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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oRemote One 简介和指南

BeoRemote One 是一个手持式遥控器，能够让

您轻松操作 Bang & Olufsen 电视或音乐系统。 

BeoRemote 上的显示屏可以显示信号源或功

能，例如 TV、广播和脚架，甚至灯光。

BeoRemote One 的遥控器包含除实际按键以

外的更多功能。使用 TV 和 MUSIC 按键和其

他功能，可以调用其他信号源，使用 LIST 按
键可以获得更多功能。 

要在电动脚架上转动电视机 …… 
按此在 BeoRemote One 
显示屏上调出脚架 

按此转动电视机脚架 

选择电视机的转向位置

本指南中使用的图表符号

遥控操作  
– 黑灰色键，例如 LIST，表示您必须按的物

理按键。 
– 浅灰色显示文本，例如脚架，表示 

BeoRemote One 显示文本。按下 BeoRemote 
One 上的 LIST、TV 或 MUSIC 将其调出。该

文本出现在 BeoRemote One 显示屏上。您

可以显示或隐藏 LIST、TV 和 MUSIC 的显

示文本，还可以重命名文本。如需了解更

多信息，请参阅第9页和第10页。 
- 中心按键由  表示，用于在操作序列中提示

用户按中心键。 

LIST

脚架

或

0 – 9

在 BeoRemote One 上按下一个单独的按键、

或以简单的逻辑顺序按下几个按键，便可轻

松实现日常使用功能。 

BeoRemote One 操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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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BeoRemote One 

BeoRemote One 显示屏可以显示信号源和功能。  

TV 按键显示电视信号源列表 
MUSIC 按键显示音乐信号源列表 

LIST 按键显示与激活信号源相关的功能的列表 
三个“我的按键”是个性化功能的快捷键

数字按键

可执行各种功能的按键，例如图文电视、节目

指南和信息，还可用于所选信号源的菜单操作 

控制按键，既可用于菜单操作，也可通过外围

设备控制器用于非  Bang & Olufsen 产品的操作 
 

播放按键和回放

用于频道和电台选择的按键 用于音量调节的按键。按此按键的中间即可静

音，再按即可恢复

待机按键

显示焦点中的文本 
 
如果显示文本占用一行以上空间，则文本将从

右滚进屏幕，这样当文本在焦点中时，就可以

显示所有文本。 

中心按键用于选择 

TV

家庭媒体



5

BeoRemote One 遥控器详细说明

BeoRemote One 按键的日常使用和高级操作 
BeoRemote One 上的按键针对日常使用进行

了便捷分组。 

TV … 在 BeoRemote One 显示屏上显示可用的

电视信号源以便您打开。使用  或  可在

列表中移动，按中心按键可打开信号源。

MUSIC … 在 BeoRemote One 显示屏上显示可用

的音乐信号源以便您打开。使用  或  可
在列表中移动，按中心按键可打开信号源。

LIST … 在 BeoRemote One 显示屏上显示更多

的功能和产品。使用  或  可在列表中移

动，按中心按键可以选择项目*1。如果您退

出 LIST 并在短时间内再按 LIST，则可能需

要多按 LIST 一次以显示菜单顶部。

我 的按键   …长按可存储当前设置，例如

信号源、声音和图像设置。短按可将其选

中。您还可将“我的按键”设置为仅选择特

定信号源，请参阅第7页。 

数字按键 … 在您必须输入数字时可使用数字

按键0到9，例如用于选择特定电视频道或

电台。 

TEXT … 让您能够访问 Bang & Olufsen 电视机

上的图文电视。

BACK … 让您能够返回到前面的菜单和 
BeoRemote One 列表。长按可退出所有菜

单和 BeoRemote One 列表。

INFO … 调出 Bang & Olufsen 电视机的菜单或

功能的帮助文本或信息。 
GUIDE … 调出 Bang  & Olufsen 电视机上的节

目指南。

MENU … 调出 Bang  & Olufsen 电视机的屏幕 

菜单。 

请注意，您可以显示或隐藏  TV、MUSIC 和 

LIST 按键的显示文本，还可以重命名文本。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第9页和第10页。 

 
1*如果您在 LIST 菜单中选择了灯光或控制，则

必须再次按 LIST 以访问灯光设置和控制功能。 

TV

家庭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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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和  … 是向左、向右、向上、向下的箭

