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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阅读本说明书
! 感谢您惠购先锋 DJ 产品。
务必阅读本说明书和使用说明书（快速入门）。
它们都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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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本文档中，计算机上显示的屏幕、菜单和触
摸按钮名称以及产品上显示的按钮和端子名
称均用括号表示。
示例 ：
— 触摸 [SLIP]。
— 按下 [CUE] 按钮。
— 显示 [UTILITY] 画面。
— 单击 Windows[ 开始 ] 菜单按钮，然后单击
[ 所有程序 ] > [Pioneer] > [rekordbox
3.x.x] > [rekordbox 3.x.x]。
— 将 LAN 电缆正确连接至 [LINK] 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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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本机为一款 DJ 播放机，融合了会所播放机世界标
准的先锋 DJ 产品的 CDJ 系列技术。使用曲目不但
能够在 USB 设备和计算机而且还可以在移动设备
（智能电话等）上轻松驾驭全方位 DJ 表演。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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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 DJ LINK
功能包括使用 USB 设备（闪存驱动器和硬盘）的
“USB 导出”以及使用安装了 rekordbox 的电脑的
“rekordbox LINK 导出”。

USB 导出
本功能使之可以用 USB 设备来传输 rekordbox 音
乐文件和管理数据。这使您不再需要将电脑带到
迪厅或会所。
家庭或工作室

多媒体、多格式
rekordbox

可以播放存储在 USB 设备（闪存设备或硬盘）和
移动设备上的音乐文件。支持的音乐文件格式包
括 MP3、AAC、WAV 和 AIFF。
在家进行 DJ 表演时，可使用附带的音乐管理软件
rekordbox (Mac/Windows) 准备播放列表、指示、
循环、节拍网格。自己可以全身心投入到迪厅或
俱乐部的 DJ 表演中。它有助于在 DJ 表演全程中
集成所有步骤，从收集音乐文件到实际 DJ 表演。

! 添加音乐文件到收藏夹并进行分析。
! 使用 rekordbox 做好准备。

rekordbox (Mac/Windows)

将 rekordbox 数据写入 USB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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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使用说明书中，Mac/Windows 的 rekordbox
版本称为“rekordbox (Mac/Windows)”。
“rekordbox”用于同时指示 rekordbox (Mac/
Windows) 和 rekordbox (iOS/Android) 的版
本，也用于直接指示 rekordbox 功能。

rekordbox

迪厅或会所

将 USB 设备连接到 DJ 播放机。

rekordbox (iOS/Android)
rekordbox (iOS/Android) 是可以免费下载的智
能电话应用程序，可用于管理（分析、设定、创
建、历史存储）移动设备上的音乐文件。 使用
rekordbox (iOS/Android) 管理的音乐文件与本
机配合使用可实现出色的 DJ 表演。
! 在使用说明书中，移动设备的 rekordbox 版本
称为“rekordbox (iOS/Android)”。

! 使用 rekordbox 数据进行表演。
! 使用 PRO DJ LINK 功能分享 rekordbox 数据。

Zhcn

3

迪厅或会所

迪厅或会所
Date:2011.11.5
Title:Pro DJ Music,
Artist: Pioneer DJ

rekordbox

...

播放历史记录会存储在 USB 设备上。

家庭或工作室

...

rekordbox

Date:2011.11.5
Title:Pro DJ Music,
Artist: Pioneer DJ

! 使用 rekordbox 数据进行表演。
! 使用 PRO DJ LINK 功能分享 rekordbox 数据。

家庭或工作室
使用 rekordbox 检查和管理播放历史记录。

rekordbox LINK 导出
本机通过 LAB 电缆与计算机连接时，可以直接传
输 rekordbox 音乐文件和管理操作，避免了导出
到 USB 设备的麻烦。本机还可以使用无线 LAN 路
由器（或无线 LAN 接入点）与计算机无线连接。
家庭或工作室
rekordbox

! 添加音乐文件到收藏夹并进行分析。
! 使用 rekordbox 做好准备。

...

rekordbox

Date:2011.11.5
Title:Pro DJ Music,
Artist: Pioneer DJ

使用 rekordbox 检查和管理播放历史记录。

触摸屏
本机配有高分辨率、全色、大屏幕触摸屏，确保
轻松识别 DJ 表演所需的信息。本机不但能方便地
显示 DJ 表演所需的信息，还通过各种功能，包括
自动节拍循环和热指示来完成可靠而激进的 DJ
表演。

