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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rekordbox

rekordbox 一覽

rekordbox 是一套專為先鋒 DJ 播放機購買者設計使用的軟體應用程式，可管理用於 DJ 表演的音樂檔案。

!	 rekordbox 可用來分類及搜尋儲存在電腦的音樂檔案以及建立播放清單，這些功能皆可協助改善 DJ 的表現。
!	 rekordbox 可偵測、測量及編輯節拍、節奏（BPM）與其他在表演前的音樂檔案項目。
!	 rekordbox 可用於設定及儲存表演前的詳細播放點資訊（指令、循環、熱指令等）。
各種時間點資訊及 rekordbox 播放清單不但可在先鋒 DJ 播放機上播放，播放記錄、播放次數、時間點資訊等也可在播放後回饋到

rekordbox。

rekordbox 的功能

音樂檔案會進行自動分析，並啟用進階 DJ 效能

 � 音樂檔案分析

透過使用 rekordbox 分析音樂檔案後，您即可在 DJ 表演時取得與顯示多種資料，其中包括波形、節拍和節奏（BPM）。	例如：

!	分析的音樂檔案載入至 DJ 播放機後，會立即顯示波形資訊以提供 DJ 辨識曲目。
!	 rekordbox 或 DJ 播放機的量化功能（例如 CDJ-2000nexus、CDJ-2000、CDJ-900、XDJ-AERO、XDJ-R1）皆可用於輕鬆設定精準的指令
及循環。

!	精準、穩定的 BPM 資訊會立即顯示並檢查。另外，節奏同步化功能可用於混合同步化多部 DJ 播放機（例如 CDJ-2000nexus）或左右
唱盤（例如 XDJ-AERO、XDJ-R1）節拍（BPM）與節奏的聲音。

可搭配先鋒 DJ 主機及 rekordbox 使用的功能需視您使用的 DJ 主機而定。

 � 節奏格線

在放大的波形顯示幕上，分析的音樂檔案顯示為格狀的點或線時偵測節奏位置（節奏）。

 � 量化

	 	 	 	 	 	 	

在您操作 DJ 主機前，rekordbox 可用於偵測及調整音樂檔案的拍頻波形圖。	您可利用此功能來設定及播放 DJ 主機節拍的實際指令點、

循環點及效果，當您按下按鍵時即可自動修正任何時間誤差。

 � 指令／循環點記憶

	 	 	 	 	

使用 rekordbox 可提前設定及儲存指令與循環點，然後再於 DJ 播放機上呼叫。	您可以使用 rekordbox 在每個音樂檔案上儲存最多 10

個指令／循環點。	此外，使用 rekordbox 建立的循環可解壓縮並輸出至 WAVE 檔案。

 � 熱指令

	 	

使用 rekordbox 可在 DJ 播放機上叫用事先儲存的熱指令點。	每個音樂檔案最多可利用 rekordbox 儲存三個熱指令點。

 � 熱指令點庫清單

	

使用 rekordbox 時，可使用熱指令點庫清單的方式，建立要在 DJ 播放器上使用的三個熱指令組合（A、B和 C）。	可以結合不同音樂檔

案的指令，然後將登錄至熱指令點庫清單中。

可備多個清單以便在 DJ 播放機上快速存取比以往更多的熱指令組合。

 � BEAT SYNC

	 	

透過使用 rekordbox 分析音樂檔案後，即可使用各式音效並混合同步化多部 DJ 播放機（或左右唱盤）間的節拍（BPM）與節奏聲音，大

幅擴展 DJ 表演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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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音軌資訊，以便能輕鬆瀏覽您的 DJ 播放機

 � 資料庫瀏覽

	 	 	 	 	 	 	

rekordbox 可用於設定顯示類別及排序條件。使用 rekordbox 設定這些項目時，您可利用 DJ 播放機的資料庫瀏覽功能（按類別、BPM 等

瀏覽）來顯示、排序及搜尋音樂檔案。

 � 播放清單

	 	 	 	 	 	 	

預先使用 rekordbox 建立最愛音樂檔案的播放清單，就能快速的搜尋 DJ 播放機上所需的曲目。

 � 標籤清單

	 	 	

除了播放清單之外，您也可以將想要立即播放的音樂檔案收集到 rekordbox 標籤清單中。	rekordbox 標籤清單可在以 LAN 連接的電腦

與任何 DJ 播放機間線上共用。	若要在現場表演時交替使用多部不同的 DJ 播放機來選擇不同的曲目，這個功能真的相當方便。

使用 DJ 主機連結及共用音樂檔案與資料

 � USB EXPORT

	 	 	 	 	 	 	

您可以使用 USB 裝置（隨身碟或硬碟），將音樂檔案和以 rekordbox 儲存的相關資訊提供給 DJ 播放機，而不需要將電腦搬到 DJ	booth

旁邊。某些 DJ 播放機（如 CDJ-2000nexus 或 CDJ-2000），則可以使用除 USB 裝置以外的 SD 記憶卡。

 � LINK EXPORT

	 	 	

若您以 LAN 連接線或無線 LAN 將電腦接至 DJ 播放機，便可將音樂檔案或儲存在 rekordbox 上的資料即時載入至 DJ 播放機。

有關連接說明，請參閱各指定 DJ 播放機和電腦的操作手冊。

 � PRO DJ LINK

	 	 	 	 	

您可透過建立 PRO	DJ	LINK 連接與 LAN 纜線來共用 rekordbox 和 DJ 混音器與多部 DJ播放機的音樂檔案及資料。	最多可連接四部 DJ播

放機。

此外，最多可同時連接執行 rekordbox 的兩部電腦，以便讓 DJ 完美輪替演出。請注意，視 LAN 配置及 DJ 播放機的規格而定，最多可建

立六部電腦的通訊（其中兩部為有線連接，四部為無線連接）。

 � LINK MONITOR

	 	

可在由 PRO	DJ	LINK 連接的 DJ 混音器耳機上監控 rekordbox 音樂檔案。

儲存您 DJ 播放機的音軌播放資訊，以利 DJ 表演於目前檢閱或未來參考

 � 歷史紀錄／播放清單

	 	 	 	 	 	

rekordbox 可更新在 DJ 播放機各階段播放的所有音軌記錄，以及在 DJ 播放機上建立的播放清單。之後可在 rekordbox 上另存為播放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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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rekordbox 作為播放準備

從先鋒 DJ 播放機隨附的 CD-ROM 中安裝 rekordbox 至電腦上	（CDJ-2000nexus、CDJ-2000、CDJ-900、CDJ-850、CDJ-350、XDJ-AERO 或

XDJ-R1）。	有關 rekordbox 軟體授權協議資訊、最低需求操作環境、安裝程序等，	請另外參閱隨附文件「使用前請閱讀」。

!	安裝程式也可自 rekordbox 線上支援網站下載。	rekordbox 軟體授權協議、最低需求操作環境、安裝程序等，也可在 rekordbox 線
上支援網站上（l	第 31頁	上使用線上支援網站）檢視。

rekordbox

 

 

 

1 匯入音樂檔案至您的電腦。
在您的電腦上準備音樂檔案。

!	 rekordbox 不允許您從音訊光碟中匯入音樂檔案或在網際網路
上購買音樂檔案。	建議在您的電腦上準備由其他應用程式匯入

的音樂檔案（l	第 30頁	上可載入及播放的音樂檔案（檔案格
式））。

2 新增音樂檔案至 rekordbox 上的集合。
分析及測量音樂檔案的節拍與節奏（BPM）。

!	您可匯入音樂檔案的標籤資訊（如 MP3、AAC），以及從 iTunes
資料庫中匯入音樂檔案的資訊。

3 使用 rekordbox 進行準備工作。
設定多個不同的表演播放點（指令、循環及熱指令）。

建立用於表演的清單（播放列表與熱指令庫清單）。

!	您可透過其他軟體程式以及 iTunes 資料庫中的播放清單來匯
入建立的播放清單（M3U 及 PLS）。

4 結合 DJ 主機播放。
在先鋒DJ主機上播放可利用rekordbox準備就緒的時間點資訊及

播放清單。

!	先鋒 DJ 播放機的播放記錄、播放次數、時間點資訊等皆可回饋
到 rekordbox 中。

使用行動裝置進行播放準備

rekordbox

rekordbox 已使用rekordbox分析的音樂檔案、以rekordbox建立的播放列表

和我的設定內容等皆可傳輸至行動裝置（如iPhone、Android™等裝

置）。	此外，已在行動裝置上編輯的音樂資料會反映在 rekordbox

中（l	第 21頁	上連接的行動裝置支援無線 LAN（Wi-Fi®））。

!	 rekordbox 也必須安裝在行動裝置上。	rekordbox 的行動裝置
版本可從線上軟體市集如 App	Store、Play	Store 等地下載至

行動裝置上。

!	有關可搭配行動裝置使用的功能資訊，請參閱 rekordbox 行動
裝置版本的使用者手冊。

!	有關建立無線 LAN 連線的說明，請參閱行動裝置、電腦或無線
LAN 裝置的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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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 DJ 主機使用 rekordbox

連接本機與電腦前，請確實詳閱個別 DJ 主機操作手冊中的「安全注意事項」及「連接」資訊。

為確認 SD 記憶卡及 USB 裝置（隨身碟或硬碟）與您先鋒 DJ 播放機的相容性，請參閱各指定 DJ 播放機的操作手冊。

有關可與 rekordbox 搭配使用的先鋒 DJ 播放機最新資訊，請上 rekordbox 線上支援網站（l	第 31頁	上使用線上支援網站）。

使用 USB 裝置播放 (USB EXPORT)

	 	 	 	 	 	 	

rekordbox

您可以使用 USB 裝置（隨身碟或硬碟），將音樂檔案和以 rekordbox

儲存的相關資訊提供給 DJ 播放機，而不需要將電腦搬到 DJ	booth

旁邊（l	第 21頁	上使用 USB 裝置播放）。
!	某些 DJ 播放機（如 CDJ-2000nexus 或 CDJ-2000），則可以使用
除 USB 裝置以外的 SD 記憶卡。

連接至 LAN 播放 (LINK EXPORT)

	 	 	

rekordbox

若您以 LAN 連接線或無線 LAN 將電腦接至 DJ 播放機，便可將音樂

檔案或儲存在 rekordbox 上的資料即時載入至 DJ 播放機（l	第
24頁	上連接至 LAN 播放）。

!	有關連接說明，請參閱各指定 DJ 播放機和電腦的操作手冊。

結合多部 DJ 主機播放（PRO DJ LINK）

	 	 	 	 	

rekordbox

以 LAN 纜線連接 PRO	DJ	LINK 相容的 DJ 混音器與 DJ 播放機時，儲

存在 USB 裝置上的 rekordbox 音樂檔案及資料可傳輸至最多四部

DJ 播放機	(l	第 21頁	上使用 USB 裝置播放）。
!	某些 DJ 播放機（如 CDJ-2000nexus 或 CDJ-2000），則可以使用
除 USB 裝置以外的 SD 記憶卡。

!	交換集線器可用於取代 DJ 混音器。
!	有關連接說明，請參閱各指定 DJ 主機的操作手冊。

rekordbox rekordbox

透過 PRO	DJ	LINK 以 LAN 纜線連接安裝 rekordbox 的電腦時，可

在最多四部 DJ 播放機上即時載入 rekordbox 音樂檔案及資料。

此外，以 LAN 纜線連接支援 PRO	DJ	LINK 的 DJ 混音器與安裝

rekordbox的電腦時，可在連接DJ混音器的耳機上監控rekordbox

音樂檔案（l	第 24頁	上連接至 LAN 播放）。
!	交換集線器可用於取代 DJ 混音器。
!	最多可透過 PRO	DJ	LINK 連接兩部電腦。	視 LAN 配置及 DJ 播
放機的規格而定，不管如何最多都可建立六部電腦的通訊（其

中兩部為有線連接，四部為無線連接）。

!	有關連接說明，請參閱個別指定 DJ 主機和電腦的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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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名稱

