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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line® Gliding Window Panels

新款「PowerView™ Pebble
™遙控器」與「Surface遙控
器」結合美感設計與全新功
能，可精準操控亨特道格拉
斯窗飾。使用者能透過
PowerView™遙控器，自由
調節居家環境天然採光。本
說明書將引導您以正確的方
式執行兩種遙控器的設定及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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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
要
元
件

POWERVIEW™ PEBBLE™ 遙控器

經人因工程設計，手持式PowerView™ Pebble™遙控器有
七種顏色可供挑選，以方便搭配居家擺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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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VIEW™ SURFACE遙控器

重
要
元
件由於PowerView™ Surface遙控器為壁掛式裝置，使用者能

在上次放置遙控器的位置輕易找到遙控器。



遙控模組正面

右鍵
隨窗飾類型不同，
功能亦有差異

持續按壓後，
進入設定模式

隨窗飾類型不同，
功能亦有差異

左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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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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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模組 (底蓋移除圖)

電池盒 電池盒
3V CR 2032 3V CR 2032

重新設定鍵

重
要
元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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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作業



注意事項：使用者將窗飾加入群組後，才能使用PowerView™遙控器
操控窗飾。

10
前
置
作
業

前置作業

首先，請將背面電池盒兩片塑膠膜移除，以順利啟動遙控器。

接下來，請將遙控模組放入手持式PowerView Pebble™內。

1. 亨特道格拉斯商標轉正後，將遙控模組對準Pebble™圓形凹槽。

2. 將遙控模組突起的部分與Pebble™的凹槽相互對齊。

3. 將遙控模組輕壓入Pebble™內，直至完全密合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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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置
作
業

固定PowerView™ Surface遙控器

1. 找到可固定PowerView™ Surface遙控器的地方。

2. 將亨特道格拉斯商標轉至水平位置，並標記螺絲孔位置。

3. 若使用者想將PowerView™ Surface遙控器固定在石膏牆上，請先
使用7/32"鑽頭鑽出導孔，再將石膏牆鉚釘置入導孔內，直到鉚釘
法蘭盤與石膏牆密合為止。

4. 若使用者想將PowerView™ Surface遙控器固定於木牆上，請使用
3/32"鑽頭鑽出導孔。

5. 請利用公司所提供的螺絲，將PowerView™ Surface固定盤安裝於
牆上。

6. 再將PowerView™ Surface圓盤對準固定盤，依順時針方向轉入固
定盤凹槽內。

將遙控模組放入PowerView™ Surface固定盤：

1. 請將遙控模組突起的部分與PowerView™ Surface固定盤的凹槽互
相對齊。

2. 將遙控模組輕壓入PowerView™ Surface固定盤內，直至完全密合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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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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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定 每個遙控器上都有6個群組(GROUP 1-6)可供使用者進行設定，同一

個群組可涵蓋一座窗飾或多座窗飾；同理，同一座窗飾也可被設定
至一個群組或多個群組內。

1. 持續按壓▓暫停鍵(STOP)4秒鐘後，進入設定模式。當按鍵背光開
始閃爍時，即表示使用者已順利進入設定模式。

2. 選擇1個群組號碼(GROUP 1-6)後，持續按壓該群組號碼按鍵。當
按鍵背光開始閃爍時，即表示使用者已順利選擇該群組號碼。

3. 持續按壓窗簾軌道上的手動控制鍵。

4. 持續按壓手動控制鍵不放，並按下▲開啟鍵(OPEN)，此時窗飾會
稍微移動，表示使用者已順利將窗飾加入群組內。隨後，請放開
手動控制鍵。

5. 持續按壓▓暫停鍵(STOP)4秒鐘，離開設定模式。當按鍵背光停止
閃爍時，即表示使用者已順利離開設定模式。

注意：由於產品功能與操作方式皆有差異，建議使用者將同類型窗
飾設定於同一群組內，一旦使用者將一座窗飾設定於一個群組時，
該窗飾也會被加入PowerView™窗飾網絡，以順利連結窗飾與裝置。

將窗飾加入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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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窗飾從一個群組中移除