头按键，让您能够在菜单和 BeoRemote One 
显示屏中移动。使用  可返回至上一个级

别/项目。使用  可打开 Option 列表或进行

选择。 
（中心按键）… 让您能够选择或激活菜单

或项目。

      （彩色按键）… 让您能够选择色彩特

定功能。Bang & Olufsen 产品指南将解释如

何使用这些按键。

 和  … 逐步向后或向前搜索。这两个按键

具有不同的功能，具体取决于您的 Bang & 
Olufsen 电视或音乐系统。如需了解更多信

息，请参阅系统指南。 
（播放） … 开始曲目、文件或录制内容的播

放，或者开始重新播放。 
 （暂停） … 暂停节目或录制内容的播放。 

P + /P - … 让您能够浏览电视频道和电台。

  /    … 让您能够调高或调低音量。按此

按键的中间即可静音，再按即可恢复。

  （待机） … 将产品切换到待机状态。长按

可将系统中的所有产品切换到待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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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我的按键”访问您喜爱的内容

您可以使用三个“我的按键”，让您

的 BeoRemote One 实现个性化。您

可为当前的电视观看或播放体验保

存一份“快照”，以便能够实现一键

恢复的个性化体验。欲了解更多信

息，请参阅电视机的指南。

您还可将其中一个“我的按键”指定

为专用于激活某个信号源，从而使

用它直接打开该信号源。

请注意，并非所有产品都支持“我的按键”功
能。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您的产品指南。

保存和使用快照

您可最多保存三个快照，再使用三个“我的按

键”激活这些快照。必须打开电视机，并且选

择一个信号源。快照包括针对所选信号源进

行的设置，例如脚架位置和声音调节。 

要保存快照... 
按住一个“我的按键”，以保存当

前的观看和播放体验 

如果保存某一快照所用的按键

已用于保存另一快照，则新快

照将替换已有快照。 

使用“我的按键”激活特定信号源

您可以选择一个信号源，当您每次按三个 “我
的按键”的某一个按键，即可激活该信号源。 

设置用于激活特定信号源的“我的按键”... 
按此在 BeoRemote One 显示屏

上调出设置

按此调出高级设置 

按此调出按键 

按此选择某一个“我的按键” 

按此在信号源列表中移动*1 

按此存储您要使用“我的按键”
激活的信号源

要使用快照... 
按下目标快照的专用按键 

如果保存为快照的项目不再可

用，该快照仍将被恢复，但播

放项将遵循所选信号源的正常

信号源功能。 

LIST

设置

高级设置

按键

...

1*如果您希望使用该按键来保存快照， 

请 在 列 表 顶 部 选 择 我 的 按 键 。 当 您 使

用 BeoRemote  One 来操作 Beo4 产品时，此

功能不可用。

使用“我的按键”，一键式访问您喜爱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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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显示设置

您可以更改 BeoRemote One 上的显示超时*1 
和显示亮度*1 的设置。 

更改显示超时 … 
按此在 BeoRemote One 显示屏

上调出设置

按此调出显示 

按此选择超时 

按此在显示超时设置之间切换 

按下以保存设置

1*请注意，显示屏亮的时间越长，亮度越大，

需要更换电池的频率通常也越高。

设置显示亮度 …
按此在 BeoRemote One 显示屏

上调出设置

按此调出显示

按此调出亮度 

按此在显示亮度设置之间切换

 

按下以保存设置

BeoRemote One 显示设置

LIST

设置

显示

超时

...

LIST

设置

显示

亮度

...

出厂时，显示超时为10秒。

10 秒钟

5 秒钟

15 秒钟

中

低

高

出厂时，显示亮度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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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遥控器

显示/隐藏信号或功能 
BeoRemote One 可区分您操作的产

品的两种主要类型信号源。使用 TV 

按键可访问电视信号源，使用 

MUSIC 按键可访问音乐信号源。如

果您的产品在 BeoLink 系统中连接，

则在可用时，您可以访问链接信号

源（以链接符号  标记）。关于链

接信号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2–24页。

可用信号源取决于您的产品和设置。LIST 按键

与您选择的信号源关联。

您可以按 LIST 按键，在显示屏上调出附加功

能，以帮助您操作有效信号源，就如调出一

批附加按键一样。 

您可以设置 BeoRemote One，使其适应您的

产品。对于 TV、MUSIC 以及与每个主信号源

相关的 LIST 按键，您可以显示/隐藏和重命名

它们的信号源或功能，并更改信号源和附加

功能在您调用时的显示顺序。 

您可以显示或隐藏在按 TV 按键和 MUSIC 按
键时将要列出的信号源（针对您操作的产品）。

还可以显示或隐藏与电视和音乐信号源相关

的 LIST 按键的功能。

请注意，如果隐藏了所有信号源，则在您按 
TV 或 MUSIC 按键时，将没有可用信号源。

要为 TV、MUSIC 或 LIST 按键显示/隐藏信号源

或功能 ... 
按此在 BeoRemote One 显示屏

上调出设置

按此选择您要编辑的列表，包

括电视信号源、音乐信号源，

以及 TV LIST 或音乐 LIST

按此选择显示 
 

按此选择要显示或隐藏的信号

源或功能

按此在显示  或隐藏之间进行

切换（无选择）

继续设置要显示或隐藏的信号

源或功能。或... 

