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OVISION ECLIPSE  
第  2  代  

从此处开始   

简介

本指南包含有关 产品和连接产品日常使用的其他信息，并更详细地介绍了产品的

特性和功能。除此之外，您还可以找到有关设置、如何使用 遥控器操作产品，以

及如何设置网络连接的信息。您的零售商应该负责将您所购的产品送上门，并且妥善为您安装并设

置。

您的 零售商永远是满足您所有服务需求的第一站。如需查找最近的零售商，请参

阅网站

第 代 是 和 之间的合作产品。本指南包含与

和 遥控器相关的说明。

有关屏幕的说明和设置，请访问 网站：

 选择国家 地区

 选择 主页 支持 下载 手册

 输入型号

 然后您会获得 屏幕的指南。

请注意：部分市场有些功能不可用。

在 指南中，您还可以找到有关其他功能的信息，例如连接、声音设置和软件更

新。

您可以通过电脑或智能设备调出现在的用户指南。

http://www.bang-olufsen.com/
https://www.lg.com/common/index.jsp


 

 

我们建议您熟悉一下 遥控器和 指南说明的遥控器的众多差别。更多信息，请

参阅 遥控器 章节。

重要信息！ 对网络服务（包括已下载的应用）的可用性和性能不负责。

为接收网络服务提供技术基础。 无法为相关服务提供保证，因为供应商可

能会更改内容和条件，包括删除应用。根据市场不同，可用的网络服务和应用可能不同。

遥控器

第 代 的操作与 一并说明。

遥控器配对

请注意，要操作第 代 ，首先必须与 配对。长按位于右边扬

声器后面的 按钮或通过选择主页菜单中的 电视应用时显示的服务菜单进

行配对，然后选择 声音和 。记得在配对之前将遥控器设为配对模式。

 将电视机连接到电源上。

 将新电池装入您的遥控器中，然后置身于产品面前。

 欢迎屏幕超时后，在显示屏中，使用 或 和中心按钮以设置首选语言。

 如开启产品的配对选项，即开始进行配对。

通过菜单进行配对

 按 显示 菜单。



 

 

 使用箭头按钮选择 电视应用并按中心按钮。

 按 或 选择 并按 按钮。

 按 或 以选择服务，并按下 按钮。

 按 或 以选择遥控器配对，并按下中心按钮。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配对您的遥控器。

第 代 和遥控器都必须处于配对模式才能配对两种产品。

当您收到第 代 随附的 时，您可以在首次设置遥控器时将其

设置为配对模式。如果您的 由于某种原因不再与第 代 配对

并且您需要再次配对，或者如果您找不到它并且您需要配对另一个 ，则必须在配对

模式中同时设置第 代 和遥控器以将其与电视配对。

有关如何启用 配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此处的遥控器指南。

对于更多关于配对的信息，请参阅 配对和网络 章节。

使用遥控器

了解如何使用遥控器。第 代 的一些说明可以说是 指南的描述。您还可以

找到使用 按钮而不是所选的 按钮的说明。

https://www.bang-olufsen.com/product-support/accessories/beoremote-one
https://www.bang-olufsen.com/product-support/accessories/beoremote-one


 

 

显示屏

电视打开时，显示屏显示信号源或功能的列表。

在显示屏中显示可用电视信号源，以便打开电视机。使用 或 进入列表 。

在显示屏上显示可用的音乐源，以供您打开。使用 或 进入列表 。

长按以保存声音设置、脚架位置等当前设置，短按可激活。

在屏幕菜单中选择频道并输入信息。

列表

在显示屏中显示其他功能。使用 或 进入列表。

指南

调出电视节目指南。



 

 

（返回按钮）

离开电视菜单和 列表或执行返回操作。

信息

调出菜单或功能的信息。

（主页按钮）

调出主页菜单，您可以通过此菜单访问不同的应用和功能，以及其他 电视应用。

、 、 和 向上、向下、向左、向右箭头按钮。在菜单和 显示屏中移动。

（中心按钮）

用于选择和激活设置等。

、 、 和 （颜色按钮）

选择色彩特定功能。

开始播放曲目、文件或录像，或者开始重新播放。

和 逐步向后或向前搜索。

和 浏览频道和电台。

暂停播放节目或录像。

和 如需静音，请按此按钮中间。

（待机按钮）

切换至待机模式。

显示屏中的部分信号源可在设置过程中进行重新配置。更多信息，请参阅 设置已连接的产品 章

节。

根据您的遥控器， 、 、 、 （我的按钮）可能是一个或四个。

有关遥控器操作的一般信息，请参阅此处的遥控器指南。

带有 的 远程功能

您可以使用 遥控器访问某些 遥控功能，部分功能也会列出在 中。

您应该使用箭头按钮和中心按钮在电视屏幕上导航。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1199993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1199993
https://www.bang-olufsen.com/product-support/accessories/beoremote-one
https://www.bang-olufsen.com/product-support/accessories/beoremote-one


 

 

主页按钮

按下

向左、向右、向上和向下按键

按下 、 、 和 。

（确定）按钮

按下中心按钮。

按向上和按向下按钮

按下 和 。

按钮

按 然后 或 以在 显示屏中查找频道，并按下中心按钮。

快速设置按钮

按 然后 或 以在 显示屏中查找选项，并按中心按钮。

按 然后 或 以在 显示屏中查找 ，并按中心按钮。

（文本选项）

按 然后 或 以在 显示屏中查找 ，并按中心按钮。

按 然后 或 以在 显示屏中查找 ，并按中心按钮。

搜索

按 然后 或 以在 显示屏中查找搜索，并按中心按钮。

或

按 ，然后依次使用箭头按钮和中心按钮查找搜索字段。

最近

按 然后 或 以在 显示屏中查找最近，并按中心按钮。

按 然后 或 以在 显示屏中查找音频描述，并按中心按钮。

字幕

按 然后 或 以在 显示屏中查找字幕，并按中心按钮。

按 然后 或 以在 显示屏中查找录制，并按中心按钮。

基本操作



 