設
定

1. 持續按壓▓暫停鍵(STOP)4秒鐘後，進入設定模式。當按鍵背光開
始閃爍時，即表示使用者已順利進入設定模式。

2. 選擇1個群組號碼(GROUP 1-6)後，持續按壓該群組號碼按鍵。當
按鍵背光閃爍時，即表示使用者已順利選擇該群組號碼。

3. 持續按壓窗簾軌道上的手動控制鍵。

4. 持續按壓手動控制鍵不放，並按下▼關閉鍵(CLOSE)，此時窗飾會
稍微移動，表示使用者已順利將窗飾從群組中移除。隨後，請放
開手動控制鍵。

5. 持續按壓▓暫停鍵(STOP)4秒鐘，離開設定模式。當背光停止閃爍
時，即表示使用者已順利離開設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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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定 設定喜愛中置點

每一窗都有預設    最愛窗簾高度，約窗高50%為中置點。當使用者
設定新窗飾高度後，舊有的設定就會被新設定取代。

1. 將窗飾開啟或關閉至目標位置。

2. 持續按壓▓暫停鍵(STOP)4秒鐘後，進入設定模式。當按鍵背光開
始閃爍時，即表示使用者已順利進入設定模式。

3. 持續按壓窗簾軌道上的手動控制鍵。

4. 持續按壓手動控制鍵不放，並按下     FAVORITE，此時窗飾會稍
微移動，表示使用者已成功將窗飾高度加入最愛。隨後，請放開
手動控制鍵。

5. 持續按壓▓暫停鍵(STOP)4秒鐘，離開設定模式。當背光停止閃爍
時，即表示使用者已順利離開設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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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定欲新增的遙控器加入PowerView™窗飾網絡

請遵循下列步驟將PowerView™窗飾網絡ID由「原始遙控器」複製到
「新增遙控器」，所有室內遙控器都應加入同一個PowerView™窗飾
網絡，以順利安裝其他操控設備 (如：PowerView™ PV BOX 總控智
慧控制盒與PowerView™中繼器等)。所有連接相同網絡的遙控器都
能操控所設定窗飾。

1. 將「新遙控器」背蓋打開。

2. 持續按壓Reset鍵6秒後，GROUP鍵會自動閃爍兩次，隨後，請關
閉背蓋。

3. 持續按壓「原始遙控器」▓暫停鍵(STOP)4秒鐘後，進入設定模
式。當按鍵背光開始閃爍時，即表示使用者已順利進入設定模
式。

4. 持續按壓「新遙控器」▓暫停鍵(STOP)不放，並按下「原始遙控
器」▓暫停鍵(STOP)。

5. 「新遙控器」GROUP鍵會自動閃爍兩次，表示使用者已順利複製
窗飾網絡ID

6. 持續按壓▓暫停鍵(STOP)4秒鐘，離開設定模式。當背光停止閃爍
時，即表示使用者已順利離開設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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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定 建立拷貝遙控器

「拷貝遙控器」與「原始遙控器」能控制同一組窗飾與群組
(GROUP)。

1. 將「拷貝遙控器」背蓋打開。

2. 持續按壓RESET鍵6秒後，GROUP鍵會自動閃爍兩次，隨後，請關
閉背蓋。

3. 持續按壓「原始遙控器」▓暫停鍵(STOP)4秒鐘後，進入設定模
式。當背光按鍵閃爍時，即表示使用者已順利進入設定模式。

4. 持續按壓「拷貝遙控器」ALL鍵不放，並按下「原始遙控器」▓
暫停鍵(STOP)。

5. 「拷貝遙控器」GROUP鍵背光會自動閃爍兩次，表示使用者已順
利將所有「原始遙控器」資訊複製到「拷貝遙控器」上。

6. 持續按壓「原始遙控器」▓暫停鍵(STOP)4秒鐘，離開設定模式。
當背光停止閃爍時，即表示使用者已順利離開設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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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定重新設定窗飾群組

窗飾群組重新設定後，曾經儲存於遙控器內的窗飾群組設定都會自
動消除（包括群組指令也會自動消除），以避免使用者透過任何輸
入裝置操控窗飾活動。窗飾群組重新設定主要運用於安裝階段，能
有效修正群組與網絡指令，且不會影響流量限額。