播放機面板

4

3

2

1

i

j

k

8 9 a b d e hfc

lm

g75 6

1 o/p
移至曲目開頭（曲目搜尋）。

!	按一下 [p] 移至下一個曲目的開頭。

!	按一下 [o] 移至目前播放曲目的開頭。	按兩下可移至目
前播放曲目的前一個曲目。

2 m/n
播放時按住可快速快轉或快速倒轉（搜尋）。

3 CUE
設定指令點。

l	第 15頁	上設定指令或循環點

4 f
開始或暫停播放。

l	第 13頁	上聆聽音樂檔案

5 HOT CUE (A, B, C)
熱指令儲存在此。

l	第 16頁	上儲存熱指令點

6 LOOP IN/LOOP OUT
即時設定指令及循環進入點／循環離開點。

l	第 15頁	上設定指令或循環點

7 QUANTIZE
設定指令及循環點至最接近的節奏格線點。

l	第 15頁	上設定指令或循環點
l	第 16頁	上儲存熱指令點

8 RELOOP
取消或恢復循環播放。

l	第 15頁	上設定指令或循環點

9 自動節拍循環 (4, 8, 16, 32)
藉由指定的節拍數量來設定循環長度。

l	第 15頁	上設定指令或循環點

a 時間顯示（TIME/REMAIN)、分（M）、秒（S）、毫秒（MS）
1000 毫秒等於 1秒。

!	按一下 [TIME] 可切換 [REMAIN（時間剩餘顯示）]。

!	按一下 [REMAIN] 可切換 [TIME（時間經過顯示）]。

b BPM 顯示畫面
顯示目前播放曲目的 BPM（每分鐘幾拍）。

l	第 13頁	上聆聽音樂檔案

c 播放位址及完整波形顯示
目前的播放位置會使用顯示在波形上的一條細垂直線，以及顯

示在波形下的一條水平條紋，代表曲目的進度。

!	在經過時間模式中時，水平橫條會從左側亮起。
!	在剩餘時間模式中時，水平橫條會從左側關閉。

d 喜好設定
開啟 [喜好設定 ]畫面。

l	第 27頁	上設定喜好設定

e 專輯封面
顯示音樂檔案的專輯封面影像。

l	第 10頁	上新增音樂檔案至集合

f 播放機面板顯示選擇器
開啟及關閉播放機面板顯示。

l	第 11頁	上搜尋音樂檔案

g MEMORY/ACTIVE
儲存已設定的指令及循環點。此外，可將已儲存的循環設為使

用中循環。

l	第 16頁	上儲存指令或循環

h 指令／循環記憶
呼叫已儲存的指令及循環點。

l	第 16頁	上儲存指令或循環

i 音量
往上或往下拖曳可調整音量。

j 靜音
按下可靜音。

k +/  /-
放大或縮小放大的波形顯示。

l 放大波形顯示及節奏格線
可透過向左右側拖曳顯示的波形，向前後移動播放位置。

藉由分析音樂檔案來偵測的節拍位置會顯示為白點。

l	第 13頁	上聆聽音樂檔案

m 節奏格線調整
開啟節奏格線調整選單，並顯示在放大波形顯示畫面的底部。

l	第 13頁	上聆聽音樂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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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器面板

7

8

6

5

4

3

2

1

9 a b

c

d

1 Collection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集合 ] 窗格。

l	第 10頁	上新增音樂檔案至集合

2 Playlists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播放清單 ]窗格。

l	第 17頁	上使用播放清單整理音樂檔案

3 H. Cue Bank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熱指令點庫清單 ]窗格。

l	第 19頁	上使用熱指令點庫清單整理熱指令

4 Bridge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橋接器 ]窗格。

l	第 10頁	上新增音樂檔案至集合
l	第 17頁	上使用播放清單整理音樂檔案

5 Tag List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標籤清單 ]窗格。

l	第 24頁	上連接至 LAN 播放

6 Info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資訊 ] 窗格。

l	第 10頁	上新增音樂檔案至集合

7 Device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裝置 ] 窗格。

l	第 21頁	上使用 USB 裝置播放

8 History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記錄 ] 窗格。

l	第 24頁	上連接至 LAN 播放

9 並列顯示窗格
在目前播放窗格的右側並列顯示窗格。	若要關閉右側顯示的窗

格，請按一下窗格左上角的 [c]。

a 類別濾波器
使用類別篩選器搜尋音樂檔案。

l	第 11頁	上搜尋音樂檔案

b 搜尋篩選器
使用搜尋篩選器搜尋音樂檔案。

l	第 11頁	上搜尋音樂檔案

c 欄標題
排序並啟用音樂檔案資訊搜尋。

可開啟及關閉欄位標頭顯示畫面，以及變更其順序。

l	第 11頁	上搜尋音樂檔案

d LINK
啟用與使用 LAN 連接線或無線 LAN 連接的 DJ 主機（如 CDJ-

2000nexus、CDJ-2000、CDJ-900、XDJ-AERO）通訊。

l	第 24頁	上連接至 LAN 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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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狀態面板

1 42 3

1 LINK
終止與使用 LAN 連接線或無線 LAN 連接的 DJ 主機（如 CDJ-

2000nexus、CDJ-2000、CDJ-900、XDJ-AERO）通訊。

l	第 24頁	上連接至 LAN 播放

2 主要同步化
使用節奏同步化功能播放 DJ 播放機（例如 CDJ-2000nexus）時，

可同步化使用指定的主要 BPM（節拍）和 rekordbox。

l	第 25頁	上在多部 DJ 播放機間使用節奏同步功能以進行播
放

3 主要 BPM
指定用於主要同步化的節拍（BPM）。

l	第 25頁	上在多部 DJ 播放機間使用節奏同步功能以進行播
放

4 連結狀態
在瀏覽器面板底部顯示以LAN連接線或無線LAN連接的DJ主機

（如 CDJ-2000nexus、CDJ-2000、CDJ-900、XDJ-AERO）狀態。

l	第 24頁	上連接至 LAN 播放

啟動 rekordbox

使用 rekordbox 前，請以設定為電腦管理員的身份登入使用者。

適用 Mac OS X

請使用 Finder 開啟 [ 應用程式 ]，然後按兩下 [rekordbox2.x.x.app]。
2.x.x 代表 rekordbox 版本。

適用於 Windows® 7、Windows Vista® 及 Windows® XP

按一下 Windows [ 開始 ] 功能表按鍵，然後按一下 [ 所有程式 ] > [Pioneer] > [rekordbox 2.x.x] > [rekordbox 2.x.x]。
2.x.x 代表 rekordbox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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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播放

新增音樂檔案至集合

使用此程序以分析電腦上的音樂檔案，並登錄至 rekordbox 音樂

集合中。

分析音樂檔案或音樂資料夾

1 按一下 。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集合 ] 窗格。

2 選擇 [ 檔案 ] 選單 > [ 匯入 ] > [ 檔案 ]。
[ 新增至集合 ]畫面開啟。

3 選擇儲存音樂檔案的資料夾及檔案名稱，然後按一下 [ 開啟 ]。
音樂檔案會新增至收藏中，並載入及顯示其標籤資訊。	開始分析

音樂檔案的音波資訊時， 會顯示在已分析音樂檔案的左側，

然後在完成分析後關閉。

分析音樂檔案的波形資訊共有兩種模式可選擇：	[ 普通 ] 及 [ 動

態 ]（l	第 27頁	上音樂分析）。
!	若要新增資料夾中的所有音樂檔案，請選擇[檔案]選單>	[匯
入 ]	>	[ 資料夾 ]。

!	您也可以開啟 Finder 或 Windows	檔案總管	並拖曳音樂檔案至
[集合 ] 窗格來新增音樂檔案。

!	新增 WAVE 或 AIFF 檔案至集合時，可能不會顯示標籤資訊。	
可從音樂檔案中登錄的標籤資訊類型為 ID3 標籤（v1、v1.1、

v2.2.0、v2.3.0 及 v2.4.0）或中介標籤。

!	完成音樂檔案的波形資訊分析後，可在播放機面板上檢查節奏
位置及節拍（BPM）（l	第 13頁	上聆聽音樂檔案）。

!	按鍵可同時在分析音樂檔案的波形資訊時偵測（l	第 27頁	上
偵測調性	（匯入時））。

!	若要移除集合中的音樂檔案，請在 [集合 ] 窗格中選擇音樂檔
案，然後按下電腦鍵盤上的 [Delete] 鍵。	音樂檔案會從集合

中移除，但音樂檔案本身不會從電腦中刪除。

編輯音樂檔案上的資訊

1 按一下 。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集合 ] 窗格。

2 按一下 右側的 。
[ 集合 ] 及 [ 資訊 ] 窗格會分別顯示在瀏覽器面板的左右側。

3 按一下 [ 集合 ] 窗格中的音樂檔案。
[ 摘要 ] 標籤會顯示在 [資訊 ] 窗格中。

4 按一下 [ 資訊 ] 窗格中的 [ 資訊 ] 標籤。
[ 資訊 ] 標籤會顯示在 [資訊 ] 窗格中。

5 編輯資訊。
音樂檔案的資訊則會變更。

新增專輯封面影像至音樂檔案

可新增至音樂檔案的專輯封面影像檔案格式為 JPEG 及 PNG（副檔

名：“jpg”、“jpeg”、“png”）。

1 按一下 [ 資訊 ] 窗格中的 [ 專輯封面 ] 標籤。

2 開啟 Finder/Windows 檔案總管 。

3 從 Finder/Windows 檔案總管 拖曳影像至 [ 專輯封面 ] 標籤。
專輯封面影像即新增至音樂檔案。

重新載入音樂檔案的標籤資訊

在使用外部應用程式修改音樂檔案標籤資訊時，便必須在

rekordbox 中重新載入此標籤資訊，才能正確地顯示任何變更。

1 按一下 [ 資訊 ] 窗格中的 [ 資訊 ] 標籤。

2 按一下 [ 資訊 ] 標籤左上角的 。
重新載入音樂檔案的標籤資訊。

除新載入音樂檔案的標籤資訊之後，在 [資訊 ] 編輯的內容和

[專輯封面 ]標籤便會被重新載入的標籤資訊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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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iTunes 資料庫中新增音樂檔案

在電腦上安裝 iTunes 後，即可分析 iTunes 資料庫中的音樂檔案

並登錄在 rekordbox 音樂收藏中。

1 按一下 。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集合 ] 窗格。

2 按一下 右側的 。
[ 集合 ] 及 [ 橋接器 ] 窗格會分別顯示在瀏覽器面板的左右側。

3 在 [ 橋接器 ] 窗格樹狀檢視上按一下 [iTunes] 左側的 ，然後
按一下 [ 全部音軌 ]。
便會在 [橋接器 ]窗格上顯示一個 iTunes 音樂檔案的清單。

!	若 iTunes 音樂檔案的清單未顯示在 [橋接器 ]窗格上，請在
[喜好設定 ]畫面上進行必要的設定（l	第 27頁	上 iTunes	
資料庫檔案）。

4 將 iTunes 音樂檔案從 [ 橋接器 ] 窗格拖曳到 [ 集合 ] 窗格中。
音樂檔案新增至 [集合 ] 窗格。	接著從 iTunes 載入及顯示資料

庫中音樂檔案的資訊，然後開始分析音樂檔案（l	第 27頁	上音
樂分析）。

!	也可以在 [橋接器 ]窗格中的 iTunes 音樂檔案上按一下右鍵，
然後選擇 [新增至集合 ]來新增。

重新載入 iTunes 資料庫資訊

必須重新載入更新的 iTunes 程式庫資訊才能反應在 rekordbox

中。

1 按一下 。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集合 ] 窗格。

2 在音樂檔案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選擇 [ 擷取 iTunes 上的資訊 ]。
重新載入 iTunes 資料庫資訊。

重新載入 iTunes 資料庫的資訊時，[資訊 ]窗格中 [資訊 ]標籤

下的已編輯資訊會被重新載入的資訊所取代。

搜尋音樂檔案

操作瀏覽器面板以瀏覽音樂檔案資訊並搜尋。

開啟及關閉播放機面板的顯示畫面

按一下畫面右上方的 。

!	 ：開啟播放機面板的顯示畫面。

!	 ：顯示播放機面板的精簡版本。

!	 ：關閉播放機面板的顯示畫面。

使用類別過濾功能搜尋音樂檔案

1 按一下 。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集合 ] 窗格。

2 按一下 [ 集合 ] 窗格上方的 。
類別欄位（[音樂類型 ]、[ 演出者 ] 及 [ 專輯 ]）會顯示在 [集

合 ] 窗格的最上方。

3 選擇並按一下類別。
唯有選擇類別中的音樂檔案才會顯示在 [集合 ] 窗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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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搜尋篩選器搜尋音樂檔案