 

遥控器有介绍电视的说明，可以通过您的电视或连接到网络的其他设备获得。

如需获得这些说明，我们建议您熟悉 ＆ 遥控器与上述 遥控器之间的差异，请参

阅 遥控器 章节。

遥控器操作

下图显示了遥控器操作示例。

要直接激活声音模式

 按 ，然后 或 以在 显示屏中调出 声音 ，并按中心按钮。

 使用 和 在两个模式间切换，并按下中心按钮选择一种模式。

 按 返回。

遥控器按钮，如 或 扬声器 ，指示您必须按下的实体按钮或 上显示为显示文

本的数字按钮。在 中按 、 或 以在 显示屏上弹

出文本。更多信息，请参阅 指南。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0934173
https://www.bang-olufsen.com/en/product-support/accessories/beoremote-one
https://www.bang-olufsen.com/en/product-support/accessories/beoremote-one


 

 

如何进行菜单导航

使用遥控器在菜单中导航并查找不同的功能。按 弹出主页菜单，此菜单提供可用应用和不同功能

的概览。

要访问 设置，转到 电视应用。通过按 进行查找，以弹出

可以访问该应用的主页菜单。

屏幕中出现菜单时，您可以在菜单选项之间移动、显示设置或输入数据。

• 使用 、 、 和 以高亮显示菜单、调出子菜单、返回菜单等级或更改设置。

• 使用数字按钮可输入数据。

• 设置会在更改后立即自动保存。

• 使用彩色按钮可选择选项。



 

 

• 按 即可退出菜单。

在菜单页之间切换

一些菜单占用的空间超出了电视屏幕上所提供的空间。然后，您可以滚动浏览这些菜单。

• 按 或 滚动浏览菜单项目。

选择信号源

您可以通过按下电视或音乐按钮调出信号源，并在遥控器显示屏中选择一个信号源。一些信号源也可

以从主菜单中选择。

 按 显示 菜单。

 使用箭头按钮高亮显示信号源并按中心按钮。

设置您的电视机

我们建议由合格的维修人员安装第 代 。电视有几种摆放选择。必须遵循摆放和

连接准则。

为了确保良好的通风，请在屏幕周围预留足够空间。

警告！只要电视机放置在落地脚架上，就不得升高或以其它物理方式移动电视机。这样可能会导致电

视机屏幕破裂。详情请与您的零售商联系。

根据设计原理， 不能单独放置。为防止出现伤害事故，请使用 认可

的脚架或墙托架。

摆放方式

电视机有多种摆放选择。



 

 

访问 获取合适的脚架和墙托架，或者联系您的 零销商

进行咨询。

处理

电视机不能单独放置。为避免发生意外，只能使用 许可的脚架或墙托架！

脚架和墙托架

设置打开机动落地脚架或墙托架的最大角度。切记，请在电视机周围留下足够的空间，以便可以自由

转动。更多信息，请参阅 脚架设置 章节。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214472125-Stand-settings


 

 

若要移动安装在落地脚架上的电视机，必须请合格的人员移动。此外，必须将脚架设置为运输模式。

放入新位置时，必须重新校准脚架。从主菜单中依次调出 设置 、 声音和 和 脚架 ，进

行重新设置。

概述

找到连接面板和其他重要项目：



 

 

 连接面板的封盖。

 装于落地脚架的传感器。

 装于墙托架的传感器。

可根据设置使用不同的脚架或墙托架。

拧紧扬声器封盖

当电视机安放在墙托架或脚架上时，您可以装上扬声器封盖。双手握住扬声器，将针插入孔中。然后

小心地盖上封盖。

进行清理时，建议取下扬声器封盖。不要直接对屏幕喷射液体，因为这可能会损坏扬声器，请改用软

布。 在侧面和底部撑住扬声器封盖，小心将其取下。

此外，还请注意，颜色鲜亮的布料封盖可能会随着时间而褪色。



 

 

电视应用

＆ 电视应用是 的应用，您可以通过该应用进行特定的 ＆

设置，例如声音设置和扬声器群组，以及使用 操作第 代

。

它将由安装程序在您的第 代 上安装和设置。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搜寻：按 调出主菜单，并使用 和 查找。

如果电视已恢复出厂设置，则需要重新安装 ＆ 电视应用。如果没有

电视应用， 则无法与电视配合使用。

请在 中查找该应用。

如何安装 电视应用

您需要为此使用 遥控器。

转到 并下载 ＆ 应用。在电视上安装并启动该应用后，您需要重

新启动第 代 以激活 ＆ 首次设置。



 

 