...按此返回上一菜单或长按彻

底退出菜单

LIST

设置

...

显示

...

...

BACK

  TV

 家庭媒体

您可以添加要在 BeoRemote One 列表中显示

的一个或多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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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遥控器

重命名信号源或功能

您可以重命名当按 TV 按键和 MUSIC 按键时

要显示的信号源。也可以重命名专用于每个

信号源的 LIST 按键的功能，包括 LIST for MUSIC 
和 LIST for TV。但是，请注意您不能重命名设置

菜单。

要为 TV、MUSIC 和 LIST 按键重命名信号源

或功能*1 ... 
按此在 BeoRemote One 显示屏

上调出设置

按此访问要重命名的信号源或

功能的列表，包括电视信号源、

音乐信号源、TV LIST 或音乐 
LIST

按此调出重命名 

按此选择要重命名*2的信号源

或功能*1，例如网络媒体

按此可在拼写行*4末尾的字符*3 

和图标之间移动。或 … 

… 按此可在预定义名称列表中移

动

按此可在预定义列表中选择一

个字符、数字*5、符号*4 或名称 

按此可删除 *4最后一个字符、

数字或符号，按住可删除所有

文本 

按此可查找存储图标 ，以便

存储名称

1*如果要重命名某个产品，请按 LIST 调出设

置。选择高级设置并调出产品。按照说明重

命名产品。
2*当您在 BeoRemote One 中重命名信号源时，

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应该在电视或音乐系统

中重命名信号源，这是一种可取的做法。  
3*您只能使用拉丁字母重命名信号源或功能。

如果字符包含特殊符号，您可在字符突出显示

时按 MENU，以访问特殊字符列表来进行选择。

 
 

4*使用拼写行末尾的图标可在大写/小写之间

切换   ，访问数字   或符号  ，并且

执行删除   和存储  。 
5*您也可以使用 BeoRemote One 数字按键 0 

至 9 来输入数字。

 
 

LIST

设置

...

重命名

...

BACK

AirPort Express
Apple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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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遥控器

移动信号源或功能

您可以更改在按 TV 按键和 MUSIC 按键时所

列信号源的显示顺序（针对您操作的产品）。

您也可以移动专用于每个信号源的 LIST 按键

的功能，包括音乐 LIST 和 TV LIST。但是，

请注意，您不能移动设置菜单，它始终位于

列表底部。

要移动 TV、MUSIC 和 LIST 按键的信号源或

功能*1  ... 
按此在 BeoRemote One 显示屏

上调出设置

按此访问要移动的信号源或功

能的列表，包括电视信号源、

音乐信号源、TV LIST 或音乐 
LIST

按此调出移动 

按此选择要移动的信号源*1或

功能，例如网络媒体 

按此在列表中移动到所选项目 
 之后

按此将项目放置在列表中

继续处理要移动的信号源或功

能。或... 

...按此返回上一菜单或长按彻

底退出菜单

在列表中移动至所选项目  之后的位置，然

后使用中心按键将项目放置在列表中。  
 
1* 如果要移动某个产品，请按 LIST 调出设置。

选择高级设置并调出产品。按照说明移动产

品。但是，请注意激活产品始终位于 LIST 的
顶部。

LIST

设置

...

移动

...

...

BACK

TV  TV

家庭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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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用一块不带细毛并用力拧过的湿软布

擦拭 BeoRemote One 遥控器。

注意！忌用酒精或其它溶剂来清洗遥控器的

任何部分！

清洁 BeoRemote One

更换 BeoRemote One 的电池

当 BeoRemote One 显示屏上出现电池警告时，

就是应该更换遥控器内的电池的时候。 

BeoRemote One 需要两节电池。我们建议您

只使用 1.5 V(AAA 型)电池。

请按照 BeoRemote One 随附的快速指南的说

明更换电池，或  www.bang-olufsen.dk/
support/beo-remoteone.pdf 。 

当显示屏上显示电池警告时，在更换电池之前，

您将无法使用与显示屏相关的功能。 

http://www.bang-olufsen.com/en/customer-service/product-support/accessories/remote-controls/beoreomote-one
http://www.bang-olufsen.com/en/customer-service/product-support/accessories/remote-controls/beoreomote-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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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更多产品 

