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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請務必按照本《指南》的說明擺放

和連接揚聲器。爲避免發生人身傷

害，請務必使用 Bang & Olufsen 

核准使用的脚架和墻托架! 

–  只有從電源插座上斷開揚聲器電源，

才能將揚聲器完全關閉。 

–  請勿嘗試拆開揚聲器。這種工作應

該交給合格的技術服務人員！ 

–  按照設計，本揚聲器僅適用于乾燥

的室內家居環境，其工作溫度爲

10–40º C (50–105º F)。 

–  切勿在揚聲器上放置任何物品。 

–  切勿抓著聲學透鏡擡起揚聲器。 

–  長時間收聽高音量聲音有損害聽

力之虞！ 

警告：爲了降低火灾或觸電危險，請勿讓本電器

淋雨或受潮。請勿將液體滴濺在本設備上，幷

確保本設備上未放置任何裝有液體的物品，例

如花瓶。 

要將本設備從交流電源上完全斷開，必須將電

源插頭從電源插座上拔下。應保持斷開的設備

隨時可用。 

等邊三角形內帶有箭頭符號的閃電是要提醒

用戶注意，本産品的機殼內存在未絕緣

的“危險電壓”，可能會造成觸電事故。 

等邊三角形內的感嘆號是要提醒用戶注意在

隨附本産品的資料中有重要的操作和維護 

（維修）說明。  

注意：爲了降低觸電危險，請勿拆卸機 
殼（或背板）。  
揚聲器內部沒有供用戶自行維修的器件。 
必須請合格的維修人員進行維修。 

CAUTION
RISK OF ELECTRIC SHOCK

DO NOT OPEN



日常使用 

按以下幾頁的說明安裝好揚聲器後，

將整個系統接上電源。 

揚聲器的保護 
揚聲器配有過熱保護系統，以防溫度

過高損壞揚聲器。若發生故障，或者

揚聲器單元過熱，系統將自動把揚聲

器切換到待機狀態。 

恢復聲音： 

> 斷開揚聲器的電源。 

> 等待系統時間重置或冷却 

（約3-5分鐘）。 

> 將揚聲器與電源重新連接。 

若問題依然存在，請聯繫您的 Bang & 

Olufsen 經銷商。 

清潔揚聲器 
用柔軟的幹布清潔蒙塵的表面。若有

必要，請將一塊軟布浸入含有幾滴溫

和清潔劑（如洗碗劑）的水中，然後

擰幹水分，即可用它擦去油迹或頑固

污漬。 

切勿用吸塵器清潔聲學透鏡中暴露

在外的揚聲器振膜。不過，可以用吸

塵器清潔揚聲器前面的布，但必須裝

上柔軟的刷式吸嘴幷調到最低檔。 

忌用酒精或其它溶劑來清洗揚聲器

的任何部位！ 

開機和關機 
打開 Bang & Olufsen 系統的電源後，

揚聲器也同時打開，關閉系統電源後，

揚聲器切換到待機狀態。 

注意：切勿觸摸聲學透鏡中暴露在外

的揚聲器振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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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揚聲器 － 綫纜連接 

插座板位于揚聲器背面。把揚聲器固

定在墻托架上以前，請先插好綫纜幷

設置 POSITION 開關。 

若需進一步瞭解 Bang & Olufsen 

系統的插座板，請參閱産品附帶的 

《指南》。 

連接綫纜以前，請先斷開 Bang & 

Olufsen 系統與電源的連接！ 

POWER LINK 插座：透過本插座將

揚聲器連接到 Bang & Olufsen 系統

上的 Power Link 插座。 

注意：請勿使用老式 Power Link  

綫纜，這種綫纜會産生噪音，令您無

法得到最理想的音質！新型綫纜的

插頭上有一個三角形標記。 

綫纜夾：爲了確保安全，必須把來自

電源插座的電源綫固定在揚聲器上。

因此，請讓電源綫從綫纜夾下方經過。 

電源線：所提供的電源線和插頭是專

為本產品設計的。如果您更改了插頭

或損壞了電源線，您必須從 Bang & 

Olufsen 零售商處另外購買一條！

Power Link 
M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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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LINK  
插座 

POSITION 開關 

綫纜夾 



POSITION 開關 
當揚聲器放在墻角或靠近墻壁時，其

低音音量高于將揚聲器放在更獨立

的位置時所獲得的低音音量。 

爲了消除這種低音過度增强，請使用 

POSITION 開關，以確保低音音量適

合于揚聲器的擺放情况。具體如何

設置，應該視揚聲器與墻壁和墻角

的距離而定。 

本開關有兩種設置： 

W - Wall（靠墻）位置

這是出廠時的設置。當揚聲器正面與

後墻距離小于50厘米（20英寸）時 －

例如按照本指南把揚聲器安裝在墻

托架上時，請使用這種設置。 

F - Free-standing（獨立擺放）位置

若揚聲器正面與後墻的距離大于50厘

米（20英寸）時，將用到這種設置。 

POSITION 開關位于揚聲器的插座板

上。 

F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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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ustic Lens Technology － 經 