重新启动后，我们会诚邀您将 与第 代 配对并进行 首

次设置，其中包括扬声器和声音配置选项，充分利用您的电视扬声器和 设置，以便能够使用

您的第 代 控制任何第三方设备。

连接

您可在电视机的连接面板上连接信号输入线缆及各种附加产品，如机顶盒或数字媒体播放器。

连接到这些插孔的产品可以登记在 信号源 菜单中。更多信息，请参阅 设置已连接产品 章节。

根据您连接到第 代 的产品类型，需要使用不同的电缆，并可能会用到适配

器。您可以从 零售商处购买电缆和适配器。

扬声器

使用 扬声器。线缆可从 零售商处购得。

您可以无线连接八个扬声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声音设置 章节。

为获得最好的无线连接效果，我们建议您将所有无线扬声器摆放在距发射器约 米（ 英尺）的

距离范围内。

请勿在第 代 或无线扬声器前放置任何障碍物，否则可能会干扰无线连接。无

线扬声器应被放置在一个房间内，并且应处在电视的可见范围内。有关扬声器是否可以无线连接的信

息，请参阅扬声器的指南。

带 输出的产品

带有 输出的产品（例如机顶盒）可以和电视机上任何可用的 插孔连接。更多有关如

何设置已连接产品的信息，请参阅 设置已连接的产品 章节。

可以在 上选择已配置的信号源。

所连接产品可以用自带的遥控器进行操作，也可以下载外围设备控制器 表以便使用

遥控器。更多信息，请参阅 服务和软件更新 章节。

连接面板

对于永久连接到连接面板的产品，您可以针对每个信号源按下中心按钮并在 信号源 菜单中注册。有

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设置所连接的产品 章节。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1199993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1199993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1199853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1199993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1199993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5678513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1199993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1199993


 

 

建议您将电视与互联网连接，以便使用智能电视功能，接受软件更新并下载外围设备控制器

表。有了 表，就可以使用 遥控器对所连接的非 产品进行

操作。

将电视机连接面板上的主电源插孔 ͠ 连接到墙面插座。

所提供的插头和电源线是专为本产品而设计。请勿更换插头，如果电源线受损，您必须从您的

零售商处购买新的电源线。

͠ 主电源

连接到主电源。

 

连接面板

 

用于连接电动脚架或墙托架。关于校准地面脚架或壁挂式托架的信息，请参阅文章《脚架设置》

。

用于将 控制信号发送到已连接至 插孔的外部产品。让您可以使用 遥

控器控制非 产品。

只用于校准麦克风的连接，能够自动校准已连接的扬声器。

用于在环绕声中的外置扬声器连接。更多信息，请参阅 连接产品 章节。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5533594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5533594


 

 

左右线路输入 光学输入。

（以太网）

用于连接到网络。用于访问互联网、智能电视、软件更新和 下载。

确保产品和路由器之间的线缆没有露出建筑物外，以避免接触到高压线。

强烈建议您将电视机设为自动更新系统软件，请参阅 服务和软件更新 章节。

服务

用于服务。

高清多媒体界面可以让您连接许多不同的信号源，如机顶盒、多媒体播放器、 播放器或

。要用 遥控器操作非 产品，并获得最佳的音质，建议将产品

连接到 上的 插孔。

音频模式

您的第 代 也是您的音乐系统，在音频模式下可以提供出色的音质和出众的音

乐流式传输功能。

在 音频 模式中，电视机屏幕变为黑色、停留在靠近地面的位置，并且被部分扬声器遮挡。

前面的白色 已点亮，表明电视已打开。

音频模式通过 、 、 、 、 、 （音乐）、

、 、 、 信号源和 触发。

在此模式中，像电台和艺术家信息（元数据）等有用的内容都会显示在屏幕顶部。

在屏幕中提供信息的流式传输服务：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5678513


 

 

蓝牙

当通过蓝牙进行流式传输时，不会显示封面图片。

注意：

内置 信号源将显示元数据信息。

内置 信号源不会显示元数据信息

如果元数据在屏幕上显示 分钟内没有与使用者进行任何交互，则将启动黑屏保护程序。进行手动操

作（如更改曲目 电台、调节音量、播放 停止等）可取消屏幕保护。

当电视处于音频模式时，请使用 电视应用激活 菜单。

按 然后 或 以在 显示屏中查找 电视应用，并按下中心按钮。



 

 

配对、网络状态和恢复出厂设置

在电视机背后，您可以找到一个配对和恢复出厂设置的按钮。

 

 

当您按住位于右扬声器盒背面的底部的 按钮 秒时，可以打开电视机，以配对遥控器。

要取消配对模式，请再次按下按钮。

按钮供维修时使用。只有 将重置为出厂设置。此操作将移除对此

设备做出的所有设置，并返回至默认出厂设置。这包括任何无线连接，如无线网络和遥控器配对。

您的第 代 会自动切换到待机状态，然后在完成出厂重置之后打开电源。



 

 

按钮下方的 指示灯显示配对状态和网络连接：

白色（长亮） 已连接到网络。

白色（脉冲） 引导

白色（闪烁） 出厂默认重置。

橙色（长亮） 已连接到无线网络，信号弱。

橙色（闪烁） 网络丢失、未找到或错误。

橙色（脉冲） 正在连接到无线网络。

红色（长亮，短暂） 配对不成功。再次尝试，如果问题依然存在，请联

系您的零售商。

红色（缓慢闪烁） 软件正在更新。

蓝色（长亮） 已设置无线网络，没有有线网络连接。

蓝色（长亮，短暂） 成功配对。

蓝色（闪烁） 第 代 已打开，准备进行配

对。

 

  



 

 

更多选项  

看电视

根据您的调谐器选项，观看模拟和数字地面、有线和卫星频道。查看节目信息并打开电视指南。如果

已连接格式正确的 或 ，请进行录制。要快速显示喜欢的信号源，您可以将其保存在

的 上。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 个性化电视体验 章节。

选择信号源

 按 ，然后 或 以在 显示屏中调出所需的信号源，并按中心按钮。

您可以在待机状态下使用 按钮直接设置要激活的视频源。如需更多信息，请

参阅 服务和软件更新 章节。

选择频道

 按 和 或使用数字按钮选择频道或

 按 以选择之前的频道。

调出并使用信号源的特定功能

 按 ，然后 或 以在 显示屏中切换信号源特定功能。

 突出显示所需的功能，按中心按钮。

即时录像

如果您按中心按钮并选择左上角的红色图标，或按 然后 或 以在 显示屏

中查找录制并按中心按钮，则可以录制正在观看的节目。

使用图文电视

如果您的节目供应商提供图文电视，您还可以调出所选频道的图文电视。

 按 ，然后 或 以在 显示屏中调出文本，并按中心按钮。

 按 或 在页面中上下移动。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5533294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5533294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5678513