1 按一下 。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集合 ] 窗格。

2 按一下搜尋篩選器左邊的 。
顯示可搜尋欄位（項目名稱）清單。

3 選擇後按一下您要從快顯清單中搜尋的欄位（項目名稱）。

4 使用電腦鍵盤在搜尋篩選器中輸入字元。
唯有您在步驟 3作為搜尋範圍的所選欄位中輸入包含字元字串的

音樂檔案，才會顯示在 [集合 ] 窗格上。

!	刪除已輸入的字元後，顯示狀態會返回原狀。

排序資訊以搜尋音樂檔案

1 按一下 。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集合 ] 窗格。

2 按照您要錄製的類型按一下欄位標頭。

隨即變更音樂檔案的排列。

!	每次按下時，都會在遞增及遞減順序間切換排列。

3 使用電腦鍵盤輸入字元。
游標會移至以輸入字元開頭的音樂檔案。

!	若您輸入另一個字元，游標則會依目前字元組合的字母順序，
移至第一個音樂檔案。

開啟及關閉欄位標頭的顯示畫面並變更順序

1 按一下 。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集合 ] 窗格。

2 在欄位標題上按一下右鍵（項目名稱）。
顯示可顯示欄位名稱（項目名稱）清單。

3 在快顯清單中，選擇顯示您要切換的欄位名稱（項目名稱），然
後按一下。
項目顯示畫面開啟及關閉。

4 向左或右拖曳欄位標題（項目名稱）。
隨即變更欄位的排列。

更新遺失音樂檔案的檔案路徑

rekordbox 可管理儲存音樂檔案位置的資訊（檔案路徑）。	若變更

檔案及資料夾名稱，或移動或刪除檔案或資料夾，將可能無法再

播放音樂檔案。	( 會顯示在遺失音樂檔案的左側。）

1 在 [ 檔案 ] 選單中選擇 [ 顯示所有的遺失檔案 ]。
[ 遺失音軌管理程式 ]畫面開啟並顯示遺失的音樂檔案清單。

2 選擇您要修正的音樂檔案路徑，然後按一下 [ 重新定位 ]。
[ 為右側的檔案選擇新的全程路徑 ]畫面開啟。

3 選擇儲存音樂檔案的資料夾及檔案名稱，然後按一下 [ 開啟 ]。
修正儲存音樂檔案資訊（檔案路徑）。

!	也可在 [ 集合 ] 窗格上顯示用於 的音樂檔案上按一下右鍵，
然後選擇 [重新定位 ]以修正檔案路徑。

在 [為右側的檔案選擇新的全程路徑 ]畫面中，請注意不要選擇

錯誤的音樂檔案。	否則將選擇並播放此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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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音樂檔案

在播放機面板中播放音樂檔案並檢查其節奏與節拍（BPM）。

檢查節拍（節奏格線）

1 從畫面右上方的 按一下 。
放大的波形顯示畫面會出現在全波形顯示畫面的底部。

2 將音樂檔案從瀏覽器面板拖曳至播放機面板。
音樂檔案就會載入至播放機面板。

3 按一下 [f]。
開始播放。

!	新增音樂檔案後，BPM 顯示畫面會顯示測得的節奏。
!	放大的波形顯示畫面則會顯示新增音樂檔案時產生的節奏格
線。

!	在放大波形顯示幕上，節拍網格上一開始測量的節奏會每四拍
顯示為紅點，從曲目開始到結束。

顯示 代表是以rekordbox（1.x.x）的舊版本新增的音樂檔案。	

使用新版本 rekordbox（2.x.x）重新分析音樂檔案後， 標記

將消失（l		第 14頁	上重新偵測節奏位置及重新測量節拍）。

調整節奏格線

放大的波形顯示帶有白點節奏格線。	節奏格線可透過下列程序調

整。

1 播放時按一下 [f]。
播放已暫停。

2 拖曳放大的波形顯示畫面至左側或右側。
調整讓節拍符合放大波形顯示畫面中心的垂直白線。

!	在暫停模式期間，按一下 [m] 或 [n] 並向左或向右移動，
即可以訊框為單位來調整目前的暫停位置。

!	在放大的波形顯示幕上使用 [+/	 	/-] 放大，然後再將波形向
左或向右拖曳，即可以毫秒為單位調整目前的暫停位置。

3 在放大波形顯示幕右下方按一下 。
節奏格線調整選單的圖示會出現在放大波形顯示畫面的底部。

節奏格線顯示幕會從白點顯示幕變為藍條顯示幕，並可供編輯。

4 按一下 。
利用放大波形顯示中心的白色垂直線滑動整體節奏格線。

!	若您想要滑動節奏格線並超出指定位置，請按一下 。	進
行此操作時，在白色垂直線固定前會出現節奏格線點，而通常

只有在白色垂直線滑動後，才會出現這些節奏格線點。

5 在放大波形顯示幕右下方按一下 。
節奏格線調整選單關閉。

節奏格線顯示畫面切換回白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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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他圖示（節奏格線調整選單）

向左移動節奏格線 1毫秒。

向右移動節奏格線 1毫秒。

減少節奏格線間隔 1毫秒。

延長節奏格線間隔 1毫秒。

加倍節拍數量（BPM）。	（各節奏格線的間隔長度

減半。）

減少一半的節拍數量（BPM）。	（各節奏格線的間

隔長度加倍。）

暫時標記基礎位置以調整節奏格線點。	只有標

記後的節奏格線會依照已標記位置滑動。	在標

記前的節奏格線點會顯示為白點，已在標記後滑

動的節奏格線點會顯示為藍條。

在取消標記前，使用節奏格線調整選單執行的操

作只會反映標記後顯示為藍條的節奏格線點。

取消暫時標記位置以調整節奏格線。	取消標記

後，音樂檔案的節奏格線點會全數切換回藍條顯

示畫面。	使用節奏格線調整選單執行的操作會

反映所有音樂檔案的節奏格線點。

最接近放大波形顯示幕中心白色垂直線的節奏

位置會出現紅線，代表測量時的第一個節奏。	在

測量中代表第一個節奏的紅線會每四拍顯示在

節拍網格上，從曲目開始到結束。

使用節奏格線調整選單復原已執行的操作。	最

多可復原之前 10 項操作。

使用與節奏格線同步的節拍器播放音軌。	開啟

和關閉節拍器音效及節拍器音量（高、中及低）。

按照輸入的節拍數量（BPM）變更各節奏格線間

隔長度。

重新偵測節奏位置及重新測量節拍

1 在 [ 檔案 ] 選單中，選擇 [ 喜好設定 ] 以開啟 [ 喜好設定 ] 畫面，
然後再設定檔案分析模式。
分析音樂檔案的波形資訊共有兩種模式可選擇：	[ 普通 ] 及 [ 動

態 ]（l	第 27頁	上音樂分析）。

2 在要偵測的音樂檔案節奏位置，以及要測量的節拍（BPM）上按
一下右鍵，然後選擇 [ 分析音軌 ]。
分析音樂檔案的波形資料。	偵測到的節奏位置與計算出的節拍會

儲存在您的電腦中。

在重新分析音樂檔案後，會以 [分析音軌 ]功能新分析的節奏格

線覆寫於調整節奏格線設定的節奏格線。

使用節拍網格（Quantize）

在播放機面板上設定指令及循環時，可輕易設定節奏的指令及循

環點。

1 按一下播放機面板上的 [QUANTIZE]。
播放機面板上的 [QUANTIZE] 亮起。

2 設定指令點或循環點

l	第 15頁	上設定指令或循環點

 � 使用量化功能播放 DJ 播放機或 DJ 混音器

執行指令操作及 DJ 播放機上的循環播放時（例如 CDJ-2000nexus、

CDJ-2000、CDJ-900、XDJ-AERO、XDJ-R1），使用 rekordbox 偵測

及調整的音樂檔案節奏格線可搭配量化功能使用。	此外，若 DJ

播放機（如 CDJ-2000nexus、CDJ-2000、CDJ-900）與 DJ 混音器

（如 DJM-2000nexus、DJM-2000、DJM-900nexus）透過 LAN 連接線

連接，在播放產生的音效時可使用量化功能。

!	有關使用 DJ 播放機和 DJ 混音器量化功能的說明，請參閱個別
DJ 主機的操作手冊。

偵測按鍵

在要偵測的音樂檔案按鍵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選擇 [ 偵測按鍵 ]。
分析音樂檔案的波形資料。可在 [集合 ] 窗格、[ 資訊 ] 窗格上檢

查被偵測的音調（l	第 10頁	上編輯音樂檔案上的資訊）。

可同時在新增音樂檔案至集合（l	第 27頁	上偵測調性	（匯入
時））時偵測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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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指令或循環點

請使用此程序設定提示點（指令點）及循環播放點（進入循環點

及離開循環點）。

設定指令點

1 播放時按一下 [f]。
播放已暫停。

!	在暫停模式期間，按一下 [m] 或 [n] 並向左或向右移動，
即可以訊框為單位來調整目前的暫停位置。

!	在放大的波形顯示幕上使用 [+/	 	/-] 放大，然後再將波形向
左或向右拖曳，即可以毫秒為單位調整目前的暫停位置。

2 按一下 [CUE]。
暫停播放的時間點設為指令點。	[CUE] 亮起且 [f] 閃爍。

!	若要從指令點開始播放，請按一下 [f]。

!	設定新的指令點後，即刪除之前設定的指令點。
!	不同的音樂檔案載入播放機面板後，將取消之前設定的指令點。	
也可儲存已設定的指令點（l	第 16頁	上儲存指令或循環）。

返回指令點（回到指令）

播放時按一下 [CUE]。
曲目會立即返回設定的指令點、在該處提示並設定暫停模式。	

[CUE] 亮起且 [f] 閃爍。

!	若要從指令點開始播放，請按一下 [f]。

檢查指令點（指令點取樣器）

返回指令點後，按住 [CUE]（按下滑鼠左鍵不放）。
即從指令點處開始播放。

按下 [CUE] 時即繼續播放。	放開左鍵後，即返回指令點播放，並

設定暫停模式。

播放時設定指令點（即時指令）

播放時在您要設定指令點的位置上按一下 [LOOP IN]。
按下播放的時間點設為指令點。

按下播放機面板上的 [QUANTIZE] 後，此燈亮起。

開啟播放機面板上的 [QUANTIZE] 後即時設定指令時，指令點

會自動設為最接近按下[LOOP IN]時播放時間點的節奏格線點。

啟動循環播放

1 播放時，在您要開始（進入循環點）循環播放的位置按一下
[LOOP IN]。
按下播放的時間點設為循環進入點。

!	若您想要設定目前設定指令點為循環進入點，將不必進行此項
操作。

2 播放時，在您要結束（離開循環點）循環播放的位置按一下
[LOOP OUT]。
按下播放的時間點設為循環離開點時，曲目會返回循環進入點並

開始循環播放。

!	設定新的循環點後，即刪除之前設定的循環點。
!	不同的音樂檔案載入播放機面板後，將取消之前設定的循環點。	
也可儲存已設定的循環點（l	第 16頁	上儲存指令或循環）。

按下播放機面板上的 [QUANTIZE] 後，此燈亮起。

開啟播放機面板上的 [QUANTIZE] 後設定循環時，循環點會自

動設為最接近按下 [LOOP IN] 及 [LOOP OUT] 時播放時間點的

節奏格線點。

取消循環播放（離開循環）

進行循環播放時按一下 [RELOOP]。
到達離開循環點時，不會返回進入循環點播放，但會繼續正常播

放。

恢復循環播放（重新循環）

離開循環後，在播放時按一下 [RELOOP]。
隨即返回上次設定的進入循環點播放，並開始循環播放。

以節拍數量指定循環時間 （自動節拍循環）

此功能可啟動 4、8、16 或 32 節拍長度的循環播放。

播放時按一下 [4]、[8]、[16] 或 [32]。
按下按鍵的播放時間點設為循環進入點時，會依據選擇節拍的數

量設定循環離開點。

!	在循環播放時設定自動節拍循環後，將維持目前的循環進入點，
且只會移動循環離開點。

按下播放機面板上的 [QUANTIZE] 後，此燈亮起。

開啟播放機面板上的 [QUANTIZE] 後設定自動節拍循環時，循

環點會自動設為最接近按下 [4]、[8]、[16] 或 [32] 時播放時

間點的節奏格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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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指令或循環