BeoRemote One 在出厂时设置为与

电视机 (BeoVision) 共同使用。 

如果您希望将 BeoRemote One 和新

型 Bang & Olufsen 产品共同使用，

或者使用同一个 BeoRemote One 来

操作多个产品，则这些产品必须显

示在 BeoRemote One LIST 中以供您

选择。 

您使用 BeoRemote One 操作的产品

分为三种类型：

– 电视机

（默认为 BeoVision）： 

 8个不同产品 Options

– 音乐系统

（默认为 BeoSound）：

 8个不同产品 Options 

– “Beo4”产品*1(默认为 Beo4 VIDEO、 

Beo4 AUDIO 等)：

 4个不同产品 Options

通过“Option”设置，您的 BeoRemote One 可
以分别操作您的各个产品。例如，您的同一

个房间里有两台电视机，它们都可以收到从 
BeoRemote One 发出的命令，因此您必须将

每台电视机都设置为单个产品，并将其设置

为正确的 Option。 

您为 BeoRemote One 进行的设置将为激活产

品保存。要了解如何切换到其他产品，请参

阅第15页。

注意！如果 Network Link 产品要与 Beo4 配
合使用，则必须将其设置为“Beo4”产品。如

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第16–18页。

步骤 1 – 在 LIST 中添加或删除产品

要使用 BeoRemote One 来操作新产品，您

必须首先将该产品添加到 BeoRemote One 
LIST 中，以供您选择。 

然后，您必须在产品 Option 菜单中将该产

品设置为特定 Option，使得 BeoRemote 
One 将其识别为单个产品，请参阅第14页。

添加或删除通过 LIST 按键找到

的产品 ...
按此在 BeoRemote One 显示屏

上调出设置

按此调出高级设置 

 
 
按此选择产品 

按此选择显示 

按此选择要显示或隐藏的产品，

例如 BeoVision(2)

按此在显示  或隐藏之间切换

（无选择）

继续设置要显示或隐藏的下一

个产品。或...... 

...按此返回上一菜单或长按彻

底退出菜单

将产品添加到 LIST 之后，当您按 LIST 时，总

会在列表顶部找到激活产品。

 
1* 有关如何使用 BeoRemote One 操作“Beo4”
产品的信息，请参阅第16–18页。

 
请注意，您可以重命名产品，或者更改当您

通过  LIST 按键调出列表时的产品出现顺序。

执行此操作的方法与为 TV、MUSIC 和 LIST 按
键重命名或移动信号源或功能相同，请参阅

第10页和第11页。 

LIST

设置

高级设置

产品

显示

...

...

BACK

激活产品

静音

BeoVision

脚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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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更多产品

第 2 步– 为您的产品设置正确的 Option

如果您使用 BeoRemote One 来操作一个新产

品或两个或更多相同类型产品（例如两台电视

机），则两个产品都将收到来自 BeoRemote One 
的命令，BeoRemote One 必须能够分别识别

这些产品。因此，您必须使用产品 Option 菜
单，将产品设置为不同产品 Option 中的某一个

选项。

根据您的设置，您可以选择是否希望产品响

应来自 BeoRemote One 的命令。 

如需了解有关使用哪一个 Option 的信息，请

参阅电视机或音乐系统的指南。 

注意！如果 Network Link 产品要与 Beo4 配合

使用，则必须将其设置为“Beo4”产品。如需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第16–18页。

使用 BeoRemote One 为产品提供特定 Option…
将遥控器指向您要为其设置 Option 的产品的

红外接收器。遥控器和红外接收器之间的距

离最大只能为0.5米。

按此在 BeoRemote One 显示屏

调出设置 

按此调出高级设置 

按此即可调出产品 Option 

选择您希望产品为 IR 响应还是 
IR 代码阻隔器*1

选择激活产品，例如 BeoVision

 
为您的产品选择产品 Option*2，

例如 BeoSound 

 
选择发送并按中心按键以存储

所选的 Option 

LIST

设置

高级设置

产品 

Option

...

...

...

