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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為降低引起火災或電擊的危險，本
裝置不可接觸雨水或溼氣。請勿將液體
噴濺於本設備，同時亦不可將裝有液體
的物品(例如花瓶)放置在本設備上方。若
要完全中斷本設備的 AC 電源供電，請
拔下插座上的電源插頭。切斷電源後，
裝置應能繼續運作。

正三角形內印有閃電加箭頭的符 號，
表示警告使用者產品機殼內部存在著
未絕緣的「危險電壓」，強度足以對人
身造成電擊危害。

正三角形內印有驚嘆號，表示提醒使
用者參閱產品隨附文件內的重要操作
及維護 (維修) 指示說明。 

注意：為降低遭受電擊的風險，請勿卸除

護蓋(或背蓋)。 

產品內部無適合使用者維修的零件。請

由合格維修人員進行相關維修事宜。

CAUTION
RISK OF ELECTRIC SHOCK

DO NOT OPEN



親愛的客戶 

操作指南內含日常使用 Bang & Olufsen 產品的相關資訊。正常情況下，會由您的經
銷商運送、安裝及設定您的產品。 

您也可在 Bang & Olufsen 的網站上，找到有關您所購買的產品的相關資訊。 

Bang & Olufsen 在設計及開發產品時，都會仔細考量使用者的各種需要。因此，請您
不吝撥空告訴我們您使用本公司產品的經驗。 

請利用以下網址與我們連絡 …… 
 www.bang-olufsen.com 

或寫信至: Bang & Olufsen a/s   

 BeoCare   

 Peter Bangs Vej 15   

 DK–7600 Struer 

或傳真: Bang & Olufsen  

 BeoCare  

 +45 9785 3911 (fax) 

本指南所述之技術規格、功能、使用方式如有變更，
恕不另行通知。  

3510967 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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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腳架 

若您的電視機配備選購的電動式腳架，您便可針對您最偏愛的觀賞或聆聽位置，對
您的電視機進行不同的設定。初次設定時，系統會提示您校正電動腳架。 

校正腳架 
初次設定時，會出現 STAND ADJUSTMENT 功能
表。腳架校正程序完成之前，電視的馬達移動功
能不會發揮作用。 

電視的位置 

設定您看電視、聽音樂和關閉電視時的位置。 

相關資訊 

調整腳架
1*初次設定 

遙控器

設定電視旋轉的最大角度–左邊和右邊。 
初次設定時，當您的腳架校正完畢並設定電視位置之後，請按下綠色按鈕繼續進行初次
設定。 
本指南中的說明指示主要以 Beo5 遙控器為準，但您也可使用 Beo4 操作電視機。 

請注意！如需有關日常操作的一般資訊，請
參閱電視機所隨附的 BeoSystem 操作指南。 

將「SET LEFTMOST 
POSITION」向左旋轉至您所
需的移動限制極點 

將「SET TOP POSITION」向
上傾斜至您所需的移動限制
極點 

將「SET RIGHTMOST POSITION」
向右旋轉至您所需的移動限制
極點 

將「SET BOTTOM POSITION」
向下傾斜至您所需的移動限
制極點 

接受*1

接受*1 
選取「VIDEO」、「AUDIO」
或「STANDBY」 

視需要旋轉/傾斜電視 

STAND POSITIONS

VIDEO

AUDIO

STANDBY

STAND ADJUSTMENT

 

 select

STAND ADJUSTMENT

SET LEFTMOST POSITION

SET RIGHTMOST POSITION

SET TOP POSITION

SET BOTTOM POSITION

turn turn

 next

STAND ADJUSTMENT 

STAND 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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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傾斜電視 

開啟/關閉位置 

您可任意旋轉或傾斜電視機，而勿須儲存其位置。 

一旦將電視機切換為待機，揚聲器便會縮回，同時
螢幕會往下移動。若將電視機開啟，螢幕便會往上
移動，揚聲器則會出現在螢幕下方。 

自動停止:考量安全因素，一旦有任何物體阻擋螢幕
與揚聲器移動，內建的自動感知器便會令其停止前
進。請移除阻擋的物件，再按下•，以繼續執行開啟
或關閉電視機的動作。 

或者
按下 按下 旋轉電視 選擇位置*2 

2*TV 位置
造訪 Bang & Olufsen 的網站 

Position 1 是最左側的位置，而 Position 9 則在最右側。
欲取得有關電視機的進一步資訊，請造訪本公司的網站。www.bang-olufsen.com 

傾斜電視機 
Stand  Turn  Positio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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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校正  
電視每使用約100小時，會在您按下待機鍵時進
行自動校正。 