已設定的指令及循環點可以儲存並在稍候呼叫。	您可以使用在每

個音樂檔案上儲存最多 10 個指令或循環點。

在 DJ 播放機上可叫出並播放儲存的指令點與循環點（例如 CDJ-

2000nexus、CDJ-2000、CDJ-900、CDJ-850、MEP-4000）。

儲存您已設定的指令或循環點

1 設定指令點或循環點。

2 按一下 [MEMORY]。
儲存的時間點會顯示在指令／循環記憶按鍵中。

!	循環播放時按一下 [MEMORY] 可儲存循環點。	循環點會顯示
在指令／循環記憶按鍵中。

呼叫已儲存的指令或循環點

1 載入包含您要呼叫指令或循環點的音樂檔案至播放機面板。
指令點或循環點會顯示在指令／循環記憶按鍵中。

2 按一下指令／循環記憶按鍵即可開始從設定的指令 / 循環點位
置播放。
播放位置便會移動到選擇的點並暫停。

3 按一下 [f]。
開始播放或循環播放。

!	若要刪除已儲存的指令點或循環點，請按一下您要刪除指令 /
循環點的指令／循環記憶按鍵右側的 [7]。

 � 將已儲存的循環設定為使用中循環

叫出已儲存的循環後，[MEMORY] 顯示器會切換為 [ACTIVE]。	

若要將已儲存的循環設為使用中循環，請按一下 [ACTIVE]。

!	儲存在使用中循環的指令／循環呼叫按鍵將會反白。
!	有關使用中循環的說明，請參閱個別 DJ 播放機的操作手冊（即
CDJ-2000nexus）。

 � 擷取循環並另存為 WAVE 檔案

若要擷取循環並另存為 WAVE 檔案，請在播放循環時於播

放機面板上放大的波形顯示幕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選擇

[另存此循環為 WAV 檔 ]。

!	擷取循環項目另存為 WAVE 檔案（48	kHz 取樣頻率，16 位元量
化）並新增至 rekordbox 音樂集合中。在 [集合 ] 窗格上的標

題欄位中顯示另存檔案時，會出現 WAVE 檔案的指定檔名。

!	如需有關使用儲存的循環項目（WAVE 檔案）資訊，請參閱個別
DJ 主機（例如 RMX-1000、XDJ-AERO）的操作手冊。

儲存熱指令點

指令及循環點皆儲存為熱指令點時，可立即播放。	每個音樂檔案

最多可設定三個熱指令點。

在 DJ 播放機上可叫出並播放儲存的熱指令點（例如 CDJ-

2000nexus、CDJ-2000、XDJ-R1）。

儲存指令或循環點為熱指令點

在播放或暫停模式中，於您要儲存為熱指令點的位置按一下其中一
個 [HOT CUE] 按鍵（A、B 或 C）。
按下按鍵時的播放（或暫停）時間點會儲存為熱指令點。	儲存的

時間點會顯示在 [HOT CUE]。

!	在循環播放時按一下 [HOT CUE] 按鍵後，目前播放的循環點
將儲存為熱指令點。

按下播放機面板上的 [QUANTIZE] 後，此燈亮起。

開啟播放機面板上的 [QUANTIZE] 後設定熱指令點時，熱指令

點會自動設為最接近按下 [HOT CUE] 時播放時間點的節奏格線

點。

呼叫及播放儲存的熱指令點

按一下顯示錄製播放位置的 [HOT CUE]。
立即開始從按鍵中錄製的時間點播放。

!	若要刪除錄製播放點，請按一下要刪除 [HOT CUE] 右側上的
[7]。

呼叫已儲存的指令或循環點，然後儲存為熱指令點

1 載入包含已儲存指令或循環點的音樂檔案至播放機面板。
指令點或循環點會顯示在指令／循環記憶按鍵中。

2 按一下您要設為熱指令的指令／循環記憶按鍵。
播放位置便會移動到選擇的點並暫停。

3 按一下您要儲存熱指令點的 [HOT CUE] 按鍵（A、B 或 C）。
錄製播放位置會顯示在 [HOT CUE] 按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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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播放清單整理音樂檔案

您可在表演前建立播放清單，以整理 rekordbox 上的音樂集合。

建立新播放清單

1 按一下 。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播放清單 ]窗格。

2 按一下 [ 播放清單 ] 資料夾右邊的 。
[ 未命名的播放清單 ]會新增至 [播放清單 ]資料夾中。

!	在 [ 播放清單 ]資料夾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選擇 [建立新的播放
清單 ]也可以新增播放清單。

3 在電腦鍵盤上輸入播放清單的名稱，然後按下 [Enter] 鍵。
隨即變更播放清單的名稱。

4 按一下 右側的 。
[ 播放清單 ]及 [ 集合 ] 窗格會分別顯示在瀏覽器面板的左右側。

5 將音樂檔案從 [ 集合 ] 窗格拖曳到 [ 播放清單 ] 窗格中。
音樂檔案即新增至播放清單。

!	從 [ 橋接器 ] 窗格、[ 標籤清單 ]窗格或其他播放清單中拖曳
音樂檔案，也可新增至播放清單中。

!	若要刪除播放清單，請選擇播放清單，然後按下電腦鍵盤上的
[Delete] 鍵。

!	若要刪除播放清單中的音樂檔案，請選擇音樂檔案，然後按下
電腦鍵盤上的 [Delete] 鍵。

匯入外部檔案以新增播放清單

播放清單的檔案格式可匯入為 M3U 及 PLS（副檔名：“m3u”、“pls”）。

1 按一下 。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播放清單 ]窗格。

2 選擇 [ 檔案 ] 選單 > [ 匯入 ] > [ 播放清單 ]。
[ 匯入播放清單 ]畫面開啟。

3 選擇儲存播放清單檔案的資料夾或檔案名稱，然後按一下 [ 開
啟 ]。
播放清單新增至 [播放清單 ]窗格。

並載入及顯示播放清單中音樂檔案的標籤資訊，然後開始分析音

樂檔案（l	第 27頁	上音樂分析）。

從 iTunes 資料庫中新增播放清單

若電腦上已安裝 iTunes，即可匯入 iTunes 資料庫中的播放清單，

並儲存為 rekordbox 播放清單。

1 按一下 。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播放清單 ]窗格。

2 按一下 右側的 。
[ 播放清單 ]及 [ 橋接器 ] 窗格會分別顯示在瀏覽器面板的左右

側。

3 在 [ 橋接器 ] 窗格樹狀檢視上按一下 [iTunes] 左側的 ，然後

按一下 [ 播放清單 ] 左側的 。
iTunes 播放清單會顯示在 [橋接器 ]窗格上。

!	若 iTunes 播放列表未顯示在 [橋接器 ]窗格的樹狀檢視上，請
在 [喜好設定 ]畫面上進行必要的設定變更（l	第 27頁	上
iTunes	資料庫檔案）。

4 將 iTunes 播放清單從 [ 橋接器 ] 窗格拖曳到 [ 播放清單 ] 窗格中。
播放清單新增至 [播放清單 ]窗格。

接著從 iTunes 載入及顯示播放清單中音樂檔案的資訊，然後開始

分析音樂檔案（l	第 27頁	上音樂分析）。
!	也可以在[橋接器]窗格樹狀檢視的iTunes播放列表上按一下
右鍵，然後選擇 [匯入播放清單 ]來新增播放列表。

利用與您 iTunes 播放清單相同的方式，可讓 XML 格式的播放清

單庫顯示在 [橋接器 ]窗格中，且其播放清單會新增至 [播放清

單 ]窗格。	若要顯示 XML 資料庫，其檔案路徑必須透過 [喜好

設定 ]畫面（l	第 27頁	上匯入資料庫）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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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資料夾整理播放清單

1 按一下 。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播放清單 ]窗格。

2 在 [ 播放清單 ] 資料夾上按一下右鍵並選擇 [ 建立新資料夾 ]。
[ 未命名的資料夾 ]會新增至 [播放清單 ]資料夾中。

3 在電腦鍵盤上輸入資料夾的名稱，然後按下 [Enter] 鍵。

4 拖曳播放清單至新建立的資料夾中。
播放清單即移至新建立的資料夾下。

!	若要刪除資料夾，請選擇資料夾，然後按下電腦鍵盤上的
[Delete] 鍵。	該資料夾包含的所有播放清單及資料夾都會刪

除。

新增專輯封面影像至播放清單

可新增至播放清單的專輯封面影像檔案格式為 JPEG 或 PNG（副檔

名：“jpg”、“jpeg”、“png”）。

1 在播放清單上按一下右鍵並選擇 [ 新增專輯封面 ]。
[ 新增專輯封面 ]畫面開啟。

2 選擇儲存影像檔案的資料夾及檔案名稱，然後按一下 [ 開啟 ]。
專輯封面影像即新增至播放清單。

!	在播放清單上按一下右鍵後，會顯示新增的專輯封面影像。

變更播放清單中曲目的順序

1 按一下顯示曲目順序欄位的標題。
每次按下時，都會在遞增及遞減順序間切換排列。

2 拖曳音樂檔案並變更曲目順序。

!	若以任何音軌順序以外的欄標題來排序歌曲，則無法拖曳音樂
檔案且無法錄製清單。

 � 使用音樂檔案資訊變更曲目的順序

1 按照您要錄製的類型按一下欄位標頭。
每次按下時，都會在遞增及遞減順序間切換排列。

2 在欄位標頭的名稱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選擇 [ 重新排列音軌順
序 ]。
曲目會重新編號以符合新排序的曲目順序。

在文字檔案中儲存播放清單資訊

1 在播放清單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選擇 [ 另存資訊為文字檔 ]。
[ 另存資訊為文字檔 ]畫面開啟。

2 選擇您要儲存檔案的位置（資料夾）、輸入檔案名稱，然後按一
下 [ 儲存 ]。
在指定資料夾中會建立有指定名稱的文字檔案。

[播放清單 ]窗格中顯示的播放清單資訊會儲存在文字檔案中。

儲存在文字檔案中的播放清單格式，可透過開啟及關閉 [播放清

單 ]窗格中的顯示欄位（項目名稱）及重新排列欄位（項目名稱）

進行自訂（l	第 12頁	上開啟及關閉欄位標頭的顯示畫面並變
更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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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熱指令點庫清單整理熱指令

	