Sausalito Audio Works 授權生産。 



設置揚聲器 － 墻托架 

墻托架必須固定在墻上，以便把揚聲

器放在電視熒幕的正下方。 

建議您在把電視擺在適當的位置，以

便揚聲器高于地板10厘米（4英寸）

以上。 

關于螺釘、墊圈和墻錨 
使用的螺釘、墊圈和墻錨須符合正確

的尺寸和類型 － 請考慮墻壁的結構

和狀况。 

至少使用4顆螺釘 － 墻托架每側各

兩顆。螺釘頭下方使用大小適當的墊

圈，厚度不小于1.6毫米（0.07英寸）。 

每個螺釘和墊圈的承重能力不得低

于16公斤（35磅）。 

關于輕質隔墻的特別注意事項： 

若您打算把揚聲器挂在石膏墻上（也

稱爲幹砌墻或墻板），則必須將墻托

架固定到一個立柱上。安裝效果評估

基於幹砌牆表面。 

用一顆圓頭木螺釘（直徑6毫米 － 

0.23英寸）穿透石膏，鑽入立柱至少 

25毫米（1英寸）。此外，再用三顆石

膏墻專用螺釘。 

≥ 10 cm
4"

≥ 59 cm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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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墻托架 
1  如圖所示折叠紙板“工具”，然後

把它附在墻托架上。 

2 把墻托架按在墻壁上 － 位于電

視熒幕正下方。“工具”接觸到熒

幕邊緣。 

3 在墻上標出鑽孔位置。 

4 在墻上鑽孔，然後插入合適的墻錨。 

5 用適當尺寸和類型的螺釘和墊圈，

把墻托架固定在墻上。 

墻托架上的孔允許一定程度的 

位置調整。確保墻托架的位置正確 

無誤 － 水平、位于中央、與熒幕邊

緣保持正確的距離。然後擰緊所有螺

釘。 

62 mm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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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板“工具”：該“工具”用于墻托架的定位，讓它和電視熒幕的下緣保持正確

距離。 



>> 設置揚聲器 － 墻托架 

固定揚聲器 
固定揚聲器之前，請先把電視和揚聲

器的綫纜固定在墻托架上。請使用我

們提供的小綫纜夾。 

–  把各種綫纜接到揚聲器上，然後

讓墻托架的三根固定杆插入揚聲

器機箱上的三個對應孔中，從而把

揚聲器挂在墻托架上。  

–  調整揚聲器在墻托架上的位置。 

正確的位置是：揚聲器機箱的正面

比電視熒幕正面“低”13毫米 

（0.51英寸）。 

–  擰緊三根固定杆末端的螺釘 － 以

便固定揚聲器在墻托架上的位置。  

13 mm
0.51"

13 mm
0.51"

�

揚聲器位置：墻托架允許您根據不同尺寸的電視熒幕，對揚聲器位置進行前

後調節。爲了安全起見，請務必鎖定揚聲器在墻托架上的位置！ 



安裝揚聲器前面板 
1  把面板背面的小銷釘全部插入揚

聲器機箱上的對應孔。 

2 確保所有銷釘牢牢固定在孔中。 

完成後，揚聲器前面板應該與電視熒

幕的正面對齊。若未對齊，請拆下揚

聲器前面板，然後調整揚聲器的前後

位置。 

若需拆下前面板（例如爲了清潔），

請從揚聲器機箱上撬開小銷釘。 

蓋板：若揚聲器位于65英寸顯示器下

方，請在墻托架上安裝兩塊蓋板 － 

托架兩側各一塊。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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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適用于加拿大市場！ 

該 B 級數位設備符合“加拿大干擾

産生設備條例”的所有規定。 

本産品符合 EC 指令 

1���/5和2006/�5的規定。 

産品的技術規格、功能與使用若有更

改，恕不另行通知！ 

僅適用于美國市場！ 

注意：該設備經檢測符合聯邦通訊

委員會規則第15節規定的 B 級數位

設備的限制要求。這些限制規定旨在

合理預防家居使用産生的有害干擾。 

該款設備産生、利用幷能够輻射射頻

能量，若不按使用說明安裝和使用，

可能干擾無綫電通訊。但是，幷不保

證在特定使用情形下不産生干擾。 

若經開、關該款設備檢測出其確實對

無綫電或電視接收産生有害干擾，則

用戶可嘗試以下任意一項或多項措施

來排除干擾：

–  調節接收天綫的方向或位置。 

–  拉遠該設備與接收器之間的距離。 

–  將該設備與接收器分別連接到不

同電路。 

–  咨詢零售商或有經驗的無綫電/電

視技術人員。 



www.bang-olufsen.com 

3509676  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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