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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惠购先锋 DJ 产品。 请通读使用说明书，了解本型号的正确操作方法。 通读之后，请妥善保
存，以备日后参考。
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电源插头和插座的外形可能与说明图存在差别。但是设备的连接和操作方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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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阅读本说明书
感谢您惠购先锋 DJ 产品。
请务必阅读本手册和使用说明书！这两个文件
含有使用本产品之前必须了解的重要信息。
通读之后，请妥善保存，以备日后参考。
! 有关获取使用说明书的信息，请参阅获取本机
的使用说明书 （第 5页）。

特点
本机作为一款 DJ 播放机，融合了先锋会所播放机
世界标准 CDJ 系列技术。不仅是 USB 设备和计算
机，而且还可以使用移动设备（智能手机等）上
的曲目驾驭全方位 DJ 表演。该机不仅配备了 DJ
表演所需的各种功能，包括 PRO DJ LINK、量化
功能和节拍同步功能等，还具有高稳定性设计以
及高可操作性的面板布局，能够为各类 DJ 表演提
供有力支持。

! 用户负责准备计算机、网络设备和连接到互联
网所需互联网使用环境的其它元件。

关于 rekordbox
rekordbox 是一款可进行曲目管理和 DJ 表演的复
合软件。
与本机配合 rekordbox 管理的音乐文件可完成完
美的 DJ 表演。

获取 rekordbox (Mac/Windows)
1 在计算机上打开网页浏览器，访问 rekordbox
网站。
http://rekordbox.com/
2 在 rekordbox 网站点击 [Download]，并在下
载页面上下载 rekordbox。
! 如需问询 rekordbox (Mac/Windows)，请参
阅上述支持网站。

获取本机的使用说明书

关于 rekordbox (iOS/Android)

各类说明书有时以 PDF 格式的文件提供。必须
安装 Adobe® Reader® 才能查看 PDF 格式的文件。

通过 USB 连接安装有 rekordbox (iOS/Android)
的移动设备，可播放 rekordbox (iOS/Android)
管理的曲目。如需了解支持的设备，请参阅先锋
DJ 网站（http://pioneerdj.com/support/）。如
需了解 rekordbox (iOS/Android) 说明，请参阅
rekordbox (iOS/Android) 用户手册。
! 有关安装 rekordbox (iOS/Android) 的详情，
请参阅先锋 DJ 网站（http://rekordbox.
com/）。

1 在计算机上启动 Web 浏览器并访问先锋 DJ 支持
网站，网址如下。
http://pioneerdj.com/support/
2 在先锋 DJ 支持网站上，单击 [XDJ-700] 下的
[Manuals]。
3 在下载页面上单击所需语言。
使用说明书下载将开始。

开始使用之前

开始使用之前

开箱检查
!
!
!
!
!

电源线
音频电缆 × 1
LAN 电缆 × 1
AC 适配器 × 1
使用说明书（快速入门指南）( 即本说明书 )
× 1

准备软件
未随附音乐管理软件 rekordbox 和驱动软件。
若要使用 rekordbox 和驱动软件，请访问
rekordbox 网站和先锋 DJ 支持网站，下载软件。
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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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驱动软件（Windows）
本驱动软件是用于从计算机输出音频信号的专
用 ASIO 驱动程序。
! 当使用 Mac OS X 时无需安装驱动程序软件。

获取本驱动软件

安装底座
您可以轻松将本产品安装至 / 从本产品拆除
底座。如果使用时将本机与先前的 DJ 播放机或
DJ 混音器并排放置，可以通过将底座安装至本机
使操作面板在相同水平位置对齐。