发送

1* 当您希望产品响应来自 BeoRemote One 的
命令时，请选择 IR 响应，当您不希望产品响

应遥控器命令时，请选择 IR 代码阻隔器。
2* 要让产品 Option（例如 BeoSound）在您按 
LIST 时显示在 BeoRemote One 显示屏上，您

必须将其添加至 BeoRemote One LIST，请参

阅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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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更多产品 

使用 BeoRemote One 在产品之间切换

通常，您可通过以下方式激活一个信号源

（如 TV）：按 TV 或 MUSIC 并在遥控器上找

到相关的信号源。但如果您有多个产品，则

必须首先选择一个产品，然后才能操作其信

号源。您必须通过 LIST 在产品之间切换。 

要在产品之间切换 …
按此可在 BeoRemote One LIST 中
调出当前产品，例如 BeoVision 
 

选择目标产品*1，例如为 
Network Link 电视机选择 
BeoVision(2)，或为“Beo4”音
乐系统选择 Beo4 AUDIO

按此并选择一个信号源，如 

YOUTUBE 

1*要在 BeoRemote One 显示屏上调出您的产

品(例如  BeoVision(2))，必须首先将其添加

到 BeoRemote One LIST，请参阅第13页。

LIST

...

...

 

TV

...

LIST

BeoVision(2)

BeoVision

TV

LIST

BeoVision

BeoVision(2)

TV

LIST

Beo4 AUDIO

BeoVision

TV

LIST

BeoVision

Beo4 AUDIO

MUSIC

遥控器操作示例 - 在一台带有 Network Link 
的电视机和一个带有 Master Link 的音乐系统

之间进行切换。 

遥控器操作示例 - 从一台带有 Network Link 
的电视机切换到另一台电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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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BeoRemote One 来操作“Beo4”产品

您可以使用 BeoRemote One 来操作 

Master Link 电视或音乐系统，该系

统通常使用 Beo4 进行操作。产品

必须显示在 BeoRemote One LIST 

中，才能将其选中。选择“Beo4”产

品时， BeoRemote LIST  包含与 

Beo4  LIST 相同的功能。但是，您

不能通过 LIST 选择信号源。要了解

如何通过正常使用 Beo4 的相同方

式来使用 BeoRemote One，请参阅

第19页。 

要使用 BeoRemote One 来操作您的“Beo4”产
品，必须将该产品设置为正确的 Option，请

参阅第17页。 

当使用 BeoRemote One 来操作“Beo4”产品

时，三个 “我的按键 ”分别与  Beo4  上的 
DTV、DVD 和 CD 按键相对应。您可以随时

修改此设置，将三个“我的按键”专用于直接

激活其他信号源，请参阅第18页。但是，当

您使用  BeoRemote One 来操作“Beo4”产品

时，不能使用“我的按键”来保存当前观看或

播放体验的快照。 

当使用  BeoRemote One 来操作“Beo4”产品

时，您还可以通过按 TV 和 MUSIC 按键来激

活特定信号源，请参阅第18页。 

如需了解有关如何从“Beo4”产品切换到其他

类型产品的信息，请参阅第15页。 

步骤 1 – 在 LIST 中添加或删除“Beo4”产品

要使用 BeoRemote One 来操作“Beo4”产品，

您必须首先将该产品添加到 BeoRemote One 
LIST。 

然后，您必须将该产品设置为正确的 Option，
请参阅第17页。

请注意，您可以重命名产品，或者更改当您

通过  LIST 按键调出列表时的产品出现顺序。

执行此操作的方法与为 TV、MUSIC 和 LIST 
按键重命名或移动信号源或功能相同，请参

阅第10页和第11页。 

要添加或删除通过 LIST 按键找到的“Beo4”产
品 ......
按此在 BeoRemote One 显示屏

上调出设置

按此调出高级设置 

按此选择产品 

按此调出显示 

按此选择要显示或隐藏的 

“Beo4”产品。Option 包括： 
Beo4 AUDIO、 Beo4 VIDEO、 
Beo4 AV 或 Beo4 LINK

按此在显示  或隐藏之间切换

（无选择）

继续设置要显示或隐藏的下一

个产品。或... 

...按此返回上一菜单或长按彻

底退出菜单

选择四种“Beo4”产品之一，包括 Beo4 VIDEO、 

Beo4 AV、Beo4 AUDIO或Beo4 LINK：
– Beo4 VIDEO 用于 Option 1 或 5 中的“Beo4”电

视机。 
– Beo4 AV 用于 Option 2 或 6 中的“Beo4”电视机。

– Beo4  AUDIO 用于 Option 1、2、5或6中的 

“Beo4”音乐系统。 
– Beo4 LINK 用于第二个“Beo4”产品（当在同一

个房间中放置了两个电视机或音乐系统时）。

 
注意！如果 Network Link 产品要与 Beo4 配合

使用，则必须将其设置为“Beo4”产品。 

LIST

设置

高级设置

产品

显示

...

...

