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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件功能

注： 您的笔记本计算机所附带的 新遥控器与本指南中所描述的功能可能有所不同。要获取 新的指
南，请转到 http://www.hp.com 上适用于您笔记本计算机的产品支持页面。

遥控器上的红外镜头为遥控器与笔记本计算机提供了通信链路。该链路要求遥控器上的红外镜头与笔记
本计算机上的红外镜头之间连成一条直线。

请注意以下事项：

● 此遥控器在 Windows® 操作系统和 QuickPlay（仅限某些机型）上使用。按钮的功能因活动程序而
异。

注： 有关使用 QuickPlay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QuickPlay 软件的帮助。

● 有些遥控器按钮执行的功能和笔记本计算机按钮的功能相同。例如，遥控器上的电源按钮和笔记本
计算机上的电源按钮功能相同，可以交替使用。

● 某些遥控器按钮可以执行与笔记本计算机上的热键相同的功能。有关受支持热键的信息，请参阅
《指点设备和键盘》用户指南。

要访问该用户指南，请选择 Start（开始）> Help and Support（帮助和支持）> User Guides
（用户指南）。

● 其它遥控器按钮的功能则是笔记本计算机的按钮或预设热键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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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钮速查表

本节介绍有关遥控器的按钮功能。

注： 按钮的位置因遥控器型号而异。

按钮 在 Windows 中的功能 在 QuickPlay 中的功能（仅限某些机型）

电源 ● 当笔记本计算机关闭时，按下此按钮可启动

Windows。

● 当笔记本计算机开启时，按下此按钮相当于按

下笔记本计算机的电源按钮。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笔记本计算机用户指南。

● 当笔记本计算机处于睡眠模式时，按一下此按

钮即可退出睡眠模式。

● 当笔记本计算机处于休眠模式时，按一下此按

钮即可退出休眠模式。

按下此按钮可关闭笔记本计算机。

DVD 按下此按钮可启动 QuickPlay 程序的 DVD 播放功能

（仅限某些机型）。

注： 如果笔记本计算机设置为需要登录密码，可

能会要求您登录到 Windows。QuickPlay 或 DVD
Play 将在您登录后启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QuickPlay 或 DVD Play 软件的帮助。

● 正在播放 DVD 时，按下此按钮可打开 DVD 光
盘菜单。

● 未在播放 DVD 时，按下此按钮可打开

QuickPlay DVD 播放器。

介质 对于预装 QuickPlay 的机型，按下此按钮可启动

QuickPlay 程序；对于预装 DVD Play 的机型，按下

此按钮可启动 DVD Play 程序。

注： 如果笔记本计算机设置为需要登录密码，可

能会要求您登录到 Windows。QuickPlay 或 DVD
Play 将在您登录后启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QuickPlay 或 DVD Play 软件的帮助。

按下此按钮可打开 QuickPlay 菜单。

切换屏幕 按下此按钮可在笔记本计算机显示屏和外接显示器

之间切换显示计算机屏幕图像。

按下此按钮可在笔记本计算机显示屏和外接显示器

之间切换显示计算机屏幕图像。

Windows Media
Center（Windows
媒体中心）

如果笔记本计算机使用 Windows Vista® Premium
或 Windows Vista Ultimate，则按下此按钮可打开

Media Center（媒体中心）主菜单。Windows
Media Center（Windows 媒体中心）按钮在其它操

作系统中无此功能。

注： 请参阅笔记本计算机底部的标签，以确定操

作系统。

如果笔记本计算机使用 Windows Vista Premium 或
Windows Vista Ultimate 系统，则按下此按钮可打

开 Media Center（媒体中心）主菜单。Windows
Media Center（Windows 媒体中心）按钮在其它操

作系统中不起作用。

注： 请参阅笔记本计算机底部的标签，以确定操

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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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 在 Windows 中的功能 在 QuickPlay 中的功能（仅限某些机型）