1 在计算机上启动 Web 浏览器并访问先锋 DJ 支持
网站，网址如下。
http://pioneerdj.com/support/

如何安装

2 单击先锋 DJ 支持网站的 [XDJ-700] 下的
[Software Download]。

2 推入底座，直至其卡入到位。

1 将底座上的突起插入本机底部的导向孔。

3 确认两根释放杆被牢固钩在本机上且未松开。

3 单击驱动软件图标可从下载页面下载驱动
软件。
! 有关驱动软件的安装信息，请参阅先锋 DJ
支持网站。

可用媒体
本机兼容 USB 大容量存储级 USB 设备，如移动闪
存和数字音频播放机。
所支持的
文件系统

FAT16、FAT32 和 HFS+（不支持
NTFS。）

! 可在 USB 设备上存储指示点、循环点和热指示
等信息。
! 视所使用的 USB 设备而定，可能无法达到预期
性能。
! 无法保证所有 USB 设备均可在本机上运行。
如需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先锋 DJ 支持网站上
发布的本产品使用说明书。

如何拆除
1 向内移动底座底部的两根释放杆以解除锁定。
2 拆除底座。
ࡠ

小心
产品抬起时如果解除释放杆锁定，可能会使产品
跌落。牢固握住产品并从其上拆除底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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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
接线

! 在连接时或更改连接时必须确保已经断开电源，并将电源线从电源插座拔下。
! 有关需要连接的部件，请参阅使用说明书。
! 在设备间所有连接完成后连接电源线。
! 使用局域网电缆进行连接时，请务必使用本产品随附的局域网电缆或 STP（屏蔽双绞线）电缆。
! 用 PRO DJ LINK 共享音乐文件和／或信息时，切勿断开 LAN 电缆。

基本类型
主要使用曲目（利用计算机上安装的 rekordbox 准备）在本机上执行播放。
! 有关操作 rekordbox 的说明，请参阅 rekordbox (Mac/Windows) 的使用说明书。可从 rekordbox
(Mac/Windows) [Help] 菜单查看 rekordbox (Mac/Windows) 使用说明书。
! 另外，对于 DJ 播放机和 DJ 混音器，可利用局域网电缆（CAT5e）（使用 PRO DJ LINK 连接）连接
最多四个兼容 PRO DJ LINK 的播放机。
! 根据所使用的型号组合，可能需要交换式集线器（市售）。 使用 100 Mbps 或高级的开关集线器。
但有些交换式集线器可能不能正常工作。
连接到仅配备一个局域网端口的混音器时，需要交换式集线器（市售）。 对于带有充足局域网端
口（用于系统中的所有 DJ 播放机和计算机）的混音器，不使用集线器直接连接到混音器后面板上
的局域网端口。

PRO DJ LINK（USB 导出）
! 可使用存储设备（闪存驱动器、硬盘等）与本机交换 rekordbox 音乐文件和数据，无需将计算机
带到 DJ 棚。利用 rekordbox 提前设置的播放列表、指示、循环和热指示信息可用于播放。
rekord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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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为了最大化 rekordbox 音乐文件管理功能的作用，请将播放机编号和进入混音器的音频电缆声道进
行匹配。
若播放机编号不同，在 [UTILITY] 屏幕上更改 [PLAYER No.] 设定。
= 如需更多关于更改 [UTILITY] 屏幕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先锋 DJ 支持网站上发布的本产品使
用说明书。
! 存储设备连接到本机时，将以灰色显示 [PLAYER No.] 且无法更改。断开存储设备或局域网电缆
以关闭链接，然后更改设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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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1 进行所有连接，然后将电源电缆插入电源插座。
= 接线 （第 7页）
2 按下 [u] 开关。
本机的指示标志亮起且电源开启。

连接 USB 设备
1 按下 [u] 开关开启该设备的电源。
2 将 USB 设备连接到 USB 设备插槽。

断开 USB 设备
1 按住 [USB STOP] 按钮，直到 USB 指示标志停
止闪烁。
USB 指示标志闪烁时，请勿拔下 USB 设备或关闭
设备电源。本机中的管理数据可能会被删除。而
且也可能造成 USB 设备无法读取。