1. 持續按壓手動控制鍵12秒。6秒後，窗飾會稍微移動1次；12秒
後，窗飾會稍微移動第2次。此時，請您放開按鍵。

2. 接下來，請參考第14頁，將窗飾編入群組內。

區別

新增遙控器 拷貝遙控器

「新增遙控器」與「原始遙
控器」PowerView™窗飾網絡
ID相同

「新增遙控器」與「原始遙
控器」窗飾設定可有不同

「新增遙控器」可控制不同
窗飾及/或不同群組

「新增遙控器」與「原始遙
控器」PowerView™窗飾網絡
ID相同

「拷貝遙控器」與「原始遙
控器」窗飾設定必須相同

「拷貝遙控器」必須控制相
同窗簾及/或群組



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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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操
作

窗飾被加入單一群組或多數群組後，使用者就能透過遙控器操作窗
飾，亦能在同一時間操作多座窗飾。

1. 使用者若要喚醒遙控器，只需將它直接拿起來或按下▓暫停鍵
(STOP)，最近一次選擇的群組就會自動亮起並再次啟動。

2. 按ALL鍵或GROUP鍵(1-6)操控指定窗飾，被選定的GROUP鍵會自
動發亮，表示使用者已成功選擇該群組。

a. 使用者可同時選擇多個GROUP鍵。

b. 若要解除某個群組，只要再按下該GROUP鍵，按鍵背光就會自
動熄滅。

3. 按▲開啟鍵(OPEN)開啟指定窗飾。

4. 按▼關閉鍵(CLOSE)關閉指定窗飾。

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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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適用於可上可下、二重奏系統與Duette®迪雅風琴簾，請利用▲開啟鍵(OPEN)
   與▼關閉鍵(CLOSE)指令操控下軌。

基
本
操
作

5. 對於絲柔百葉系列產品或風琴簾可上可下、二重奏系統，使用
者可按  右鍵關閉窗飾，開啟窗葉，將窗葉向右旋轉，或將中
軌完全升起。

6. 對於絲柔百葉系列產品或風琴簾可上可下、二重奏系統，使用
者可按  左鍵關閉窗葉，將窗葉向左旋轉，或將中軌完全降
下。

a. 備註：方向鍵無法操作單功能窗飾。

7. 按下▓暫停鍵(STOP)後，即能中斷窗飾/窗葉活動。

8. 窗飾升降的同時，可按下相反指令(▲開啟鍵(OPEN)或▼關閉
鍵(CLOSE))以改變窗飾操作方向。

9. 按下    FAVORITE 後，可將指定窗飾調整到預設最愛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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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電池



更換遙控器電池

26
更
換
電
池 更換遙控模組電池後，所有窗飾設定皆不會流失，包含GROUPS(群

組)設定與    FAVORITE(窗飾高度)設定等。另外，遙控器應需使用兩
顆CR 2032電池。

1. 針對Pebble™遙控器，使用者應將拇指滑至凹縫處，將遙控模組
輕輕撥起。針對Surface™遙控器，使用者應將遙控模組依逆時針
方向旋轉後，從Surface™固定盤後方將遙控模組輕輕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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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換
電
池

2. 將遙控模組背蓋依順時針方向旋轉，進行解鎖。

3. 移除遙控模組背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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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換
電
池

4. 用手指或小螺絲起
子，輕輕的將舊電池
提起並取出。

5. 將新電池放入，確保
每顆新電池皆與電池
盒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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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換
電
池

6.  將遙控模組背蓋對齊原來位置。

7. 將遙控模組背蓋依逆時針方向旋轉，進行固定。

8. 將遙控模組突起的部分與Pebble™或Surface™的凹槽
互相對齊。

9. 將遙控模組輕壓入Pebble™或Surface™內，直至完全
密合為止。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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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32
故
障
排
除 1. 壓下遙控器按鍵時，按鍵背光都沒有亮起來。

 檢查遙控器電池是否完全置入，是否還有電。

 利用遙控器加入PowerView™窗飾網絡。

2. 將同一套窗飾加入兩支遙控器後，窗飾對第二支遙控器有反應，
但對第一支遙控器沒有反應。

 檢查遙控器電池是否完全置入，是否還有電。

 所有室內PowerView™遙控器都應加入同一座PowerView™窗
飾網絡，請參閱本說明書第17頁，將新增遙控器加入
PowerView™窗飾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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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障
排
除