 

 

 使用数字按钮输入页码。

 使用箭头按钮导航。

 按 即可退出图文电视。

节目信息

您可以调出当前节目相关的信息。您也可以更改音频和字幕语言，或通过 调出互动信息。

每当您更改频道或电台时，屏幕上将出现简单的信息显示。您也可以按 手动调出一个显示屏，

以查看节目信息。

部分市场可能无法购买 。

待机指示灯

位于第 代 底部中央的两个声音面板之间的待机指示灯将为您提供有关电视状

态的信息。

（白色常亮） 电视机已打开，但屏幕上没有图像。

（闪烁白色） 电视机已从电源断开并重新连接。

（缓慢闪烁红色） 请勿断开电视机电源。可能因为激活了新的软

件。

 

 



 

 

遥控设备

您不仅可以使用 遥控器，还可以使用 应用操作第 代

。

应用

当前的软件版本可能无法使用 应用操作第 代 。

您可以通过图示的二维码下载 ＆ 应用。

应用让您可以使用智能手机或 平板电脑操作第 代 ，

尤其适用于流媒体音乐。 您的第 代

和设备必须位于同一网络上。

应用支持最新 版或

（版本 或更高版本）的智能手机和 版平板电脑（最新的 版本）。

应用可以控制您的第 代 。但是，它不支持所有

功能。

请注意，必须使用 执行首次设置。

个性化电视体验

您可以使用 个性化定制您的 。您可以保存当前观看和聆听体验的 快

照 ，从而个性化该体验，只需按一下按钮即可快速恢复。快照可包含为所选信号源所进行的设置内

容，例如，支架位置、声音模式和扬声器群组。您也可以简单地使用它通过 激活特定的

信号源。



 

 

有关如何通过电视或音乐按钮直接从待机状态激活信号源的信息，请参阅 服务与软件更新 章节。

保存快照

您可以保存快照，这些快照可以由 激活。必须打开电视并选择信号源。

 按住其中一个 ，以显示可包含在快照中的项目列表。

 突出显示不同的项目，按中心按钮即可启用或禁用这些项目。

 突出显示 保存 ，按中心按钮即可保存设置。

如果要从按钮中移除快照，可以选择 清除 或取消选中所有项。

如果保存某一快照所用的按钮已用于保存另一快照，则新快照将替换已有快照。

使用快照

在观看电视时使用所需的快照。

 按下目标快照的专用按钮。

在激活保存的快照时，所有设置均为临时设置，且在您调整设置、选择另一信号源或将电视机切换为

待机模式之前一直保持有效。

如果保存为快照的项目不再可用，该快照仍将激活，但播放项将遵循所选信号源的正常信号源功能。

使用扬声器组和声音模式

您可以通过添加 扩音器和低音炮将第 代 扩展为环绕声系统。

当您打开信号源时，第 代 会自动为您正在使用的信号源选择合适的声音模

式。但是，您可以随时选择其他声音模式。此外，当您打开第 代 时，会自动

选择启动扬声器群组。但是，如果您想要听音乐而不必坐在第 代 前面，例

如，当您坐在餐桌旁或扶手椅上时，您可以随时选择另一个激活的扬声器群组。您可以调整声音模式

的设置并设置扬声器群组。有关声音模式和扬声器群组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声音设置 章节。

当您配置信号源时，可以设置每次打开该信号源时将自动选择的声音模式。有关预设选择的信息，您

可以阅读 声音设置 章节中有关扬声器群组的内容。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5678513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1199853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1199853


 

 

选择声音模式

您可以根据所使用信号源来选择合适的声音模式。

 按 ，然后 或 以在 显示屏中调出 声音 ，并按中心按钮。

 按 或 以突出显示您想要的声音模式，并按下中心按钮。

 按 以从显示屏中移除 声音 。

选择扬声器群组

选择适合您的收听位置的扬声器群组。

 按 ，然后 或 以在 显示屏中调出 扬声器 ，并按中心按钮。

 按 或 以突出显示您想要的扬声器组并按下中心按钮。所选择的扬声器会自动切换。

 按 以从显示屏中移除 扬声器 。

连接产品

连接其他产品，如 信号源、扬声器或计算机。在主页菜单中选择的 设备连接器 中，您可以查

看已连接产品的列表。

信号源

连接外部 信号源，例如机顶盒、电脑或游戏控制台。与电视机连接的所有产品都可以进行配

置。更多信息，请参阅 设置已连接产品 章节。

根据与电视机连接的产品，可能需要使用不同的线缆或适配器。如果您有一种以需要 插孔的产

品，则需要另外购买一根 线缆。可以从 零售商处获得线缆和适配器。

连接 信号源

 将线缆与数字产品上的相应插孔连接。

 将电缆连接到 的 插座。建议使用 插座之一，以便使用

＆ 遥控器操作信号源。

 如要用 遥控器操作数字产品，请将红外线发射器与一个 插孔连接，

并将其安装在数字产品的红外线接收器上。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红外线发射器 章节中有关

红外线发射器的内容。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1199993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1199993


 

 