不同音樂檔案的指令／循環點資訊可儲存在三個熱指令庫。	三個

熱指令庫（A、B、C）組合稱之為熱指令庫清單。

在多重熱指令庫清單間轉動將可因改善指令效能範圍而升起DJ表

演品質上的橫條。

!	部分 DJ 播放機上無法載入熱指令點庫清單（如 CDJ-900、CDJ-
850、CDJ-350、MEP-4000、XDJ-AERO、XDJ-R1）。

建立新熱指令庫清單

1 按一下 。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熱指令點庫清單 ]窗格。

2 按一下 [ 熱指令點庫清單 ] 資料夾右邊的 。
[未命名的熱指令點庫清單]會新增至[熱指令點庫清單]資料夾

中。

!	在 [ 熱指令點庫清單 ]資料夾上按一下右鍵並選擇 [建立新的
熱指令點庫清單 ]，也可以新增熱指令庫清單。

3 在電腦鍵盤上輸入清單的名稱，然後按下 [Enter] 鍵。
熱指令點庫清單的名稱已變更。

!	若要刪除熱指令庫清單，請選擇熱指令庫清單，然後按下電腦
鍵盤上的 [Delete] 鍵。

在熱指令庫中登錄指令及循環點

在播放或暫停模式中，於您要在熱指令庫中登錄的位置按一下其中
一個熱指令點庫按鍵（A、B 或 C）。
當按下按鍵登錄為熱指令點庫時，就會播放（或暫停）該點。	登

錄播放點會顯示在熱指令點庫按鍵旁。

!	在循環播放時按一下熱指令點庫按鍵後，目前播放的循環點將
登錄為熱指令點庫。

檢查登錄熱指令庫

按一下顯示登錄播放點上的熱指令點庫按鍵。
透過按鍵參考與指令／循環點相關連的音樂檔案會載入至播放機

面板，並從登錄點開始播放。

!	若要刪除登錄的指令／循環點，請按一下要刪除熱指令點庫按
鍵指令循環點右側的 [7]。

呼叫已儲存的指令或循環點，再登錄至熱指令庫

1 載入包含已儲存指令或循環點的音樂檔案至播放機面板。
指令點或進入循環點會顯示在指令／循環記憶按鍵中。

2 按一下您要在熱指令庫中登錄的指令／循環記憶按鍵。
播放位置便會移動到選擇的點並暫停。

3 按一下您要在指令／循環點登錄的熱指令點庫按鍵（A、B 或 C）。
登錄指令／循環點會顯示在熱指令點庫按鍵旁。

呼叫已儲存的熱指令，並登錄至熱指令庫

1 載入熱指令已儲存至播放機面板的音樂檔案。
儲存播放點會顯示在 [HOT CUE] 中。

2 若正在播放音樂檔案，請按一下 [f]。
播放已暫停。

3 按一下您要在熱指令庫中登錄的 HOT CUE。
播放位置便會移動到選擇的點並暫停。

4 按一下您要在指令／循環點登錄的熱指令點庫按鍵（A、B 或 C）。
登錄指令／循環點會顯示在熱指令點庫按鍵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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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資料夾整理熱指令點庫清單

1 按一下 。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熱指令點庫清單 ]窗格。

2 在 [ 熱指令點庫清單 ] 資料夾上按一下右鍵並選擇 [ 建立新資料
夾 ]。
[ 未命名的資料夾 ]會新增至 [熱指令點庫清單 ]資料夾中。

3 在電腦鍵盤上輸入資料夾的名稱，然後按下 [Enter] 鍵。

4 拖曳熱指令點庫清單至新建立的資料夾。
熱指令點庫清單將移至新建立的資料夾下。

!	若要刪除資料夾，請選擇資料夾，然後按下電腦鍵盤上的
[Delete] 鍵。	該資料中的所有熱指令庫清單及包含的資料夾

都會刪除。

新增專輯封面影像到熱指令點庫清單中

可新增的專輯封面影像檔案格式為 JPEG 或 PNG（副檔名：“jpg”、

“jpeg”、“png”）。

1 在熱指令點庫清單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選擇 [ 新增專輯封面 ]。
[ 新增專輯封面 ]畫面開啟。

2 選擇儲存影像檔案的資料夾及檔案名稱，然後按一下 [ 開啟 ]。
專輯封面影像即新增至熱指令點庫清單中。

!	在熱指令庫清單上按一下右鍵後，會顯示已新增的專輯封面影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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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DJ 主機播放

使用 USB 裝置播放

	 	 	 	 	

	 	

您可以使用 USB 裝置（隨身碟或硬碟），將音樂檔案和以 rekordbox

儲存的相關資訊提供給 DJ 播放機，而不需要將電腦搬到 DJ	booth

旁邊。

!	有關可於先鋒 DJ 播放機上載入及播放的音樂檔案（檔案格式），
請參閱操作手冊以瞭解個別 DJ 播放機的資訊。

!	某些 DJ 播放機（如 CDJ-2000nexus 或 CDJ-2000），則可以使用
除 USB 裝置以外的 SD 記憶卡。

!	部分 DJ 播放機上無法載入熱指令點庫清單（如 CDJ-900、CDJ-
850、CDJ-350、MEP-4000、XDJ-AERO、XDJ-R1）。

連接 USB 裝置與電腦

1 將 USB 裝置插入電腦。

!	某些 DJ 播放機（如 CDJ-2000nexus 或 CDJ-2000），則可以使用
SD 記憶卡，而不能使用 USB 裝置。

2 按一下 。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裝置 ] 窗格。

3 按一下您要用於表演的 USB 裝置 。
USB 裝置設定會顯示在 [裝置 ] 窗格中。

 � 連接的行動裝置支援無線 LAN（Wi-Fi®）

在 [裝置 ] 窗格上，rekordbox 音樂檔案不僅可傳輸至 USB 裝置及

SD 記憶卡，也可傳輸至支援無線 LAN（Wi-Fi®）的行動裝置（如

iPhone、Android™裝置等）。

先將行動裝置上rekordbox的行動裝置版本設為通訊待機模式，然

後再按一下 [裝置 ] 窗格左下方的 。

偵測到電腦區域中的行動裝置並建立連結後，行動裝置的名稱將

顯示在 [裝置 ] 窗格上。

!	有關可與行動裝置 rekordbox 功能建立關連的功能及其操作手
冊的詳細資訊，可至 rekordbox 線上支援網站查詢（l	第 31
頁	上使用線上支援網站）。

 � USB 裝置設定

可變更用於個別 USB 裝置的設定。

一般

裝置名稱
裝置連接 DJ 播放機後，可設定要顯示的

名稱。

背景色彩
裝置連接 DJ 播放機後，可設定要顯示的

背景色彩。

類別

指定要在DJ播放機上使用的類別項目及顯示順序。	有

關使用 DJ 播放機資料庫瀏覽功能的詳細說明，請參閱

個別 DJ 播放機的操作手冊。

排序

指定要在DJ播放機上使用的排序項目及顯示順序。	有

關使用 DJ 播放機資料庫瀏覽功能的詳細說明，請參閱

個別 DJ 播放機的操作手冊。

欄

瀏覽 DJ 播放機主機顯示幕上的音樂檔案（即 CDJ-

2000nexus）時，可指定要顯示在標題最右側的使用者設

定類別。

色彩

將 DJ 播放機上的音樂檔案類別分類為八種色彩的色彩

代碼註解，可進行編輯。	有關使用 DJ 播放機資料庫瀏

覽功能的詳細說明，請參閱個別 DJ 播放機的操作手冊。

傳輸音樂檔案至 USB 裝置

1 按一下 。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裝置 ] 窗格。

2 按一下 左側的 以選擇要傳輸音樂檔案的位置，然後按一
下 [ 全部音軌 ]。

3 按一下 右側的 。
[ 裝置 ] 及 [ 集合 ] 窗格會分別顯示在瀏覽器面板的左右側。

4 將音樂檔案從 [ 集合 ] 窗格拖曳到 [ 裝置 ] 窗格中。
音樂檔案及其相關資訊將傳輸至 USB 裝置。

!	也可透過從 [橋接器 ]窗格拖曳至 [裝置 ] 窗格來傳輸音樂檔
案。

!	若要刪除 USB 裝置中的音樂檔案，請在 [裝置 ] 窗格中選擇音
樂檔案，然後按下電腦鍵盤上的 [Delete] 鍵。

針對某些 DJ 播放機（例如 MEP-4000、XDJ-R1），不但需要將音

樂檔案傳輸到 USB 裝置，也需要同時在 USB 裝置上建立特殊資料

庫（集合、播放清單等資料庫）（l	第 28頁	上建立供以下項目
使用的資料庫）。

 � 使用量化功能播放 DJ 播放機或 DJ 混音器

執行指令操作及 DJ 播放機上的循環播放時（例如 CDJ-2000nexus、

CDJ-2000、CDJ-900、XDJ-AERO、XDJ-R1），使用 rekordbox 偵測

及調整的音樂檔案節奏格線可搭配量化功能使用。	此外，若 DJ

播放機（如 CDJ-2000nexus、CDJ-2000、CDJ-900）與 DJ 混音器

（如 DJM-2000nexus、DJM-2000、DJM-900nexus）透過 LAN 連接線

連接，在播放產生的音效時可使用量化功能。

!	有關使用 DJ 播放機和 DJ 混音器量化功能的說明，請參閱個別
DJ 主機的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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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多部 DJ 播放機間使用節奏同步功能以進行播放

使用 rekordbox 偵測及調整音樂檔案的節奏格線時，可在由 PRO	

DJ	LINK 或左右唱盤（例如 XDJ-AERO、XDJ-R1）連接的多部 DJ 播

放機（例如 CDJ-2000nexus）混合同步化節拍（BPM）與節奏。

!	有關在 DJ 播放機上使用節奏同步功能的說明，請參閱個別 DJ
播放機的操作手冊。

 � 使用熱指令以在 DJ 播放機上播放

為音樂檔案儲存的熱指令（A、B及 C）可在 DJ 播放機上叫出（例

如 CDJ-2000nexus、CDJ-2000 或 XDJ-R1）及播放。

!	有關使用為 DJ 播放機上音樂檔案儲存的熱指令（A、B及 C）
說明，請參閱個別 DJ 播放機的操作手冊。

!	使用某些 DJ 播放機（即 CDJ-2000nexus、XDJ-R1）時，在選擇
音樂檔案並載入至 DJ 播放機上後，可同時載入為音樂檔案儲存

的熱指令（A、B及 C），強制更換 DJ 播放機的熱指令（A、B

及 C）（l	第 27頁	上匯入後啟動熱指令點自動載入 CDJ）。
!	若要使用不同音樂檔案的熱指令（A、B及 C）組合進行播放，
則必須建立熱指令庫清單並傳送至 USB 裝置。

傳輸播放清單至 USB 裝置

1 按一下 。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裝置 ] 窗格。

2 按一下 左側的 選擇您要傳輸播放清單的位置，然後再按

一下 [ 播放清單 ] 資料夾左側的 。

3 按一下 右側的 。
[ 裝置 ] 及 [ 播放清單 ]窗格會分別顯示在瀏覽器面板的左右側。

4 將播放清單從 [ 播放清單 ] 窗格拖曳至 [ 裝置 ] 窗格。
播放清單及其包含的音樂檔案將傳輸至 USB 裝置。

!	也可透過從 [橋接器 ]窗格拖曳至 [裝置 ] 窗格來傳輸播放清
單。

!	若要刪除 USB 裝置中的播放清單，請在 [裝置 ] 窗格中選擇播
放清單，然後按下電腦鍵盤上的 [Delete] 鍵。

視 USB 裝置在播放時連接的 DJ 播放機而定，播放清單的名稱及

USB裝置的資料夾結構可能會受到限制。	在連接USB裝置進行播

放的限制方面，請參閱個別 DJ 播放機的操作手冊（即 MEP-4000、

XDJ-R1）。

傳輸熱指令庫清單至 USB 裝置

	

若要使用不同音樂檔案的熱指令（A、B及 C）組合進行播放，則

必須提前建立熱指令點庫清單（l	第 19頁	上使用熱指令點庫
清單整理熱指令）。

1 按一下 。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裝置 ] 窗格。

2 按一下 左側的 選擇您要傳輸熱指令庫清單的位置，然後

再按一下 [ 熱指令點庫清單 ] 資料夾左側的 。

3 按一下 右側的 。
[裝置 ]及 [熱指令點庫清單]窗格會分別顯示在瀏覽器面板的左

右側。

4 將熱指令點庫清單從 [ 熱指令點庫清單 ] 窗格拖曳至 [ 裝置 ] 窗
格。
熱指令庫清單及其包含的音樂檔案將傳輸至 USB 裝置。

!	若要刪除 USB 裝置中的熱指令庫清單，請在 [裝置 ] 窗格中選
擇熱指令庫清單，然後按下電腦鍵盤上的 [Delete] 鍵。

中斷 USB 裝置與電腦的連接

1 按一下 。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裝置 ] 窗格。

2 按一下您要中斷連接電腦的 圖示右側的 。

3 中斷 USB 裝置與電腦的連接。

!	也可透過在對應 圖示上按一下右鍵，並選擇 [中斷連接 USB
裝置 ] 來中斷連接 USB 裝置。

在 [喜好設定 ]畫面設定 [建立供以下項目使用的資料庫 ]時，

會顯示在 右側的 。按下 時，就會開始建立MEP-

4000 或 XDJ-R1 專用資料庫。在中斷 USB 裝置與電腦的連接前

（l		第 28頁	上建立供以下項目使用的資料庫）請等待此動作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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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連接 USB 裝置與 DJ 播放機進行播放