VTC ፑ݁
VTC!TUPQ ՙഀ
2 断开 USB 设备。

播放连接到本机或插入本机
的媒体

操作

开启电源

1 将媒体载入本机。
2 触摸 [USB]。
列表上将显示曲目或文件夹。

可切换主机显示屏上显示的多媒体内容。
! [USB] ：显示所连 USB 设备和移动设备的
内容。
! 当您触摸 [LINK] 时，将显示 DJ 播放机中
的其他音乐文件。
! 当您触摸 [rekordbox] 时，将显示
rekordbox 中音乐文件。
! 若已在 USB 设备中重写 rekordbox 库信息，则
会显示 rekordbox 库。
= 如需关于 rekordbox 库浏览的信息，请参
阅先锋 DJ 支持网站上发布的本产品使用说
明书。
3 转动旋转选择器。
移动光标并选择项目。
! 按下旋转选择器以移至文件夹中的较低级别。
按下 [BACK] 按钮以返回上一级。

4 选择曲目并按下旋转选择器。
加载曲目时，屏幕切换到正常播放屏幕。
加载曲目所在的介质将闪烁。
= 如需关于正常播放屏幕的信息，请参阅
先锋 DJ 支持网站上发布的本产品使用说
明书。
如需关于其他操作的信息，请参阅先锋 DJ 支持
网站上发布的本产品使用说明书。

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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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信息
故障排除
! 操作不当通常会被误认为是故障。如果怀疑部件存在问题，请检查下列要点和先锋 DJ 支持网站上
[XDJ-700] 的 [FAQ]。
http://pioneerdj.com/support/
某些时间故障来自于另一个部件。检查其它正在使用的部件和电器。如果未能纠正故障，则请向
距您最近的先锋授权维修中心或与您的经销商联系，以进行维修工作。
! 本机可能因静电或其它外部因素而无法正常工作。在此情况下，可关闭电源等待 1 分钟，然后再
打开电源，也许能恢复到正常工作。
故障问题

检查

无法播放文件。

文件是否受版权保护（DRM）？ 无法播放受版权保护的文件。

声卡无法出声，声音
失真或受到干扰。

您是否正确操作了所连接的
DJ 混音器？

检查 DJ 混音器的操作。

本机是否被安置在靠近电视
机的地方？

关闭电视机的电源，或安装本机和电视机，使
其互相远离。

是否正确设定了
[LANGUAGE] ？

将 [LANGUAGE] 设定为适当的语言。

信息录制所使用的语言本机
是否不支持？

用 DJ 软件等创建文件时，用本机支持的语言
录制信息。

自动指示功能是否已被
激活？

当曲目之间存在较长无声部分时，曲目搜索将
花费一些时间。

－

如果不能在 10 秒内进行曲目搜索，则在曲目
的开始处设定指示点。

返回指示功能无效。

设定了指示点？

设定指示点。

循环播放功能无效。

是否设定循环点？

设定循环点。

未将设定存储在存储
器中。

更改设定后是否直接关闭了
电源？

更改设定后，等候至少 10 秒钟再关闭电源。

不识别 USB 设备。

USB 设备是否正确连接？

将设备连接牢固（完全插入）。

未正确显示文件
信息。

曲目搜索操作花费时
间过长。

排除方法

是否通过 USB 集线器连接 USB 无法使用 USB 集线器。
设备？

10

Zhcn

是否为本机支持的 USB
设备？

本机仅支持 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

文件格式是否为本机所
支持？

请确认所连接的 USB 设备的文件格式。关于本
机所支持的文件格式，请参阅第 6页上可用
媒体 。

－

关闭电源，然后再次开启。

本机支持便携式闪存和数字音频播放设备。

检查

排除方法

指示点或循环未存储
在 USB 设备上。

要保存的点是否超出限值？

每个曲目在 USB 设备上可以保存 10 个指示点
或循环点。
如果您试图记录比限值更多的点，将显示
[CUE/LOOPPOINT FULL]，并且无法保存点。
此时，先删除一些点，然后再保存新点。