 打开数字产品以激活设备设置向导。

 按照屏幕说明配置信号源。

连接摄像头

 将线缆与摄像头中的相应插孔连接。

 将电缆连接到电视屏幕上的 插座。

 按照屏幕说明配置信号源。

电脑

 使用适当类型的电缆，将一端连接到计算机上的 输出插座，另一端连接到

上 的插座。

 按照屏幕说明配置信号源。

蓝牙源

您可以使用蓝牙从任何音乐源流式传输或直接从手持设备流式传输。通过蓝牙将设备连接到电视，请

参阅 说明。

模拟音频信号源

您可以连接一个模拟音频源。要配置连接到第 代 的产品，请参阅 设置已连接

产品 章节。

连接其他产品之前应断开所有系统的电源。

 将线缆连接到您想要连接的产品中相应的插孔。

 将线缆与电视机上的 插孔连接。

 重新连接电视机和所有连接产品的电源。

需要使用不同的适配器和线缆。可以从 零售商处获得线缆和适配器。

红外线发射器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1199993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1199993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1199993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1199993


 

 

要使用 操作非 产品，请在非 产品上安装

红外线发射器，然后将其连接到连接面板上标有 的其中一个插座。将发射器

安装在连接产品上的红外线接收器附近，以确保遥控操作。在永久连接发射器之前，请检查您是否可

以使用 在电视屏幕上操作产品菜单。

当您为 电视应用中 声音和 下的 信号源 菜单中所选择的 插孔设

置发射器，可以对红外线发射器进行设置。

但是，如果需要其他设置，则可以手动设置该插孔。

若需要更多 线缆，请联系 零售商。

如需了解机顶盒外围设备控制器 下载的相关信息，请参阅 设置连接的产品 章节。

扬声器

您可以通过 线缆，将最多八台有线扬声器和超重低音扬声器与电视机连接。

此外，可以无线方式连接最多八台扬声器，包括超重低音扬声器。关于无线扬声器设置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 声音设置 章节。

连接其他产品之前应断开所有系统的电源。

根据与电视连接的扬声器类型，需要使用不同的线缆或适配器。可以从 零售商处

获得线缆和适配器。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1199993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1199993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1199853


 

 

图例显示了一个带两个前置扬声器、两个菊花链后置扬声器和一个超重低音扬声器的扬声器设置示

例。

连接扬声器

 将 电缆与您希望连接至 的扬声器上的相应插座相连。

 将线缆插入电视机中标记为 的可用插孔中。

 将 线缆与超重低音扬声器上的相应插孔连接。

 将线缆插入电视机中标记为 的可用插孔中。

 重新连接电视机和所有连接扬声器的电源。

请记住在扬声器的左右位置设置开关，具体取决于扬声器位于听音位的左侧还是右侧。

如果您想将两个扬声器连接到 上的一个 插孔，并且无法在扬声器之间布线，则需

要额外的分离器，请联系 零售商以获取更多信息。

操作已连接的产品。



 

 

内置的外围装置控制器 是已连接视频产品（例如机顶盒、录像机或蓝光播放器）与

遥控器之间的翻译器。

下载外围设备控制器 表，使用 遥控器来操控非 产品提供

的功能。有关如何下载 表的信息，请参阅 服务和软件更新 章节。

若需了解有关产品提供的各种功能的说明，请参阅产品自带指南。

当连接非 产品时，可能无法使用第 代 的某些功能。

并不支持所有连接的视频产品。有关支持的产品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

零售商。

使用 操作其他产品

当您打开产品时，可通过 直接获得某些功能。通过遥控器显示屏中的 按钮

即可使用附加功能。

 按 以在 显示屏中显示信号源，然后 或 或突出显示为已连接产品

配置的信号源名称，例如 。

 按中心按钮将其打开。

 按 调出与功能相关的信号源列表。

 按 或 ，然后按中心按钮激活您需要的功能。

要快速显示喜欢的信号源，您可以将信号源保存在 上的一个 中。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 个性化电视体验 章节。

音乐和视频服务

如果您需要订阅，并且想要欣赏每个场景的音乐，请访问内置于 的音频源：

和 。

要使用音乐或视频服务，必须将第 代 连接到互联网。有关网络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 网络设置 章节。

请注意，所有 信号源都会自动显示在电视列表下。

并非所有服务在每个市场上都有销售。

提供音乐服务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5678513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5533294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5533294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1041954


 

 

启动并激活服务以收听您选择的音乐。这些服务可通过遥控器或主页菜单中的应用获得。

 按 ，并使用箭头按钮突出显示现有的服务为应用，然后按中心按钮，或

 按 在 显示屏中弹出信号源以及 或 突出显示您要激活的服务

专用的信号源名称，然后按中心按钮。

 如果需要，请输入相关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启动视频服务

启动并激活服务以观看您选择的视频。这些服务可通过遥控器或主页菜单中的应用获得。

 按 ，并使用箭头按钮突出显示现有的服务为应用，然后按中心按钮，或

 按 在 显示屏中显示信号源以及 或 突出显示您要激活的服务专

用的信号源名称，然后按中心按钮。

 如果需要，请输入相关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清洁等常规维护工作由用户负责。

屏幕

用柔软 干燥的布轻轻擦拭屏幕。确保使用足够的水或清洁液擦拭屏幕，不留下条纹或痕迹。请勿将

水或清洁剂直接喷洒在电视屏幕上。

有关维护屏幕的完整说明，请访问 网站：

 选择国家 地区

 选择 主页 支持 下载 手册

 输入型号

 然后您会得到 屏幕的指南。

机柜与遥控器

用一块干软布抹掉表面的尘埃。如需清除印迹或污渍，使用柔软的湿布和含温和清洁剂（如洗涤液）

的水溶液即可。

扬声器封盖

进行清理时，建议取下扬声器封盖。在侧面和底部撑住扬声器封盖，小心将其取下。

木制扬声器盖

使用带有柔软刷毛的刷子清除凹槽中的灰尘。不要用布。请注意，木材对震动、碰撞和高湿度比较敏

感。

 

https://www.lg.com/common/index.jsp


 