USB 裝置（隨身碟或硬碟）可攜至 DJ	booth 以轉換音樂檔案，並

將儲存在 rekordbox 上的相關資料傳送至 DJ 播放機。

!	某些 DJ 播放機（如 CDJ-2000nexus 或 CDJ-2000），則可以使用
除 USB 裝置以外的 SD 記憶卡。

!	部分 DJ 播放機上無法載入熱指令點庫清單（如 CDJ-900、CDJ-
850、CDJ-350、MEP-4000、XDJ-AERO、XDJ-R1）。

!	針對某些 DJ 播放機（即 MEP-4000、XDJ-R1），顯示 USB 裝置的
資料夾及播放清單時會受到限制。

!	有關連接 USB 裝置與 DJ 播放機及使用 USB 裝置進行播放的說
明，請參閱個別 DJ 播放機的操作手冊。

根據 DJ 播放機上播放曲目的順序建立播放清單

	 	 	 	

1 將在 DJ 播放機上播放之 USB 裝置連接至電腦。
DJ 播放機的播放記錄儲存在 USB 裝置上時，[另存記錄為播放清

單 ]畫面會開啟。

2 按一下 [ 是 ]。
播放清單（如 HISTORY	2010y12m31d）會依據播放記錄中的音軌順

序而建立，並新增至 [播放清單 ]窗格中。

!	建立播放清單時，便會將儲存在 USB 裝置上的播放記錄刪除。

 � 在 [ 另存記錄為播放清單 ] 畫面上選擇 [ 否 ] 時

尚未另存為播放清單的播放記錄不會自 USB 裝置中刪除。	在 [裝

置 ] 窗格中可檢視剩餘的播放記錄，以及手動另存為播放清單。

1 按一下 。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裝置 ] 窗格。

2 按一下 [ 記錄 ] 資料夾左邊的 。
DJ 播放機播放記錄清單會顯示在 [裝置 ] 窗格上。

3 在您想要儲存的播放記錄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選擇 [ 另存播放清
單 ]。
播放清單（如 HISTORY	2010y12m31d）會依據播放記錄中的音軌順

序而建立，並新增至 [播放清單 ]窗格中。

!	建立播放清單時，便會將儲存在 USB 裝置上的播放記錄刪除。

更新在 DJ 播放機上修改的音樂檔案資訊集合

	 	 	 	 	

1 將在 DJ 播放機上播放之 USB 裝置連接至電腦。

2 按一下 。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裝置 ] 窗格。

3 在您要匯入資訊的 USB 裝置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選擇 [ 更新集
合 ]。
開始更新音樂檔案資訊時[使用	USB	裝置更新集合]畫面會開啟，

完成更新後隨即關閉。

!	下列資訊也會更新。
—	指令點及循環點
—	熱指令
—	節奏格線
—	曲目資訊（色彩、分級、註解）

!	若您在更新過程中按一下 [取消 ]，便會關閉 [使用	USB	裝置
更新集合 ]視窗。

在 DJ 播放機上建立載入的播放清單檔案

	 	 	 	 	

在 DJ 播放機上建立的播放清單會儲存至 USB 裝置上。

勾選在 DJ 播放機上的 [裝置 ] 窗格中所建立的播放清單，然後再

載入至 [播放清單 ]窗格。

1 按一下 。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裝置 ] 窗格。

2 按一下 左側的 選擇您要載入播放清單的位置，然後再按

一下 [ 播放清單 ] 資料夾左側的 。
就會顯示 [裝置 ] 窗格上儲存於 USB 裝置的播放清單。

3 將要載入的播放清單從 [ 橋接器 ] 窗格拖曳到 [ 播放清單 ] 窗格
中。
播放清單新增至 [播放清單 ]窗格。

!	在您要載入至 [裝置 ] 窗格的播放清單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選
擇 [匯入播放清單 ]也可載入播放清單。

!	若在 [ 播放清單 ]窗格中已存在相同名稱的播放清單，則播放
清單名稱末尾會新增一組數字。

若有在 DJ 播放機上建立播放清單中的音軌未在 rekordbox 集合

中登錄，載入播放清單時就會移除這些音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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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至 LAN 播放

	 	 	 	 	

	

若以 LAN 連接線或無線 LAN 連接電腦至 DJ 播放機，皆可即時將

rekordbox 音樂檔案及資料載入至 DJ 播放機上。

以 LAN 纜線連接 PRO	DJ	LINK 相容的 DJ 混音器與電腦時，可在 DJ

混音器的耳機上監控 rekordbox 音樂檔案。

建立連結（顯示連結狀態）

視電腦上使用的安全軟體及作業系統設定而定，有可能無法建立

與 DJ 主機的連結。

若無法建立連接，則必須清除任何已遭封鎖的程式與通訊連接埠

設定（l	第 30頁	上電腦上的通訊環境（程式、作業系統及網
路））。

1 連接電腦及 DJ 主機。

偵測到連接網路的 DJ 主機， 會顯示在瀏覽器面板的左下方。

!	有關連接說明，請參閱個別指定 DJ 主機和電腦的操作手冊。
!	使用交換集線器或 PRO	DJ	LINK 相容的 DJ 混音器連接後，最多
能共用四部 DJ 播放機的 rekordbox 音樂檔案與資料。

!	視通訊環境而定，有時可能需要自動取得網路位址。

2 按一下 。
啟用以 LAN 連接線或無線 LAN 連接 DJ 主機的通訊。

連結狀態面板（連結 DJ 主機的圖示）會顯示在瀏覽器面板的底部，

且 會切換為 。

!	當 顯示在連結狀態面板左側時代表已連接兩部電腦，且網
路中有一部電腦已安裝 rekordbox。

!	在左側連結狀態面板上顯示 時，代表電腦已使用無線 LAN
連接網路。

!	 [MIDI/HID]顯示在DJ主機圖示右側時，代表DJ主機正透過USB
控制項（MIDI 或 HID）與其他電腦通訊。

 � 重新排列顯示在連結狀態面板上的 DJ 主機圖示

向左右拖曳圖示可重新排列顯示在連結狀態面板上的DJ主機圖示

順序，以反映 DJ 主機的實際版面配置。

使用 DJ 混音器的耳機監控音樂檔案

	 	

若要使用 DJ 混音器的耳機監控 rekordbox 音樂檔案，請在執行

前透過 [喜好設定 ]畫面調整您的設定（l	第 27頁	上使用
PioneerDJ 混音器的「連接監視」功能）。

1 將音樂檔案從瀏覽器面板拖曳至播放機面板。
音樂檔案就會載入至播放機面板。

!	音樂檔案也可透過從瀏覽器面板拖曳至連結狀態面板上的
圖示，以載入至播放機面板。

2 按一下播放機面板上的 [f]。
開始播放。

rekordbox 音樂檔案的聲音會透過 LAN 連接線輸出至 DJ 混音器。

3 在耳機上監控 DJ 混音器 [LINK] 聲道的聲音。

!	有關操作 DJ 混音器的說明，請參閱個別 DJ 混音器的操作手冊。

載入音樂檔案至 DJ 播放機上

啟動 DJ 播放機的 [LOCK] 功能後，將無法載入音樂檔案，直到暫

停 DJ 播放機的播放。

1 按一下 。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集合 ] 窗格。

2 從 [ 集合 ] 窗格拖曳音樂檔案至連結狀態面板上的 圖示。
載入音樂檔案至 DJ 播放機上，並開始播放。

!	音樂檔案也可透過從 [播放清單 ]、[ 橋接器 ]、[ 標籤清單 ]
或 [ 記錄 ] 窗格拖曳至 DJ 播放機進行載入。

若從 [橋接器 ]窗格直接載入尚未分析的音樂檔案至 DJ 播放機

上，後續的分析處理可能會影響您的電腦效能。

若要緩和對電腦的影響並讓 DJ 播放機上載入的音樂檔案更順利

執行，請事先在 [喜好設定 ]畫面進行設定（l	第 27頁	上允
許 LAN 連線時的分析）。

 � 使用量化功能播放 DJ 播放機或 DJ 混音器

執行指令操作及 DJ 播放機上的循環播放時（例如 CDJ-2000nexus、

CDJ-2000、CDJ-900、XDJ-AERO），使用 rekordbox 偵測及調整

的音樂檔案節奏格線可搭配量化功能使用。	此外，若 DJ 播放機

（如 CDJ-2000nexus、CDJ-2000、CDJ-900）與 DJ 混音器（如 DJM-

2000nexus、DJM-2000、DJM-900nexus）透過 LAN 連接線連接，在

播放產生的音效時可使用量化功能。

!	有關使用 DJ 播放機和 DJ 混音器量化功能的說明，請參閱個別
DJ 主機的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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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多部 DJ 播放機間使用節奏同步功能以進行播放

使用 rekordbox 偵測及調整音樂檔案的節奏格線時，可在由 PRO	

DJ	LINK 或同步化左右唱盤（例如 XDJ-AERO）連接的多部 DJ 播放

機（例如 CDJ-2000nexus）混合同步化節拍（BPM）與節奏。

!	有關在 DJ 播放機上使用節奏同步功能的說明，請參閱個別 DJ
播放機的操作手冊。

利用 rekordbox 指定節拍（BPM）後，節拍（BPM）與節奏位置即

可在多部 DJ 播放機（例如 CDJ-2000nexus）間同步化（l	第 9
頁	上連結狀態面板）。

 � 使用熱指令以在 DJ 播放機上播放

為音樂檔案儲存的熱指令（A、B及 C）可在 DJ 播放機上叫出（例

如 CDJ-2000nexus 或 CDJ-2000）及播放。

!	有關使用為 DJ 播放機上音樂檔案儲存的熱指令（A、B及 C）
說明，請參閱個別 DJ 播放機的操作手冊。

!	使用某些 DJ 播放機（即 CDJ-2000nexus）時，在選擇音樂檔案
並載入至 DJ 播放機上後，可同時載入為音樂檔案儲存的熱指令

（A、B及 C），強制更換 DJ 播放機的熱指令（A、B及 C）（l	
第 27頁	上匯入後啟動熱指令點自動載入 CDJ）。

!	若要使用不同音樂檔案的熱指令（A、B及 C）組合進行播放，
則必須建立熱指令庫清單並載入至 DJ 播放機上。

將熱指令點庫清單載入至 DJ 播放機

	

若要使用不同音樂檔案的熱指令（A、B及 C）組合進行播放，則

必須提前建立熱指令點庫清單（l	第 19頁	上使用熱指令點庫
清單整理熱指令）。

1 按一下 。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熱指令點庫清單 ]窗格。

2 從 [ 熱指令點庫清單 ] 窗格拖曳熱指令庫清單至連結狀態面板上

的 圖示。
登錄在熱指令點庫清單中的熱指令點庫	(A、B及 C) 皆可載入至

DJ 播放機的熱指令	(A、B及 C) 按鍵中。

使用標籤清單共用音樂檔案

	 	 	

標籤清單是一種可執行即時瀏覽連接狀態面板中顯示的各DJ播放

機的清單。

從 rekordbox 新增音樂檔案至標籤清單時，標籤清單上的音樂檔

案可載入至 DJ 播放機上，並藉由操作 DJ 播放機播放。

1 按一下 。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集合 ] 窗格。

2 按一下 右側的 。
[ 集合 ] 及 [ 標籤清單 ]窗格會分別顯示在瀏覽器面板的左右側。

3 將音樂檔案從 [ 集合 ] 窗格拖曳到 [ 標籤清單 ] 窗格中。
音樂檔案新增至 [標籤清單 ]窗格。

!	音樂檔案及播放清單也可透過從 [播放清單 ]或 [ 橋接器 ] 窗
格中拖曳來新增。

!	最多可新增 100 個檔案。

 � 變更標籤清單上的音軌順序

1 按一下顯示曲目順序欄位的標題。
每次按下時，都會在遞增及遞減順序間切換排列。

2 拖曳音樂檔案並變更曲目順序。
若以任何音軌順序以外的欄標題來排序歌曲，則無法拖曳音樂檔

案且無法錄製清單。

 � 使用標籤清單在 DJ 播放機上播放

透過操作個別的 DJ 播放機，可將標籤清單上的音樂檔案載入並在

個別 DJ 播放機上播放，且在表演期間實際使用的標籤清單可另存

為 rekordbox 播放列表。

!	有關存取 DJ 播放機標籤清單的說明，請參閱個別 DJ 播放機的
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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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記錄