手動校正  
電視機須開啟超過2分鐘以上且位於電視模式下，
才會出現 AUTO COLOUR MANAGEMENT 功能表。  

建議您由電視機本身進行自動校正。 

相關資訊 
1*手動校正  
校正失敗    

Auto Colour Management 用以確保螢幕能不斷地展現完美的色彩。校正時，感知器
臂會從電視框向下擺動，且螢幕上會出現隨著各種灰度色彩變化的指示條。 

手動校正的後續動作 
感知器臂會縮回，且電視返回最後所選擇的來源。 螢幕會短暫出現 CALIBRATION COMPLETE 的字樣。 

顯示「TV SETUP」 
功能表 

選取「OPTIONS」 
功能表 

啟動 AUTO COLOUR 
MANAGEMENT 開始校正程序*1 

校正螢幕的色彩精確度 

清除掉螢幕上的所有文字，感知器臂向下擺動，開始進行校正。 
若感知器臂向下擺動不完全，代表校正不完整，請視需要縮回感知器臂。要是已
自動進行校正，則下一次關閉電視時，電視機便會試著執行校正程序。 
 

請注意！校正時，切勿關斷系統或拔除主電源。 

6



正常情況下，會由您的經銷商運送、安裝及設定您的產品。定期維護 (例如清潔) 由使
用者自行負責。欲獲得最佳的收視狀況，請按以下的說明指示操作。 

維護 

清潔指示

注意 

7

機箱表面 
使用乾軟布擦拭表面灰塵。請將無棉絮的軟布擰
乾，再沾取添加了數滴溫和清潔劑(例如洗碗精) 
的水溶液，拭除油漬或頑垢。切勿使用酒精或其他
溶劑清潔任何電視零件。 

電漿螢幕 
請以乾軟布擦去螢幕的灰塵，切勿使用液態清潔
劑或噴霧劑。 

該螢幕僅適用於乾燥的家庭室內環境，適當的環
境溫度範圍約為10–40ºC (50–105ºF) 之間。 

當大氣壓力低於833毫巴(約在1500公尺(5000英
呎))時，影像便會扭曲變形。 

請勿將任何物品放置在螢幕上方。 

由於電視螢幕頗重，請勿試圖自行搬動。此類操作
應由合格維修人員實施。 

切勿任由螢幕自行站立，將螢幕裝在壁掛架或腳
架上之前，須以物體加以支撐。為避免造成人身
傷害，請勿使用未經 Bang & Olufsen 核可的腳架
或壁掛架！ 

將螢幕裝在壁掛架上時，請在上方、下方及兩側各
保留10公分(4英吋)的空隙。請勿遮蔽後方的通風
孔，以免螢幕過熱。 

請勿嘗試拆開螢幕。此類操作應由合格的維修人
員進行。 

本產品避免直接受到太陽照射，或是置於人造光
源底下，例如聚光燈。 

未接好所有的纜線之前，勿將系統中的任何產品
接上主電源。 

切勿讓螢幕長期接觸含有橡膠或 PVC 的物品。 

切勿讓靜止畫面在螢幕上停留過久，以免造成螢
幕永久影像殘留。 

唯有將所有電線從插座拔除，才能完全關閉系統。 



本產品符合 2004/108/EC 和  
2006/95/EC 規定。 

凡標示此符號的電氣及電子設備、零件和電池，均
不得依一般家用廢棄物方式棄置；所有電氣及電子
設備、零件和電池皆須回收並另行棄置。 
依照您所在國家的回收系統規定棄置電氣及電子
設備和電池，不但能夠保護環境、人體健康，也對
審慎理性地使用天然資源有所貢獻。回收電氣及電
子設備、電池和廢棄物可防止此類產品和設備潛在
所含的有害物質污染環境。

Bang & Olufsen 經銷商會將您所在國家/地區的正
確棄置方式告訴您。 

若產品體積過小而無法標示此符號，則將會印製在
使用指南、保固卡或包裝上。 

廢電機電子設備指令(WEEE)–環境保護 

Manufactured under license from Dolby 
Laboratories. Dolby, Pro Logic, and the 

double-D symbol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Dolby Laboratories. 

Confidential unpublished works. 
Copyright 1992–2003 Dolby Laboratories. 

All rights reserved. 

Manufactured under license under 
U.S. Patent #’s: 5,451,942; 5,956,674; 5,974,380; 

5,978,762; 6,487,535; 7,003,467; 7,212,872 & 
other U.S. and worldwide patents issued & 

pending. 
DTS, DTS Digital Surround, ES, and Neo:6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and the DTS logos, and 

Symbol are trademarks of DTS, Inc. 
© 1996-2008 DT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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