 

进行设置  

设置已连接产品

如果将其他视频产品连接到声音中心，则可以在 信号源 菜单中设置产品。

当您打开第 代 并将其他产品连接到 插孔时，电视将检测到未配置的

信号源。屏幕上会显示一条消息，您可以按照屏幕上的说明配置信号源。

注册连接到电视的产品可让您使用 进行操作。但是，为此，您必须使用 声音 中

心背面的其中一个 插孔与 插孔和红外线发射器组合使用。

信号源具有默认设置，例如适合大多数场景的声音模式和扬声器群组，但您可以根据需要更改这些设

置。

 按 显示 菜单。

 使用箭头按钮选择 电视应用，并按中心按钮。

 按 或 选择 声音和 ，并按中心按钮。

 按 或 选择信号源并按 按钮。

 按 或 选择信号源并按中心按钮。

 根据屏幕说明进行操作。

您可以为需要出现在信号源清单中的信号源命名，只需选择名称，按下中心按钮并遵照屏幕上的说明

操作。

此更改也会反映在您的 显示屏上。

在设备设置菜单中，将连接的产品设置为外围设备控制器 表和 插座，并选择是否要将

产品自动切换到待机状态。

外围设备控制器使您可以使用 遥控器操作连接的非 产品。第

代 内置的外围设备控制器将来自遥控器的信号 转换 为连接产品能够识别的信



 

 

号。要使 转换 正确进行，必须将相应的 表下载到您的第 代

中。

您可以在选择信号源时设置激活扬声器群组。有关声音模式和扬声器群组的信息，请参阅 声音设置

章节。

使用 和 按钮在 显示器上显示信号源。

在 列表菜单中，您可以选择要在此 上显示哪个列表（ 、

、两者或都不要）。

注意：如果您在 中安装应用，它将自动显示在电视列表中。

您还可以启用或禁用设备的 。不同的供应商通过 执行自身的控制活动。如果

您通过 控制来控制此设备，我们建议您禁用。

声音设置

将 扬声器和低音炮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添加到第 代 中，您就可以

拥有一个可轻松放入客厅的环绕声系统。您可以在扬声器范围内获得最佳的声音体验。

当其他扬声器连接到 时，会自动检测有线扬声器。必须首先扫描无线扬声器，以便

对其进行检测。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1199853-Sound-settings


 

 

要扫描无线扬声器，请按 ，选择 电视应用，然后选择扫描无线扬声器并按照屏

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屏幕上会显示一条消息，您可以按照屏幕上的说明配置扬声器。您还可以创建扬声器群组，以自定义

除第 代 前面的收听位置以外的扬声器设置，例如，在餐桌或扶手椅上。

 按 显示 菜单。

 使用箭头按钮选择 电视应用并按中心按钮。

 按 或 选择 并按 按钮。

 按 或 以选择声音，并按 按钮。

 按 或 以选择一个扬声器群组，然后按中心按钮。

 根据屏幕说明进行操作。

声音的出厂设置是中性值，适合大部分节目类型。但是，如果您愿意，可以按照个人喜好加以调节。

调节诸如音量、低音和高音等声音设置，并对有线扬声器开启节电模式。您还可以查找关于所选声音

设置的信息，将声音设置重置为默认值。在 声音 菜单中，您也可以找到 扬声器连接 菜单，用于设

置有线和无线扬声器。

有关扬声器群组日常使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扬声器群组和声音模式 章节。

您的内容提供商可能已禁止向扬声器传输数字无线声音。这时您就必须使用有线 连接扬

声器进行代替。

有关声道设置的高级信息，请查看 网站中的《技术声道指南》，网址为

声音模式

第 代 有几种声音模式，针对不同类型的节目和信号源进行了优化。

声音模式由声音工程师设计，适用于各种环境。但是，如果您喜欢，也可以在声音模式菜单中按照自

己的个人喜好对声音模式中的值进行调整。声音模式有预设的名称。例如，在观看蓝光播放器播放的

影片时使用电影模式，或者在使用游戏控制台时使用游戏模式来增强声音。如果您希望对新的使用和

设置类型进行定义，可以设置为自定义声音模式。

如果您希望重置声音模式为默认值，必须在特定声音模式的设置菜单中选择 ，并确认您想要

重新设置该值。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5533374
http://www.bang-olufsen.com/guides


 

 

在 列表菜单中找到 声音 并按中心按钮之后， 显示屏上即会显

示声音模式列表。您可以从此处选择所需的声音模式。

有关选择来源的特定声音模式的信息，请参阅文章 设置已连接的产品 章节。

扬声器群组

在扬声器群组菜单中，您可以为不同的收听位置或扩音器组合设置不同的扬声器群组。这意味着您可

以在不同的场景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扬声器。

在图例的场景 中，当您在沙发上看电视时，可以将顶部的右侧扬声器设为右侧前置扬声器，在场景

中，当您坐在扶手椅上听音乐时，该扬声器可用作右侧环绕扬声器。同一扬声器在不同的扬声器群

组中有不同的作用，在某些扬声器群组中，可能不包含该扬声器。

对于每个群组，您必须为扬声器分配角色，设置扬声器与听音位之间的距离并校准扬声器级别。可以

通过扬声器群组菜单手动设置每个扬声器群组的距离和扬声器级别。

您可以从主页访问扬声器群组配置菜单，方式如下：按 并选择 电视应用，然后

选择扬声器群组配置。按照屏幕上的说明创建或编辑扬声器群组。如需进行更高级的扬声器群组设

置，按 并依次选择 电视应用、声音和 以及声音，然后设置扬声器群

组。

您可以命名扬声器群组或删除您不想保留的群组。启动扬声器群组具有预定义的名称，当您坐在第

代 前面时可以设置该群组。

• 要调出扬声器群组的设置，请突出显示该群组，并按中心按钮。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1199993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360021199993