BACK

 Beo4 AV

Beo4 VIDEO

 Beo4 A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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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BeoRemote One 来操作“Beo4”产品

当您使用 BeoRemote One 来操作“Beo4”产品

时，产品  Option 菜单会进行调整，以匹配 
Beo4 遥控器提供的 Option 设置。 

要使用 BeoRemote One 为“Beo4”产品设置 
Option …
将遥控器指向您要为其设置 Option 的产品的

红外接收器。遥控器和红外接收器之间的距

离最大只能为0.5米。

按此可在 BeoRemote One LIST 
中调出当前产品，例如 BeoVision 

选择您要为其设置 Option 的产

品*1，例如 Beo4 LINK

 

按此调出设置 

按此调出高级设置 

按此即可调出产品 Option 

选择合适的  Option：V.OPT.、 

A.OPT. 或 L.OPT.

输入适当的数字（0、1、2、 4、 
5或6）

第2步– 为您的“Beo4”产品设置正确的 Option 

LIST

...

...

LIST

设置

高级设置

产品 

Option

...

0 – 6

A.OPT.

V.OPT.

L.OPT.

选择以下三个“Beo4”Option 之一：V.OPT.、 

A.OPT.或 L.OPT.。如需了解有关使用哪一个 
Option 的信息，请参阅电视机或音乐系统的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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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BeoRemote One 来操作“Beo4”产品

当使用 BeoRemote One 来操作“Beo4”产品

时，三个 “我的按键 ”分别与  Beo4  上的 
DTV、DVD 和 CD 按键相对应。您可以随时

修改此设置，每次当您按三个“我的按键”中
的某一个时，都选择要激活哪一个信号源。 

还可指定 TV 或 MUSIC 按键专用于某个信号

源，使用每个按键可以直接激活电视或音乐

信号源。 

请注意，当您使用  BeoRemote One 来操

作“Beo4”产品时，不能使用“我的按键”来保

存当前观看或播放体验的快照。

要使用“我的按键”和 TV 或 MUSIC 按键来激

活特定信号源 ... 
按此在 BeoRemote One 显示屏

上调出设置

按此调出高级设置 

按此调出按键 

在三个 “我的按键 ”、   TV  或 
MUSIC 按键中进行选择

按此在信号源列表中移动*1

 

按此存储您要使用所选按键激

活的信号源

为特定信号源设置“我的按键”和 TV 或 MUSIC 按键 

LIST

设置

高级设置

按键

...

...

将“我的按键”和 TV 及 MUSIC 按键设置为直接

激活信号源。

1*当您选择了 TV 或 MUSIC 按键时，如果您不

希望 TV 或 MUSIC 按键直接激活特定信号源，

可以选择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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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o4 和 BeoRemote One 转换 

如果您习惯使用 Beo4 操作产品，则以下转换可以帮助您了解在操作“Beo4”产品时应在 BeoRemote One 上使用

哪个按键。BeoRemote One 按键标记为蓝色。在 Beo4 和 BeoRemote One 上功能完全相同的按键显示为浅灰色。

TV LIGHT RADIO 

DTV DVD CD 

V.MEM TEXT A.MEM

7 8 9 

4 5 6 

LIST 0 MENU 

1 2 3 

STOP PLAY

BACK

TV：… 使用 BeoRemote One 上的 TV 按键。

也用于显示电视信号源列表 
 

V.MEM：… 在 BeoRemote One 上按 TV 调出

电视信号源并找到 V.MEM 
 

A.MEM：在 BeoRemote One 上按 MUSIC 调
出音乐信号源并找到 A.MEM

LIGHT：… 在 BeoRemote One 上按 LIST 并
找到灯光设置。 

RADIO：… 使用 BeoRemote One 上的 
MUSIC 按键。也用于显示音乐信号源列表。 
 

DTV、DVD 和 CD：… 使用 BeoRemote One 
上的“我的按键”*1。  
DTV： ，DVD：  和 CD： 

1*您可以随时修改此设置，将三个“我的按键”
专用于直接激活其他信号源，请参阅第18页。 

LIST：… 按 BeoRemote One 上的 LIST。  

LIST 具有与 Beo4 相同的功能。请注意：您

不能通过 LIST 选择信号源，而应该使用 TV 
和 MUSIC 按键。

导航按键：… 使用 BeoRemote One 上的 、  、 

 和 。 
 
向后或向前搜索：… 使用 BeoRemote One 上
的  和  。 
 

 和  ：… 使用 BeoRemote One 上的 
P + /P -。

STOP：… 按 BeoRemote One 上的  
（Pause）。

PLAY：… 使用 BeoRemote One 上的  
（Play） 。

注意！使用 BeoRemote One 操作“Beo4”产
品时， INFO 和 GUIDE 按键没有任何功能。

TV

家庭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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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随时都可更改 BeoRemote One 的显示语