USB 设备是否开启写保护？

如果 USB 设备设置了写保护，将显示
[USB FULL] 并无法存储这些点。禁用写保护，
然后再次存储指示点或循环点。

USB 设备中是否有足够的剩
余空间？

如果 USB 设备上没有足够的可用空间，将显示
[USB FULL] 并无法存储这些点。释放一些空
间，然后再次存储指示或循环点。

不显示在 USB 设备中
记录的曲目的指示或
循环点。

上次断开 USB 设备时是否正
确停止？

如果在未执行正确的停止步骤或电源已关闭
的情况下移除 SD 存储卡 /USB 设备，则可能不
会显示点。
在拔下 USB 设备或关闭本机电源之前请确保
USB 指示标志已停止闪烁。

在按下按钮进行重新
循环或倒播后，播放
未立即开始。

是否开启量化功能？

开启量化功能后，系统会从按下按钮时最近的
节拍位置开始播放。如果希望在按下按钮后立
即执行播放，请关闭量化功能。

在剩余时间模式下显
示播放地址屏幕。

－

播放以 VBR 格式录制的文件时，机组可能无法
立即检测曲目的长度，并且播放地址屏幕的显
示也需要一段时间。

读取 USB 设备（闪存驱 USB 设备中是否记录了大量
动器和硬盘）需要一 的文件夹或文件？
些时间。
USB 设备中是否记录了除音
乐文件之外的文件？

如果有许多文件夹或文件，加载将会需要一些
时间。

无法进行曲库浏览。

只有当载入了记录有曲库信息的媒体时，才能
设定曲库浏览模式。 当载入了未记录曲库信
息的媒体时，需设定文件夹浏览模式。

是否载入了记录有曲库信息
的媒体？

附加信息

故障问题

如果文件夹中存储了除音乐文件之外的文件，
则读取它们也需要一些时间。 切勿在 USB 设备
中存储除音乐文件之外的文件或文件夹。

不显示 [HISTORY]。 USB 设备是否已经载入？

[HISTORY] 功能只能在载入了 USB 设备的 DJ
播放机上使用。

无任何显示。

自动待机功能是否已被
激活？

本机出厂时将自动待机功能设置为开启。如果
不希望使用自动待机功能，请将 [UTILITY] 菜
单上的 [AUTO STANDBY] 设置为 [OFF]。

未显示比例。

曲目是否长于 15 分钟？

播放时间超过 15 分钟的曲目无法显示比例。

PRO DJ LINK 工作不
正常。

播放机编号的设定是否
正确？

将 [PLAYER No.] 设定为 [AUTO] 或与当前所
设定编号不同的编号。

LAN 电缆是否正确连接？

将 LAN 电缆正确连接至 [LINK] 端子。

开关集线器的电源是否
打开？

开关集线器的电源。

是否有无关设备连接到交换
集线器上？

将无关设备从集线器上断开。

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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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问题

检查

排除方法

触摸屏幕时没有响应
或响应不佳。与实际
触摸位置不同的位置
有响应。

触摸显示屏校准出现偏差。

在 [UTILITY] 屏幕上利用
[TOUCH DISPLAY CALIBRATION] 设定调节
触摸显示屏。

故障信息
本机无法正常工作时，显示部分会显示错误代码。请根据下表进行确认并采取纠正措施。如显示下表
中所没有的错误代码，或即便采取纠正措施却仍然显示同一错误代码时，请与您购买本产品的经销商
联系。
故障代码 故障类型

故障描述

原因和纠正措施

E-8302

CANNOT PLAY
TRACK(****)