 

 

• 要创建一个新的扬声器群组，突出显示 并按下中心按钮。新群组的设置取决于当前正

在播放的扬声器群组。您可以将这些设置更改为您喜欢的设置。

• 要重新命名扬声器群组，请调出群组，突出显示名称，按中心按钮，并遵循屏幕上的说明操

作。

• 要删除扬声器群组，请调出群组，突出显示删除，按中心按钮，并遵循屏幕上的说明操作。

• 要激活扬声器群组，请按遥控器上的 ，选择扬声器，然后选择所需的群组。

您不能重命名或删除启动扬声器群组。

某些高级 扬声器支持预设参数的选择。 预设参数编号 可以在扬声器应用程序中找

到。您可以确定，选择扬声器群组时，应该激活哪些预设参数。

扬声器功能

为已连接的扬声器分配任务，从而可以指定环绕声系统内的扬声器功能和待使用扬声器的数量。使用

箭头按钮选择每个已连接的扬声器，突出显示扬声器角色，然后按中心按钮。当您在扬声器之间切换

时，会听到一个声音，该声音指示要设置的扬声器。

图解 视图的示例：

扬声器 左前

扬声器 低音炮

扬声器 中前



 

 

扬声器 右前

扬声器 右环绕

扬声器 右后

扬声器 左后

扬声器 左环绕

音量

调整第 代 的音量。

您在此处设置的音量级别是每次打开时第 代 的开始音量级别，无论您关闭时

的音量级别如何。

您还可以在这里设置正常使用中允许的最高音量级别。这可用于限制第 代 的

最大输出。

低音和高音

在低音和高音菜单中，调低或调高低音量级和高音量级。

激活响度

在低音量下播放时，人耳对低频声音较不敏感。换句话说，当您降低音量时，可以听到的低音更少。

响度功能消除了这种效应。

当您降低音量时，低音和高音音量会自动提高，以补偿在外部频率波段中降低的感知度。

节电模式

在节电模式菜单中对声音进行节能设置。

如果启用节电模式，第 代 开启时未接收信号的扬声器将自动关闭。当无线扬

声器未接收到来自第 代 的信号时将会关闭。

扬声器连接



 

 

设置有线或无线扬声器。

有线扬声器

在设置有线扬声器时，必须在扬声器连接菜单中选择已连接到各 插孔的扬声器。

如果带连接扬声器的所有电源链接插孔未显示在扬声器连接菜单中，您可以选择显示所有，并按中

心按钮以显示所有的电源链接插孔。

注意！如果您选择 作为扬声器连接列表中的扬声器类型，音量会很大，且您无法使用

调整音量。您必须使用产品自带的遥控器。例如， 用于非

扩音器。

无线扬声器

如果您的设置中有无线扬声器，第 代 会自动扫描无线扬声器，并在首次设置

时将检测到的扬声器与无线 通道相关联。然而，您也可以扫描无线扬声器并将

的无线 通道与检测到的扬声器手动关联，方法是：按下 ， 选择设

置，然后扫描无线扬声器并遵照屏幕上的说明操作。

如果您按 ，依次选择 电视应用以及声音和 、声音和扬声器连接，则

也可以访问这个功能。

扫描并连接无线扬声器

 在扬声器连接菜单中，选择重新扫描并按下中心按钮以重新扫描。

 扫描完成后，按中心按钮将检测到的扬声器与第 代 关联。

断开扬声器与第 代 的连接

 按 或 以在扬声器连接菜单中选择无线扬声器并按中心按钮。

 按 或 以选择断开，并按中心按钮。

如果扬声器连接菜单中缺少扬声器的状态，则该扬声器已与无线信道相关联，并可能再次自动检测到

该扬声器。



 

 

设置有线和无线扬声器

 在扬声器连接菜单中，按下 或 以选择 插孔或无线 频道并按中心按钮，然后遵循

屏幕上的说明操作。

如果您将其他扬声器连接到电视，记得添加扬声器到您的扬声器群组。

脚架设置

如果电视机配备有其他电动落地脚架或壁挂式托架，您可以使用遥控器旋转。

而且，您可以设置电视机以自动转向，打开时，电视将朝向您最喜欢的观看位置。它可在收听已连接

的收音机等设备时转向另一个位置，并在关机之后转到待机位置。您也可以为其他收听或收看位置设

置其他的脚架位置。

 按 显示 菜单。

 使用箭头按钮选择 电视应用并按中心按钮。

 按 或 选择 并按 按钮。

 按 或 选择脚架并按 按钮。

 按 或 选择菜单项目，并按 按钮。

 根据屏幕说明进行操作。

开辟脚架位置

如果您的电视机配置了电动落地脚架或壁挂式托架，请选择一个启动位置和一个待机位置。您也可以

预设自己选择的脚架位置，例如当您坐在扶手椅中看书时或者坐在餐桌前时。调出脚架位置菜单以创

建或删除脚架位置。调出脚架位置以重命名。

您不能重命名或删除启动和待机脚架位置。

调整脚架

在 首次设置 时，如果您的设置包含了电动落地脚架，屏幕会提醒您校准电动移动位置。对于落地脚

架，需要输入脚架至墙壁的距离，并遵循屏幕指示进行操作。只有完成校准过程后，电视机的电动脚

架移动才能正常运作。如果随后将电视摆放在其他位置，例如某个角落，则需要重新对电动脚架的移

动进行校准。有关移动电视机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文章 设置您的电视机 。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208674809-Set-up-your-television
https://support.bang-olufsen.com/hc/en-us/articles/208674809-Set-up-your-television


