必須按 

BACK 來替代。 

同樣，若您熟悉了 Beo4 的 GO 按鈕，

那您就要注意了，在 Beo5 操縱球中

已用中心按鈕代替了此按鈕。 

GO = 中心按鈕 

EXIT = BACK 

Beo4  Beo5 
BALANCE Balance 

BASS Bass 

CLOCK Clock 

EDIT Edit 

FORMAT Format 

LARGE Large 

LOUDNSS Loudness 

MIX Mix 

PAGE Page 

P-AND-P P-and-P 

P.MUTE Picture Mute 

RANDOM Random 

REPEAT Repeat 

RESET Reset 

SELECT Select 

SHIFT Shift 

SOUND Sound 

SPEAKER Speaker 

S.STORE Sound Store

STAND Stand 

STORE Store 

TRACK Track 

TREBLE Treble 

UPDATE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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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器的使用……

Beo5 是一種用電池供電的遙控器，

與無繩電話類似，需要定期充電。爲 

Beo5 定制的充電器便是用於此目的。

爲了保證您的 Beo5 遙控器總是電量

充足，我們給您的建議是：在未使用

遙控器時，一定要將其放在充電器內。 

充電

如右圖所示，將遙控器正確放入充電

器內。要完全將電充滿，Beo5 需要

充電4小時。 

完全充滿後，電池的電量足以供14天

待機使用或4小時的集中使用。 

顯示器上的文本會提示您，何時要給 

Beo5 遙控器充電。 

當電池需要充電時，顯示器上會出

現“Recharge Battery”（請給電池充

電）字幕。 

Recharge battery

14

請循環使用廢棄電池。 



當您長按中心按鈕卻無法打開 Beo5 

遙控器時，那就說明遙控器需要充電

了。 

若 Beo5 徹底沒電了，請立即將其放

入充電器中，之後您就有足夠的電量

打開電視或收音機。然後，再讓它繼

續充電，而您自己可以在一邊看電視

或聽廣播。 

Beo5 的功耗

打開 Beo5 時會消耗電能，尤其是背

光打開時消耗更多。因此，在以下情

況下，您的 Beo5 會慢慢降低功耗： 

– 未使用時間超過10秒鐘，背光暗下

來時。

– 未使用時間超過20秒，Beo5 進入

待機模式，並顯示黑屏時

若要更改這些設置，請參考本指南的

第17頁。 充電器用一塊磁鐵牢牢固定 Beo5。

當您取下遙控器時，必須略微將其傾

斜一下，使其與充電器分開。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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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o5 遙控器的設置菜單可以讓您自

己修改許多設置。若要進入 Beo5 

的 Setup（設置）菜單，請長按待機

按鈕，同時按球形按鈕的中間 

如何瀏覽設置菜單……

您可以用球形按鈕上的中心按鈕和

箭頭按鈕（    ）直接在熒幕上瀏

覽和選擇設置菜單項。 

要選擇某個菜單項，只需將行指示符

移至您想要激活的按鈕處，然後按下

中心按鈕。有些情況下，您可能不得

不直接按熒幕來完成操作。 

要返回到設置菜單的上一級，請按球

形按鈕上的 BACK（回退）或熒幕上

的 。當您退出設置菜單時，您的更

改會自動保存。 

設置菜單中有兩條水平線指示被高

亮選中的按鈕。按中心按鈕進行選

擇。 

Beo5 設置菜單……

 SETUP

 Edit 

Settings Option Pgm Config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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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菜單的選項…… 

Edit …（編輯）讓您可以顯示或隱藏 

Beo5 顯示器上的按鈕。這意味著，

您可以刪除不使用的按鈕，顯示當

前隱藏的按鈕。 

 若您的零售商已在您的 Beo5 上設

置了一個頻道菜單，那麽您還可以

在頻道或電臺菜單中更改與頻道

名稱相關的編號。 

Settings …（設置）讓您可以更改背

光減弱或亮起相關的設置*。您還

可以將 Beo5 的所有設置都恢復到 

Bang & Olufsen 零售商爲您設定

的初始設置。 

 *注意，顯示器背光亮的時間越長，

遙控器所需充電次數就更多。 

Config …（配置）可以讓您將 Beo5 

設置成默認配置。 

Option Pgm …（選項編程）讓您對

自己的 Bang & Olufsen 産品進行

選項編程。 

Info …（資訊）包含了 Beo5 軟體版

本、電池狀態、Beo5 最新配置日

期等資訊。 

例子–如何顯示或隱藏按鈕： 

> 按下中心按鈕，選擇 Setup（設置）

菜單中的 Edit（編輯）。 

> 用觸摸屏上的按鈕選擇第一個區域，

然後選擇您要編輯的資訊源按鈕。 

> 按相關的觸摸按鈕，然後按中心按

鈕選擇您要編輯的按鈕（當前隱藏

的按鈕都顯示成灰色）。 

> 再按一次中心按鈕就可以對按鈕

進行編輯。當您退出菜單時，您的

更改會自動保存。 

 Editing button

Show  H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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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遙控器時最好將其關閉。長按中

心按鈕就可以完成此操作。 

要打開 Beo5，只需再次長按中心按

鈕即可。

清潔

將一塊軟布浸入含有幾滴溫和清潔

劑的水中，然後擰幹水分，即可用它

擦去油迹或頑固污漬。 

若要清潔 Beo5 顯示器，請使用柔和

的熒幕清潔液。爲了保持顯示器的最

佳性能，切勿讓清潔劑在熒幕上留下

任何痕迹。 

若顯示器受損，請聯繫您的零售商予

以替換。 

請務必小心，有些微纖維布料具有強

烈的研磨性，可能損壞顯示器。 

注意！忌用酒精或其它溶劑來清洗 

Beo5 遙控器的任何部分！ 

維護和清潔18



若您有關於 Beo5 遙控器日常使用方

面的任何問題，您可以……

 ……在根據您的情況定制的 Beo5 

術語表中找到答案，對於您所擁有的，

經過具體設置的 Beo5 遙控器中的

每項功能或每個按鈕，該術語表中都

有簡短的說明。 

 ……參考我們網站上的 Service FAQ 

（服務常見問題解答），該 FAQ 列出了

關於 Beo5 使用方面最常見問題的答

案。

 ……向當地 Bang & Olufsen 零售商

咨詢。 

 ……聯繫 Bang & Olufsen 公司的國

際客戶服務部門，他們會透過電郵或

電話形式爲您提供6種語言的支持。 

若需聯繫我們，請訪問我們的網站： 

www.bang-olufsen.com

或寫信至： 

Bang & Olufsen a/s

BeoCare

Peter Bangs Vej 15

DK–7600 Struer

或傳真至： 

Bang & Olufsen

BeoCare

+45 9785 3911 

更多幫助

産品的技術規格、功能和使用如有 

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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