无法正确读取 USB 设备上
的曲目数据（文件）。

曲目数据（文件）可能被破坏。d 在另
一同样支持相同格式的播放机等上检
查是否能播放曲目（文件）。

E-8304
E-8305

UNSUPPORTED
FILE FORMAT

载入了无法正常播放的音
乐文件。

格式错误。d 更换正确格式的音乐
文件。

清洁触摸显示屏
请勿使用有机溶剂、酸或碱清洁触摸屏的表面。
使用软的干布或浸有中性清洁剂并拧干的抹布
正确擦拭。

关于商标和注册商标
! 先锋 DJ 是日本先锋公司的商标，并经许可
使用。rekordbox 是日本先锋 DJ 公司的注册
商标。
! Windows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国和
其它国家的注册商标。
! Adobe 和 Reader 是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在美国和 ( 或 ) 其它国家的注
册商标或商标。
! ASIO 是 Steinberg Media Technologies GmbH
的商标。
! “Made for iPod”和“Made for iPhone”分
别表示该电子配件为 iPod 或 iPhone 专用连接
而设计，其开发者保证该产品符合苹果公司的
性能标准。苹果公司对于该装置的操作或与安
全及规章标准的一致性概不负责任。请注意，
本配件与 iPod 或 iPhone 一起使用时可能影响
无线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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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od、iPhone、Mac 和 Mac OS 是苹果公司在
美国和其他国家注册的商标。
! Android™ 是谷歌公司的商标。
! iOS 是 Cisco（思科）在美国和某些其他国家
持有商标权的商标。
! This software is based in part on the work of
the Independent JPEG Group.
本机中的软件部分使用 Independent JPEG
Group 的软件。

关于使用 MP3 文件
本产品被许可用于非营利使用。 本产品并未
被许可用于商业用途 ( 用于营利使用 ) ，例如
广播 ( 地面、卫星、有线或其它类型的广播 )
，互联网、内联网 ( 公司网络 ) 或其它类型
网络上的音频流，或电子信息发布 ( 在线数字
音乐发布服务 ) 。 如进行此类使用，需要获
取相应许可。 有关详情，请访问 http://www.
mp3licensing.com。
! 此处提及的公司和产品名称是其各自所有者
的商标。

版权注意事项

AC 适配器
电源..........AC 100 V 至 240 V，50 Hz/60 Hz
额定电源............................. 0.6 A
额定输出...................... DC 12 V，2 A
功耗（待机）. ........................ 0.5 W

概述 - 主机
功耗...................... DC 12 V, 1200 mV
产品质量............................ 2.0 kg
（未安装底座时）. .................... 1.7 kg
产品外部尺寸................... 238 mm（宽）
×106.3 mm（高）× 307.8 mm（深）
（未安装底座时）. ............... 238 mm（宽）
× 78.8 mm（高）× 307.8 mm（深）
允许运行温度............. +5 ° C 至 +35 ° C
容许的工作湿度......... 5 % 至 85 %（无冷凝）

附加信息

rekordbox 限制受版权保护的音乐内容的播放和
复制。
! 当音乐内容中嵌入了用于保护版权的代码数
据等时，可能无法正常执行程序。
! 当 rekordbox 检测到音乐内容中已嵌入用于
保护版权的代码数据等时，处理（播放、读
取等）将停止。
未经版权所有者同意，不得使用您根据个人喜好
按照版权法进行的录制。
! 从 CD 等录制的音乐受各个国家的版权法和国
际条约的保护。录制人员承担确保所录制音乐
合法使用的全部责任。
! 当处理从互联网等下载的音乐时，由下载人员
承担确保根据下载网站合同使用该音乐的全
部责任。

规格

模拟音频输出（AUDIO OUT L/R）
输出端子...........................RCA 端子

USB 下游部分（USB）
端口...................................A 型
电源......................... 5 V/1 A 或以下

USB 上游部分（USB）
端口...................................B 型

LAN（PRO DJ LINK）
额定值.......................... 100Base-TX

主显示器
显示器类型.. 主动式矩阵 TFT 液晶显示器（LCD）
支持的语言........................18 种语言
本产品规格与设计若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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