 

 

根据您的设置，可以调出脚架调节菜单，以调节脚架位置或墙托架位置。

安装带自动落地脚架的电视机

 在脚架调节菜单中，使用 和 通过落地脚架的管子转动电视机，使用 和 通过落地脚架

的基座转动电视机。电视机必须与背后的墙壁保持平行。

 按 按钮进入下一步。

 使用数字按钮或按中心按钮以激活脚架和壁挂式托滑条之间的距离，使用 、 并按中心按

钮。

 选择 并按 按钮以保存设置。

如果您刚刚移动了电视机，还会让您设置新的脚架位置。

使用自动壁挂式托架设置电视机

在脚架调节菜单中，按 或 ，然后按中心按钮选择壁挂式托架放在电视机左侧还是右侧。



 

 

搬运脚架

如要将您的电视机和落地脚架搬运到其他位置，必须请合格的人员来完成。您必须激活搬运模式。这

可确保当您再次打开电视机时显示校准菜单，以便您能再次确定电视机与墙壁之间的距离。当您激活

搬运模式时，将删除所有已保存的脚架位置。

警告！只要电视机放置在落地脚架上，就不得升高或以其它物理方式移动电视机。这样可能会导致电

视机屏幕破裂。详情请与您的零售商联系。

 突出显示脚架搬运时，按 按钮以激活搬运模式。突出显示 并按 按钮确

认。如果您不想要激活搬运模式，请选择取消。

移动脚架后，您必须再次校准脚架和设置脚架位置。

网络设置

您可以使用有线或无线连接将第 代 设置为连接网络。为了获得最可靠的网络

连接， 建议进行有线连接。 还建议您使用单独的路由器和接入点

路由器 以确保最可靠的数字文件回放。

在某些国家或地区，不能设置无线连接，只能使用有线连接。

有线连接

 将 线缆连接到 。第 代 现已连接到网络。

当您进行有线连接时， 无线网络设置 菜单无法使用。

无线连接

 按 显示 菜单。

 使用箭头按钮选择 电视应用，并按中心按钮。

 按 或 选择 声音和 ，并按中心按钮。

 按 或 选择 服务 并按中心按钮。

 按 或 选择 无线网络设置 并按中心按钮。

 根据屏幕说明进行操作。



 

 

设备和软件更新

在 服务 菜单中，您可以更新软件、连接到无线网络并与另一个遥控器进行配对。也可以进行更高级

的服务设置，即将 重置为默认出厂设置，但请注意 高级 菜单主要用于安装程序和服

务。

如果在系统中设置了第 代 ，则必须启用 自动系统更新 ，以确保系统中的所有

产品都保持为最新版并能够进行通信。

您随时可以查找软件信息并手动更新电视软件。

 按 显示 菜单。

 使用箭头按钮选择 电视应用，并按中心按钮。

 按 或 选择 声音和 ，并按中心按钮。

 按 或 选择 服务 并按 按钮。

 按 或 选择菜单项目，并按 按钮。

 根据屏幕说明进行操作。

更新软件

要 软件更新 菜单中下载可用的软件更新，必须将第 代 连接到互联网。建议

您将第 代 设置为自动更新软件。

联系您的零售商了解关于软件更新的更多信息。

检查更新

选择 检查更新 并按中心按钮，第 代 应检查新的软件。如果有任何更新，按

中心按钮开始更新并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当第 代 使用新软件进行更新时，待机指示灯闪烁红色，第 代

应保持与主电源连接。

更新完成后，屏幕右上角会显示一条简短的通知。

要查看发行说明



 

 

 按 显示 菜单。

 使用箭头按钮选择 电视应用并按中心按钮。

 按 或 选择 声音和 ，并按中心按钮。

 按 或 选择 服务 并按 按钮。

 按 或 选择 软件更新 并选择 发行说明 ，然后按中心按钮。

系统自动更新

如果您的系统设有多个 产品，则检查更新后会更新整个系统。您应在电视菜单中

启用自动软件更新功能。系统将定期自动下载所有 产品的可用软件更新。

您只能对整个系统（而非单个产品）激活或禁用 自动系统更新 。

遥控器配对

在 遥控器配对 菜单中，您可以将另一个 与您的第 代 配

对。

 在 遥控器配对 菜单中，按 配对 。

 如开启遥控器的配对选项，即开始进行配对。

取消对遥控配对

 在 遥控器配对 菜单中，突出显示您想要取消配对的设备并按中心按钮。

 突出显示 删除 并按中心按钮。

从待机状态激活特定信号源

按下 或 按钮时选择启动的特定信号源，分别可将电视从待机状态打开电视。

设置无线网络

在 无线网络设置 菜单中，您可以搜索第 代 并将其连接到无线网络



 

 

使用数据 隐私和条款

为帮助我们改进产品和服务及扩大范围，我们可能会请求从您的产品获取有关其性能和使用模式的信

息。该信息将始终仅以匿名方式提供。您可以在任何时候启用或禁用《使用数据 隐私和条款》中的

这项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