3. 按下▲開啟鍵(OPEN)或▼關閉鍵(CLOSE)時，窗飾沒有反應。

 檢查窗飾是否通電，持續按壓窗簾軌道上的手動控制鍵時，
窗飾是否正常運作。

 檢查按下▲開啟鍵(OPEN)或▼關閉鍵(CLOSE)之前，是否已選
擇正確的GROUP號碼或ALL鍵。被啟動的GROUP按鍵，背光應
會亮起。

 請參閱第14頁，將窗飾加入遙控器群組內。

4. 按下▲開啟鍵(OPEN)或▼關閉鍵(CLOSE)後，窗飾有反應，但按
下左鍵或右鍵時，窗飾沒有反應。

 左鍵與右鍵僅限用於操控可上可下系統、二重奏系統、百葉
型產品。請參照產品安裝、運作、保養說明書等，以便正確
操作該產品。

 若窗飾屬於可上可下系統、二重奏系統、百葉型產品，請重
新設定窗飾高度。持續按壓窗簾軌道上的手動控制鍵6秒鐘， 
直到窗飾開始顫動為止，窗飾將依照自動校正順序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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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無線電產品規則
本產品符合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無線電產品規則第15節，產品運作應符合下列兩種項目：
(1) 本產品不會造成有害干擾。
(2) 本產品能接受任何干擾，包含導致負面運作的干擾。
依照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無線電產品規則第15節進行產品測試後，證實本產品符合B型電子裝置規定。此規定主要目的為防
範居家產品安裝過程產生有害干擾。本產品會生產、使用、釋放無線電波，因此如果使用者未按照說明書進行產品安裝，可能會
對無線電通信造成有害影響。然而，我們無法保證使用者進行特殊安裝時，完全不會產生有害干擾。如果設備確實對收音機或電
視機接收器造成有害干擾（可開啟或關閉設備以決定是否真的造成有害干擾），使用者可以採用下列一種或多種矯正措施：
‧ 重新調整或重新放置接收天線。
‧ 將設備與接受器之間的距離拉開。
‧ 確定設備與接收器沒有共享電源的情形。
‧ 洽詢經銷商或專業收音機/電視機技師。
切記未經本公司授權的產品改裝或改變，可能會導致使用者無權操作該產品。

加拿大工業部規則
依據加拿大工業部規則，本無線電傳輸器只能使用加拿大工業部允許的天線型號與天線增益。為減少無線電對其他使用者的負面
干擾，應選擇適當的天線型號與天線增益，確保等向性無線電波強度不超過成功通信所需的強度。本裝置符合加拿大工業部-免除
RSS標準。運作應符合下列兩種項目：(1) 本產品不會造成有害干擾。(2) 本產品能接受任何干擾，包含導致運作負面干擾
B型電子裝置注意事項：
本B型電子裝置符合加拿大ICES-003，RSS-Gen與RSS-210。
CAN ICES-3 (B)/NMB-3(B)

Industrie Canada 
Conformément à la réglementation d’Industrie Canada, le présent émetteur radio peut fonctionner avec une 
antenne d’un type et d’un gain maximal (ou inférieur) approuvé pour l’émetteur par Industrie Canada. Dans le but 
de réduire les risques de brouillage radioélectrique à l’intention des autres utilisateurs, il faut choisir le type 
d’antenne et son gain de sorte que la puissance isotrope rayonnée équivalente (p.i.r.e.) ne dépasse pas l’intensité 
nécessaire à l’établissement d’une communication satisfaisante. Le présent appareil est conforme aux CNR 
d’Industrie Canada applicables aux appareils radio exempts de licence. L’exploitation est autorisée aux deux 
conditions suivantes : (1) l’appareil ne doit pas produire de brouillage, et (2) l’utilisateur de l’appareil doit accepter 
tout brouillage radioélectrique subi, même si le brouillage est susceptible d’en compromettre le fonctionnement. 
Appareil Numérique de Classe B – Avis  Cet appareil numérique de classe B est conforme à la norme NMB-003, 
CNR-Gen et CNR-210 du Canada. CAN ICES-3 (B)/NMB-3(B)

歐洲合格聲明
亨特道格拉斯(Hunter Douglas Window Fashions)
地址為One Duette Way, Broomfield, CO 80020, USA 
亨特道格拉斯歐洲私人有限公司(Hunter Douglas Europe B.V.)
地址為Piekstraat 2, 3071 EL Rotterdam, The Netherlands
在此正式證明亨特道格拉斯PowerView™遙控器符合電磁相容指令2004/108/EC與無線電設備指令1999/5/EC，
合格聲明正本已公開於下列網址：www.hunterdouglas.com/RFcertific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