声道/page up ● 按下此按钮相当于按下键盘上的 pg up 键。

● 按下此按钮可按升序更改信道。

● 按下此按钮相当于按下键盘上的 pg up 键。

● 按下此按钮可按升序更改信道。

停止 按下此按钮可停止当前介质活动，如播放或快退等。 按下此按钮可停止当前介质活动，如播放或快退等。

快退 按下此按钮可让选定介质快退。 按下此按钮可让选定介质快退。

播放/暂停 ● 未播放介质时，按下此按钮可播放介质。

● 正在播放介质时，按下此按钮可暂停播放介质。

● 未播放介质时，按下此按钮可播放介质。

● 正在播放介质时，按下此按钮可暂停播放介质。

快进 按下此按钮可让选定介质快进。 按下此按钮可让选定介质快进。

声道/page down ● 按下此按钮相当于按下键盘上的 pg dn 键。

● 按下此按钮可按降序更改信道。

● 按下此按钮相当于按下键盘上的 pg dn 键。

● 按下此按钮可按降序更改信道。

上一个 按下此按钮可转到上一个曲目或章节。 按下此按钮可转到上一个曲目或章节。

向上 浏览。按下此按钮可向上滚动。 浏览。按下此按钮可向上滚动。

下一个 按下此按钮可转到下一个曲目或章节。 按下此按钮可转到下一个曲目或章节。

向左 浏览。按下此按钮可向左滚动。 浏览。按下此按钮可向左滚动。

确定 浏览。按下此按钮可选择屏幕上的某一项。 浏览。按下此按钮可选择屏幕上的某一项。

向右 浏览。按下此按钮可向右滚动。 浏览。按下此按钮可向右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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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 在 Windows 中的功能 在 QuickPlay 中的功能（仅限某些机型）

后退 按下此按钮可模拟活动程序中退格键命令的“返

回”功能。
● 在音乐模式下，按下此按钮可显示 My Music

（我的音乐）窗口中的上一级目录。

● 在 DVD 模式中，此按钮处于非活动状态。

向下 浏览。按下此按钮可向下滚动。 浏览。按下此按钮可向下滚动。

信息 按下此按钮可显示系统信息。 按下此按钮可显示 QuickPlay 程序的信息和设置。

减小音量 按下此按钮可减小系统音量。 按下此按钮可减小系统音量。

静音 ● 按下此按钮可启用系统静音。

● 系统静音时，按下此按钮可恢复系统音量。

● 按下此按钮可启用系统静音。

● 系统静音时，按下此按钮可恢复系统音量。

增大音量 按下此按钮可增大系统音量。 按下此按钮可增大系统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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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插入电池

警告！ 为减少安全隐患，在此款笔记本计算机上只能使用与其配套的电池、HP 提供的换用电池或从
HP 购买的兼容电池。

请按照用户指南光盘或 Help and Support（帮助和支持）中《管制、安全和环境通告》的说明处理废旧
电池。要查看这些通告，请选择 Start（开始）> Help and Support（帮助和支持）> User Guides
（用户指南）。

要将电池插入遥控器，请遵循以下操作说明：

1. 提起遥控器背面的电池盒盖 (1)，将其取下 (2)。

2. 让电池正面朝上，将它放入电池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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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电池盒盖 (2) 对准电池盒，然后向下按以关闭盒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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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故障排除

如果遥控器无法正常工作，可尝试以下解决方法：

● 请确保遥控器到笔记本计算机或对接设备选件的红外端口之间不存在可能阻挡光束的障碍物。

● 请确保您处在笔记本计算机或对接设备选件上红外端口的有效范围内。

● 请确保电池安装准确并且已充电。如有必要，更换电池。

● 请确保将遥控器与受支持的笔记本计算机或对接设备选件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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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符号/编号

“确定”按钮 3
“上一个”按钮 3
“下一个”按钮 3

A
按钮

DVD 2
Windows Media Center
（Windows 媒体中心） 2
播放/暂停 3
电源 2
后退 4
减小音量 4
介质 2
静音 4
快进 3
快退 3
切换屏幕 2
确定 3
上一个 3
声道/page down 3
声道/page up 3
速查表 2
停止 3
下一个 3
向上 3
向下 4
向右 3
向左 3
信息 4
增大音量 4

B
播放/暂停按钮 3

C
插入电池 5

D
DVD 按钮 2
电池，插入 5
电源按钮 2

G
故障排除 7

H
红外镜头 1
后退按钮 4

J
减小音量按钮 4
介质按钮 2
静音按钮 4

K
快进按钮 3
快退按钮 3

Q
QuickPlay 1
切换屏幕按钮 2

S
声道/page down 按钮 3
声道/page up 按钮 3

T
停止按钮 3

W
Windows Media Center 按钮 2

X
向上按钮 3
向下按钮 4
向右按钮 3
向左按钮 3

信息按钮 4

Z
增大音量按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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