已在透過 LAN 連接線或無線 LAN 連接的 DJ播放機上播放音樂檔案

及其播放的順序，皆可在 [記錄 ] 窗格上檢查。

按一下 。
在瀏覽器面板上顯示 [記錄 ] 窗格。

只有在建立連結時，才會顯示 [記錄 ] 窗格。

中斷連結後，也可另存記錄為播放清單。

中斷連結（依據記錄建立播放清單）

1 按一下 。
與使用 LAN 連接線或無線 LAN 連接的 DJ 主機（如 CDJ-2000nexus、

CDJ-2000、CDJ-900、DJM-2000nexus、DJM-2000、DJM-900nexus、

XDJ-AERO）通訊將切斷，且 [另存記錄為播放清單 ]畫面開啟。

2 按一下 [ 是 ]。
依據播放記錄中顯示音軌順序的播放清單（如記錄	

2010y12m31d），可新增至 [播放清單 ]窗格中。

!	建立播放清單後，會刪除顯示在 [記錄 ] 窗格中的播放記錄。

 � 在 [ 另存記錄為播放清單 ] 畫面上選擇 [ 否 ] 時

在關閉 rekordbox 之前，可在 [記錄 ] 窗格中使用尚未另存為播

放清單的播放記錄。

!	重新建立連結並繼續播放時，新播放的音軌將新增在 [記錄 ]
窗格中剩下的音軌後。

!	若記錄留在 [記錄 ] 窗格中，在離開 rekordbox 後，[ 另存記
錄為播放清單 ]畫面會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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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訊

設定喜好設定

若要變更多項 rekordbox 設定，請在 [檔案 ] 功能表中選擇 [喜好設定 ] 以開啟 [喜好設定 ] 畫面。

喜好設定 : 一般

語言 設定要在顯示幕上使用的語言。

字型 設定瀏覽器面板上顯示的字元大小。

顯示工具提示 設定是否要顯示快顯提示。

音樂分析

模式

設定分析音樂檔案音波資訊的模式（l	第 10頁	上分析音樂檔案或音樂資料夾）。
!	普通：可優化較為一致節拍的曲目分析
!	動態：可優化含有明顯節拍變更的曲目分析

偵測調性	（匯入時） 設定是否要在新增音樂檔案至集合時偵測按鍵（l	第 10頁	上新增音樂檔案至集合）。
「PIONEER」資料夾 (分

析檔案 )
設定儲存分析音樂檔案音波資訊的位置。

允許 LAN 連線時的分析

設定是否要分析在連結至 DJ 主機時新增至收藏中的音樂檔案（l	第 24頁	上載入音樂檔
案至 DJ 播放機上）。

若在此停用分析，將暫停處理。	終止連結至 DJ 主機後，就會自動開始暫停的分析處理。

在 1.5.3 版之前自動調

整匯入 LAME 編碼的 mp3

檔案資訊

舊版 rekordbox（1.5.3 或之前）使用在 MP3 檔案中採 LAME 編碼的無間斷播放資訊。不

過目前的先鋒DJ播放機與rekordbox皆不使用在MP3檔案中採LAME編碼的無間斷播放資

訊。勾選 [節拍位置 ]後，即可修正節奏位置維持目前先鋒 DJ 播放機的規格，甚至可讓

目前版本的 rekordbox 保留採 LAME 編碼的 MP3 檔案，並透過舊版 rekordbox（1.5.3 或之

前）分析／調整。此外，在勾選 [CUE 点 ] 後，使用舊版 rekordbox（1.5.3 或之前）設定

並採 LAME 編碼的 MP3 檔案指令點與循環點也可以修正。利用目前版本 rekordbox 播放採

LAME 編碼的 MP3 檔案和匯出至 USB 等裝置時，此項修正處理程序將自動執行並更新資訊。

裝置
刪除播放清單的同時，

亦刪除清單內之曲目。

從 [裝置 ] 窗格刪除播放清單時，也會刪除 USB 裝置上（或 SD 記憶卡）的播放清單。執

行此操作時，此項設定可決定是否刪除 USB 裝置（或 SD 記憶卡）中的音樂檔案（l	第
22頁	上傳輸播放清單至 USB 裝置）。

若其他播放清單未使用音樂檔案，則只會刪除音樂檔案。

CDJ
匯入後啟動熱指令點自

動載入 CDJ

新增音樂檔案至集合時，設定是否要檢查 [資訊 ]窗格中的 [自動載入熱指定點至 CDJ]。	

檢查 [ 資訊 ] 窗格上用於 [自動載入熱指定點至 CDJ] 的音樂檔案後，這些檔案將載入 DJ

播放機（即 CDJ-2000nexus、XDJ-R1），且 DJ 播放機的熱指令（A、B及 C）將強制更換

為儲存的熱指令（A、B及 C）以供載入音樂檔案使用。

喜好設定 : 橋接器

iTunes

iTunes	資料庫檔案
指定 [橋接器 ]窗格中瀏覽的 iTunes 資料庫 XML 檔案（l	第 11頁	上從 iTunes 資料庫中
新增音樂檔案）。

將 iTunes 的「郡

組」資訊變更到

rekordbox 的「標籤」

資訊

設定是否要在從 iTunes 資料庫匯入音樂檔案資訊至 rekordbox 集合時，將 iTunes 群組資

訊儲存為 rekordbox 標籤資訊。

rekordbox	XML

匯出節奏格線的信

息

設定是否要在匯出資料庫資訊時，將 rekordbox 的節拍位置資訊輸出至 XML 檔案（l	第 28
頁	上匯出播放清單的信息）。

匯入資料庫

指定在 [橋接器 ]窗格中瀏覽的播放清單庫（XML 檔案的位置）。	如需可由 rekordbox 顯示

的相關播放清單庫最新資訊，請參閱 rekordbox 線上支援網站（l	第 31頁	上使用線上支
援網站）。

喜好設定 : 音訊

使用 PioneerDJ 混音器的「連接

監視」功能

設定是否要在由PRO	DJ	LINK連接的 DJ混音器耳機上監控rekordbox音樂檔案。（l	第 24頁	上使用
DJ 混音器的耳機監控音樂檔案）。

節拍器 設定在聆聽音樂檔案節奏格線時節拍器發出的音調（l	第 14頁	上其他圖示（節奏格線調整選單））。
音訊裝置 設定音訊輸出裝置。

取樣率

設定傳送至音訊裝置的音訊資料取樣頻率。

高取樣頻率可讓使用者獲得接近原始曲目的播放品質。	但是，由於聲音資料數量增加，因此聲音裝置

的工作量也會提高。

緩衝區大小

設定各資料傳輸中傳送至音訊裝置的取樣數量。

大型的緩衝區域則可降低產生聲音跳過（聲音中斷）現象的機率。	不過，由於傳輸延遲（延遲）的機

率增加，因此螢幕上顯示之音樂檔案的播放位置和實際的音樂輸出位置之間產生時間間隙的機率也會

提高。

輸出頻道 音訊裝置有多個輸出時，設定音訊輸出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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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好設定 : 鍵盤

鍵盤 指定鍵盤捷徑至播放機面板上的多個按鍵。

喜好設定 : 匯出

一般

名稱 設定要在 DJ 主機上顯示的此電腦名稱（如 CDJ-2000nexus 或 XDJ-AERO）。

建立供以下項目使

用的資料庫

設定是否要在 USB 裝置上建立 MEP-4000 或	XDJ-R1 專用的資料庫（集合、播放清單等資料

庫）。設定建立資料庫時，在與電腦中斷連接後即於 USB 裝置上建立 MEP-4000 或 XDJ-R1 專

用的資料庫（l	第 22頁	上中斷 USB 裝置與電腦的連接）。

類別
指定要在 DJ 播放機上使用的類別項目及顯示順序。	有關使用 DJ 播放機資料庫瀏覽功能的詳細說明，請參閱個

別 DJ 播放機的操作手冊。

排序
指定要在 DJ 播放機上使用的排序項目及顯示順序。	有關使用 DJ 播放機資料庫瀏覽功能的詳細說明，請參閱個

別 DJ 播放機的操作手冊。

欄
瀏覽 DJ 播放機主機顯示幕上的音樂檔案（即 CDJ-2000nexus）時，可指定要顯示在標題最右側的使用者設定類

別。

我的設定	

DJ 播放機的設定可儲存在 rekordbox 中並透過 USB 裝置、行動裝置或 PRO	DJ	LINK 反應在 DJ 播放機上。	可讓

使用者立即以常用的設定來設定 DJ 播放機，以便全神貫注在表演上。	有關利用「我的設定」儲存及叫出設定項

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個別 DJ 播放機（即 CDJ-2000nexus）的操作手冊。

喜好設定 : 色彩

色彩
將 DJ 播放機上的音樂檔案類別分類為八種色彩的色彩代碼註解，可進行編輯。	有關使用 DJ 播放機資料庫瀏覽

功能的詳細說明，請參閱個別 DJ 播放機的操作手冊。

!	匯出（類別 /排序 / 欄）及色彩設定值可套用至連結狀態面板上顯示的所有 DJ 播放機。
!	匯出（類別 /排序 / 欄）及色彩設定值也可套用為 [裝置 ] 窗格的預設值。	可變更用於個別 USB 裝置的設定（l	第 21頁	上連接
USB 裝置與電腦）。

功能表清單

[ 檔案 ] 選單

匯入	>	檔案 分析音樂檔案並新增至集合（l	第 10頁	上新增音樂檔案至集合）。

匯入	>	資料夾 分析資料夾中的音樂檔案並新增至集合（l	第 10頁	上新增音樂檔案至集合）。

匯入	>	播放清單
匯入播放清單檔案（M3U 或 PLS）、分析播放清單中的音樂檔案，並新增至 rekordbox 資料庫（集合、播放清單等

資料庫）（l	第 17頁	上匯入外部檔案以新增播放清單）。

資料庫	>	備份
備份 rekordbox 資料庫（集合、播放清單等資料庫）。

備份資料可使用新增至檔案名稱的日期儲存。

資料庫	>	還原
還原 rekordbox 資料庫（集合、播放清單等資料庫）。

可從多個備份檔案中選擇用於還原的資料。

匯出播放清單的信

息

將 rekordbox 媒體櫃中所有播放清單資訊（集合、播放清單等資料庫），以及播放清單中的音樂檔案資訊，匯出

為 XML	格式的單一檔案（l	第 27頁	上匯出節奏格線的信息）。

顯示所有的遺失檔

案
顯示因音樂檔案已刪除、移動等緣故而無法播放的集合（l	第 12頁	上更新遺失音樂檔案的檔案路徑）。

喜好設定 變更 rekordbox 中的多種設定（l	第 27頁	上設定喜好設定）。

結束 關閉 rekordbox。

[ 檢視 ] 選單

全螢幕 以全螢幕大小顯示 rekordbox 視窗。

顯示音軌播放機	

( 完全模式 )
顯示播放機面板。

顯示音軌播放機	

( 簡化模式 )

顯示播放機面板的精簡版本。

只能執行音樂檔案播放與暫停及音量調整操作。

隱藏音軌播放機
關閉播放面板的顯示畫面。

在瀏覽器面板上按兩下音樂檔案後即可播放。

[ 說明 ] 選單

操作手冊（PDF） 開啟本軟體的操作手冊。

線上手冊 連接至此軟體的線上手冊。

線上支援				 連接至本軟體的線上支援網站。

rekordbox 更新管理

器
連接至本軟體的更新網站。

關於 rekordbox 顯示本軟體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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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清單