言。语言选妥之后，全部菜单和显示信息便

以所选的语言出现。

但请注意，要重命名信号源或功能，只能使

用拉丁字符。 

如果偶然选择了不希望的语言，您可以通过

按 LIST 进入语言菜单，然后按向上箭头按键  
上移一项，再按中心按键。重复此步骤两次。 

设置 BeoRemote One 的语言 您可从高级设置菜单，为 BeoRemote 

One 进行更多高级设置。例如，您可

以 更 改 显 示 语 言 ， 还 可 以 将 

BeoRemote One 重置为出厂设置。

如果您使用 BeoRemote One 来操作

多个“Beo4”产品，则还能够设置 IR 

强度。 

如果您使用 BeoRemote One 来操作灯光、窗

帘或百叶窗，可在灯光设置和控制菜单中进行

此设置。这可能需要支持的家庭自动化系统。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 Bang & Olufsen 
零售商。 

BeoRemote One 高级设置

您可将 BeoRemote One 重置为出厂设置。 

要重置您的 BeoRemote One ... 
按此在 BeoRemote One 显示屏

上调出设置

按此调出高级设置 

按此调出恢复出厂设置 

将提示您确认所做的重置。 

按此确认重置，或者 …… 

…… 长按退出菜单，而不进行

重置

重置 BeoRemote One 

要设置 BeoRemote One 的语言 ... 
按此在 BeoRemote One 显示屏

上调出设置

按此调出高级设置 

按此调出语言 

按此浏览各种语言  

按此选择您希望使用的语言

LIST

设置

高级设置

语言

...

LIST

设置

高级设置

恢复 

出厂设置

BACK

要确认重置，请按中心按键，或按 BACK 取消。

注意！重置时，您为 BeoRemote One 进行的

所有设置都将被删除。

所有设置都将被
删除。请确认或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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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oRemote One 高级设置

您可以设置 BeoRemote One 的 IR 强度。例如，

您使用 BeoRemote One 来操作多个“Beo4”产
品，而且这些产品放置在相距很近的位置，

则您可以降低遥控器的 IR 强度。 

要设置 BeoRemote One 的 IR 强度 ... 
按此在 BeoRemote One 显示屏

上调出设置

按此调出高级设置 

按此调出 IR 强度 

按此在 IR 强度的设置之间切换 

 

按下以保存设置

设置 BeoRemote One 的 IR 强度 

LIST

设置

高级设置

IR 红外强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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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有 Network Link 的电视机和配有 Master Link 的音乐系统位于同一房间或单独房间

如何收听来自 BeoVision 的电视信号源的示

例*4 ...
按此可在 BeoRemote One 
LIST 中调出当前产品，例如 
BeoVision 

选择所需的产品，例如 Beo4 
AUDIO*2 

按 TV 并选择您希望从 
BeoVision“借用”的信号源，例

如 YOUTUBE*3 

要使用 BeoRemote One 显示/隐藏 BeoVision 
中的信号源 ...
> 在出厂时，电视设置为 BeoVision，而且 

BeoVision 在 BeoRemote One LIST 中处于

选中状态。 
> 通过 BeoRemote One LIST 显示  或隐藏

电视机的信号源*1，请参阅第9页。 
> 通过 BeoRemote One LIST 显示  或隐藏  

链接信号源，例如  CD，请参阅第9页。

要显示/隐藏 Beo4 AUDIO 中的信号源 ...
> 在   B e o R e m o t e   O n e   L I S T   中 选 择 

Beo4 AUDIO*2。 
> 通过 BeoRemote One LIST 显示  或隐藏

音乐系统的信号源，请参阅第9页。 
> 通过 BeoRemote One LIST 显示您可从 

BeoVis ion“借用 ”的    信号源，例如 
YOUTUBE*3，或者隐藏不需要的信号源，

请参阅第9页。

BeoLink 设置 

当您使用 BeoRemote One 来操作多个产品时，如果这些产品连接到同一网络，则您可以获取来自网络上其他产

品的信号源的声音。这些产品既可以放置在同一房间，也可以放置在单独的房间。如需了解关于如何连接和设

置产品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电视机或音乐系统的指南。 

BLC

LIST

BeoVision

BEO4 

AUDIO

TV

YOUTUBE

在此设置中，Network Link  电视默认为 
BeoVision，Master Link 音乐系统必须设置为 
Beo4 AUDIO。如需了解有关如何设置产品的