若音樂檔案的標記資訊中不存在類型名稱，則該類型的代碼會轉換為下列英文類別之一。

0 Blues 藍調
1 Classic	Rock 古典搖滾
2 Country 鄉村
3 Dance 舞曲
4 Disco 迪斯可
5 Funk 放克音樂
6 Grunge 噪音搖滾
7 Hip-Hop 嘻哈
8 Jazz 爵士
9 Metal 金屬
10 New	Age 新世紀
11 Oldies 老歌
12 Other 其他
13 Pop 流行音樂
14 R&B R&B
15 Rap 說唱
16 Reggae 雷鬼
17 Rock 搖滾
18 Techno 電子舞曲
19 Industrial 工業
20 Alternative 另類
21 Ska 斯卡舞曲
22 Death	Metal 死亡金屬
23 Pranks Pranks
24 Soundtrack 原聲碟
25 Euro-Techno 歐洲電子樂
26 Ambient 情境
27 Trip-Hop 迷幻舞曲
28 Vocal 人聲
29 Jazz+Funk 爵士 + 放克
30 Fusion 融合音樂
31 Trance 催眠
32 Classical 古典
33 Instrumental 樂器
34 Acid 迷幻
35 House 室內
36 Game 遊戲
37 Sound	Clip 音效剪輯
38 Gospel 福音音樂
39 Noise 噪音
40 Alternative	Rock 另類搖滾
41 Bass 貝斯
42 Soul 靈魂樂
43 Punk 龐克
44 Space 太空音樂
45 Meditative 冥想音樂
46 Instrumental	Pop 器樂流行
47 Instrumental	Rock 器樂搖滾
48 Ethnic 種族音樂
49 Gothic 哥德式音樂
50 Darkwave 黑潮音樂
51 Techno-Industrial 電子工業舞曲
52 Electronic 電子樂
53 Pop-Folk 流行通俗音樂
54 Eurodance 歐洲舞曲
55 Dream 夢幻
56 Southern	Rock 南方搖滾
57 Comedy 喜劇
58 Cult 異教狂熱音樂
59 Gangsta 幫派
60 Top	40 Top	40
61 Christian	Rap 基督教說唱
62 Pop/Funk 流行 / 放克
63 Jungle 叢林
64 Native	American Native	American
65 Cabaret 夜總會
66 New	Wave 新浪潮
67 Psychedelic 迷幻
68 Rave 銳舞
69 Showtunes Showtunes
70 Trailer 預告片
71 Lo-Fi 低傳真
72 Tribal 種族
73 Acid	Punk 迷幻龐克

74 Acid	Jazz 迷幻爵士
75 Polka 波爾卡舞曲
76 Retro 復古
77 Musical 歌舞劇
78 Rock	&	Roll 搖滾樂
79 Hard	Rock 硬式搖滾
80 Folk 民歌
81 Folk/Rock 民歌搖滾樂
82 National	Folk 國家民謠
83 Swing 搖擺舞音樂
84 Fast	Fusion 快速融合
85 Bebop 比波普爵士樂
86 Latin 拉丁
87 Revival 懷舊
88 Celtic 凱爾特
89 Bluegrass 藍草音樂
90 Avantgarde 前衛
91 Gothic	Rock 哥德式搖滾
92 Progressive	Rock 前衛搖滾
93 Psychedelic	Rock 迷幻搖滾
94 Symphonic	Rock 交響搖滾樂
95 Slow	Rock 慢搖滾
96 Big	Band 大型樂團
97 Chorus 合唱團
98 Easy	Listening 輕音樂
99 Acoustic 聲樂
100 Humour Humour
101 Speech 演講
102 Chanson 香頌
103 Opera 歌劇
104 Chamber	Music 室內音樂
105 Sonata 奏鳴曲
106 Symphony 交響樂
107 Booty	Bass 亢奮貝斯
108 Primus Primus
109 Porn	Groove 情色音樂
110 Satire 諷刺詩文
111 Slow	Jam 慢即興演奏
112 Club 俱樂部
113 Tango 探戈
114 Samba 森巴
115 Folklore 民俗音樂
116 Ballad 民謠
117 Power	Ballad 強力情歌
118 Rhythmic	Soul 節奏靈魂
119 Freestyle 自由形式音樂
120 Duet 二重奏
121 Punk	Rock 龐克搖滾
122 Drum	Solo 鼓獨奏
123 A	Capella A	Capella
124 Euro-House 歐洲室內樂
125 Dance	Hall 舞廳
126 Goa Goa
127 Drum	&	Bass Drum	&	Bass
128 Club-House 俱樂部室內
129 Hardcore 哈扣金屬
130 Terror 驚悚
131 Indie 獨立流行
132 BritPop 英倫
133 Negerpunk 黑人龐克
134 Polsk	Punk 波蘭龐克
135 Beat 敲擊
136 Christian	Gangsta	Rap 基督教黑幫說唱
137 Heavy	Metal 重金屬
138 Black	Metal 黑色金屬
139 Crossover 跨界音樂
140 Contemporary	Christian 當代基督
141 Christian	Rock 基督搖滾
142 Merengue 美倫格舞曲
143 Salsa 薩爾薩舞曲
144 Thrash	Metal 鞭擊金屬
145 Anime 動畫片
146 Jpop Jpop
147 Synthpop Synth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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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請注意，先鋒對於客戶使用此軟體的相關操作合法性、道德性或可靠性概不負責。	操作本軟體時可能會因客戶電腦及本軟體的操作環

境，以及結合其他軟體使用的緣故而發生問題。

請注意，先鋒對於任何因使用本軟體而造成客戶登錄資訊遺失概不負責。	請另外記下您登錄的資訊並存放在安全的地方。

可載入及播放的音樂檔案（檔案格式）

請注意，只有列在下表中的音樂檔案才能利用本軟體載入及播放。

檔案格式

音樂檔案 相容格式 編碼方式 位元深度 位元率 取樣頻率 檔案副檔名

MP3 檔案

MPEG-1	AUDIO	LAYER-3 CBR,	VBR 16 位元
32	kbps	

至 320	kbps
32	kHz,	44.1	kHz,	48	kHz .mp3

MPEG-2	AUDIO	LAYER-3 CBR,	VBR 16 位元
16	kbps	

至 160	kbps
16	kHz,	22.05	kHz,	24	kHz .mp3

AAC 檔案 MPEG-4	AAC	LC CBR,	VBR 16 位元
8	kbps	

至 320	kbps

16	kHz,	22.05	kHz,	24	kHz,	

32	kHz,	44.1	kHz,	48	kHz
.m4a,	.mp4

WAVE 檔案 未壓縮 PCM
16 位元、24

位元
－ 44.1	kHz,	48	kHz .wav

AIFF 檔案 未壓縮 PCM
16 位元、24

位元
－ 44.1	kHz,	48	kHz

.aif,	

.aiff

!	可能無法讀取或播放音樂檔案，包括音訊及視訊或受版權保護之音樂檔案。
!	有關可於先鋒 DJ 播放機上載入及播放的音樂檔案（檔案格式），請參閱操作手冊以瞭解個別 DJ 播放機的資訊。

可寫入的錄製媒體（檔案系統）

請注意，只有顯示在下表中的 SD 記憶卡及 USB 裝置（隨身碟或硬碟）才能使用本軟體寫入。

檔案系統

錄製媒體 FAT16 FAT32 NTFS HFS HFS+

SD 記憶卡 1 1 3 3 3
USB 裝置 1 1 3 3 1

!	為確認 SD 記憶卡及 USB 裝置（隨身碟或硬碟）與您先鋒 DJ 播放機的相容性，請參閱各指定 DJ 播放機的操作手冊。
!	有關可與 rekordbox 結合使用的先鋒 DJ 播放機最新資訊，請參閱 rekordbox 線上支援網站。

電腦上的通訊環境（程式、作業系統及網路）

視電腦上使用的安全軟體及其作業系統的設定而定，與 DJ 主機或行動裝置的通訊可能會中斷。

若發生此現象，請務必檢查下列四個程式的設定，確保這些程式未遭封鎖：

!	 rekordbox.exe
!	 PSvNFSd.exe
!	 PSvLinkSysMgr.exe
!	 edb_streamd.exe
啟用電腦網際網路連線共用時，其他連接 LAN 的電腦或 DJ 主機的通訊可能會發生問題。	在連接電腦至 LAN 前，請停用電腦網際網路連

線共用。

停用電腦網際網路共用的方式如下所述。

!	 Mac	OS	X：	開啟 [系統偏好設定 ]，然後在 [Internet 與無線 ] 取消勾選 [共享 ] 下的 [Internet 共享 ]。

!	 Windows：	開啟 [區域連線內容 ]，然後在 [進階 ] 取消勾選 [網際網路連線共用 ] 下的 [允許其他網路使用者透過這台電腦的網際
網路連線來連線 ]。

若網路（IP 位址、連接埠號碼等）受到路由器或其他通訊裝置限制，與 DJ 主機或行動裝置的通訊也可能會中斷。

有關通訊裝置、安全防護軟體及您正在使用作業系統的設定詳細資料，請聯絡個別製造商或業務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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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線上支援網站

詢問 rekordbox 操作程序或技術問題前，請詳閱 rekordbox 操作手冊及線上手冊，然後再核對 rekordbox 線上支援網站上的 FAQ。

	 <rekordbox	線上支援網站 >

	 http://rekordbox.com/

!	在詢問有關 rekordbox 的問題之前，需先至 rekordbox 線上支援網站進行使用者登錄。
!	您需要在使用者登錄時輸入您的授權金鑰，請務必隨身攜帶。	此外，請確定不要忘記使用者登錄指定的登入名稱（您的電子郵件地
址）及密碼，以及授權金鑰。

!	日本先鋒公司收集您的個人資訊並作為下列用途：
1	 提供購買產品客戶支援服務

2	 透過電子郵件通知您有關產品或活動資訊

3	 透過產品企畫調查反應意見

—	您的個人資訊將按照本公司的隱私權政策嚴格保密。
—	先鋒的隱私權政策可至 rekordbox 線上支援網站檢視。

!	詢問有關 rekordbox 時，請務必提供您電腦的類型及規格（CPU、安裝記憶體、其他連接的周邊裝置等）、作業系統與使用版本，以
及與面臨問題相關的具體資訊。

—	如需詢問有關以非本先鋒產品的周邊裝置及技術支援來配置電腦的詳細資訊，請聯絡指定製造商或零售商。
!	更新版本將於日後釋出，改善 rekordbox 的功能及效能。	更新程式將可在 rekordbox 線上支援網站下載。	我們強烈建議您執行這
些更新，並總是使用最新的 rekordbox 版本。

版權警告

!	禁止使用 rekordbox 播放及複製防拷音樂內容。
—	如果防拷加密資料嵌入錄製媒體中，則無法正常操作程式。
—	如果偵測到防拷加密資料嵌入錄製媒體中，則可能會停止播放、分析及其他操作。

!	您錄製的材料僅可供自己聆聽，未經著作權所有人的許可，不可用作其他用途。
—	從 CD 及其他媒體錄製的音樂可能受個別國家的著作法及國際慣例保護。	您要負責自行錄製內容在法律上的責任。
—	處理自網際網路上下載的音樂時，下載音樂者必須確認所使用之音樂遵守下載音樂網站之規定。

商標、授權等

!	先鋒及 rekordbox 皆為日本先鋒公司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	 Microsoft®、Windows	Vista®及 Windows®皆為 Microsoft	Corporation 於美國及／或其他國家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	 Apple、Finder、iPhone、iTunes、Macintosh 及 Mac	OS 均是 Apple	Inc. 在美國及其他國家已經註冊之商標。
!	 Android™是 Google 公司的商標。

!	 Wi-Fi®是在 Wi-Fi 聯盟的注冊商標。

!	取得 Fraunhofer	IIS 及 Thomson	Multimedia 授權後，可提供 MP3 音訊壓縮技術。
	 本產品已獲非營利使用之授權。	本產品未獲商業用途之授權（供營利使用），如播送（無線電視、衛星、有線電視或其他類型的播

送方式）、	網際網路串流、內部網路（公司網路）或其他類型之網路，或散佈電子資訊（線上數位音樂傳輸服務）。	您必須取得有關

此類使用的授權。	如需詳細資料，請瀏覽 http://www.mp3licensing.com	。

!	此處提及之公司及產品名稱皆為個別擁有者所有之商標。

©2009	日本先鋒公司。
版權所有。

日本先鋒公司
1-1,	Shin-ogura,	Saiwai-ku,	Kawasaki-shi,	Kanagawa	212-0031,	Japan

<DRI1010-R>

rekordbox 版本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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