信息，请参阅第13页和第16页。

对于每个产品类型，您都有一个 TV 和 MUSIC 
信号源列表：BeoVision 和 Beo4 AUDIO。

1*请注意，可用的电视信号源显示在电视机

的信号源列表菜单中。
2*在 此 示 例 中 ， B EO   AU D I O  已 添 加 到 
BeoRemote One LIST，音乐系统设置为 Beo4 

AUDIO。
3*如果相关信号源（例如 YOUTUBE）未显示在 
BeoRemote One LIST 中，请联系您的零售商。
4*通过 Network Link，您可以访问来自网络上

其他产品的信号源的声音。如果将电视机连

接到了  Master Link 产品，您还必须使用 
BeoLink Converter NL/ML (BLC) 以实现 
Network Link 的优势。

TV

YOUTUBE

HDMI 1

 A.MEM

广播

 CD

TV

YOUTUBE

V.MEM

A.MEM

广播

CD

访问来自 Beo4 AUDIO 的  

链接信号源 

访问来自 BeoVision 的信号源

默认产品：

BeoVision

产品 Option：

Beo4 AUDIO



23

配有 Network Link 的两台电视机放置在单独的房间中 

要使用 BeoRemote One 显示/隐藏两台电视

机的信号源 ...
> 在 出 厂 时 ， 两 台 电 视 机 都 设 置 为 

BeoVision，BeoVision 在 BeoRemote One 
LIST 中处于选中状态。

> 通过 BeoRemote One LIST 显示  或隐藏

两台电视机的信号源*1，请参阅第9页。 
> 通过 BeoRemote One LIST 显示  或隐藏 

 两台电视机的链接信号源，例如  
HDMI 1，请参阅第9页。

 

如何收听来自链接电视信号源

的示例*2 ...
按 TV 并选择  链接信号源，

例如  HDMI 1

1*请注意，可用的电视信号源显示在电视机

的信号源列表菜单中。
2*通过 Network Link，您可以访问来自网络上

其他产品的信号源的声音。 

注意！如果 Network Link 产品要与 Beo4 配
合使用，则必须将其设置为“Beo4”产品。如

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第16–18页。

>> BeoLink 设置

BeoVision BeoVision

TV

 HDMI 1

访问  链接信号源 

访问  链接信号源 

在此设置中，两个 Network Link 电视都默认

为 BeoVision。

两台电视机具有相同的 TV 和 MUSIC 信号源

列表。在此示例中，仅显示电视信号源。 

默认产品：

TV

YOUTUBE

  HDMI 1

默认产品：

TV

YOUTUBE

 HDM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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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有 Network Link 的两台电视机放置在同一个房间（使用一个 BeoRemote One）

>> BeoLink 设置

要使用 BeoRemote One 显示/隐藏两台电视

机的信号源 ...
> 在 BeoRemote One LIST 中选择 BeoVision 

或 BeoVision(2)*1

> 通过 BeoRemote One LIST 显示  或隐藏

两台电视机的信号源*2，请参阅第9页。 
> 通过 BeoRemote One LIST 显示  或隐藏 

 两台电视机的链接信号源，例如  
HDMI 1，请参阅第9页。

如何收听来自链接电视信号源

的示例*3 ...
按此可在 BeoRemote One 
LIST 中调出当前产品，例如 
BeoVision 

选择所需的产品，例如 
BeoVision(2)*1 

按 TV 并选择  链接信号

源，例如  HDMI 1

BeoVision BeoVision(2)

LIST

BeoVision

BeoVision(2)

TV

 HDMI 1

在此设置中，一个 Network Link 电视默认为 
BeoVision，另一个设置为 BeoVision(2)。如

需了解更多有关如何设置产品的信息，请参

阅第13页。

两个产品具有相同的 TV 和 MUSIC 信号源列

表，包括 BeoVision 和 BeoVision(2)。

1*在此示例中， BeoVis ion(2)  已添加到 
B e o R e m o t e   O n e   L I S T， 电 视 设 置 为 
BeoVision(2)。 
2*请注意，可用的电视信号源显示在电视机

的信号源列表菜单中。
3*通过 Network Link，您可以访问来自网络上

其他产品的信号源的声音。 

注意！如果 Network Link 产品要与 Beo4 配
合使用，则必须将其设置为“Beo4”产品。如

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16–18页。

TV

YOUTUBE

 HDMI 1

网络广播

SPOTIFY

广播

访问来自 BeoVision(2) 的  

链接信号源 

访问来自 BeoVision 的  

链接信号源

默认产品： 产品 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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