BROWSE
结合使用音乐文件显示列表和方便操作的旋转
选择器，可以轻松选择曲目。此外，曲目专辑封
面显示还允许您直观地找到所需曲目。

迪厅或会所
rekordbox

关键字搜索
触摸屏上会显示键盘，可输入关键词进行搜索。
这样可更快速地搜索目标音乐文件。

WAVE/WAVE ZOOM
连接计算机和 DJ 播放机。

可显示整体波形（“WAVE”），使您对曲目的总体构
成一目了然。此外，频带采用彩色编码，并可以
显示可缩放的放大波形（“WAVE ZOOM”），以便随
时掌握曲目的进度。

唱针搜索
只需手指触摸整个波形图（WAVE）就可立即播放
触摸波形图旁的曲调。通过自然的操作即可快速
完成点搜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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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指示
本机有一个热指示点，可立即从预设的指示点
播放。

自动节拍循环
自动节拍循环功能可根据音乐文件的拍速，自动
设置循环。

节拍同步
根据 rekordbox 分析得到的曲目 GRID 信息，本
机上播放曲目的打拍（BPM）和节拍位置可自动与
PRO DJ LINK 连接的其他 DJ 播放机同步。节拍同
步功能可对曲目进行混音并创建混音和音效性
能，大大拓展了 DJ 表演的范围。

量化
本机配有量化功能，在使用循环、反转或滑动循
环等功能时，只要已使用 rekordbox 分析曲目，
即使不按节拍执行操作，也可自动更正计时。这
样可确保表演的精确性，而不影响当前播放曲目
的节奏。

SLIP MODE
本机配备了滑动模式功能，在循环、回放、磨盘、
暂停或热指示时仍可在后台继续播放曲目。这样
即使在循环、回放、磨盘、暂停及热指示操作后，
也可在不更改曲目进度的情况下进行 DJ 表演。

KUVO
KUVO 服务使用“创建下一代空间欣赏舞曲”概念，
可帮助俱乐部会员、DJ 和俱乐部联系在一起，不
论在俱乐部内外都能享受俱乐部文化。
查看此处深入了解服务详细信息。
http://kuvo.com/

可分离式底座
您可将底座从本产品上拆除。当底座连接本机
时，本机与 DJ 混音器位于相同水平位置。根据所
需的设备布局，可以将底座从本机上拆除，使本
机更为小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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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输入源

无法使用 USB 设备

本机支持下列输入源。
! USB 设备
! 计算机（第 20页）

本机支持 USB 大容量级 USB 设备（外部硬盘、便
携式闪存存储设备和数字音频播放机等）。

! 不支持诸如外部 DVD/CD 驱动器等的光盘类型
设备。
! 无法使用 USB 集线器。
! 不能使用 iPod。
（iPod touch 或 iPhone 上的音
乐数据只有添加到 rekordbox (iOS/Android)
库后才可在本机上播放。）
= 可以连接本产品的 iPod 和 iPhone
（第 11页）

文件
夹层数

最大 8 层（不显示超出 8 层的文件
夹中的文件）

使用 USB 设备的注意事项

文件夹
最大数

无限制（无法显示单个文件夹内超
出 10 000 文件夹数量的文件夹）

文件
最大数

无限制（无法显示单个文件夹内超
出 10 000 文件数量的文件）

所支持的
文件系统

FAT16、FAT32 和 HFS+（不支持
NTFS。）

可用媒体

! rekordbox 管理的曲目可通过 USB 连接安装有
rekordbox (iOS/Android) 的移动设备进行
播放。有关支持的设备，请参阅先锋 DJ 支持网
站 (http://pioneerdj.com/support/)。有关
rekordbox (iOS/Android)，请参阅 rekordbox
联机支持站点 (http://www.rekordbox.
com)。
! 如果有许多文件夹或文件，加载将会需要一些
时间。
! 超出限制的文件夹和文件不能显示。

! 一些 USB 设备无法正常操作。 请注意，对于
USB 设备上用户存储的数据的丢失、或 USB 设
备因与本机连接而导致的其他直接或间接问
题，先锋 DJ 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 当超出允许水平的电流通过本机的 USB 设备
插槽时，USB 指示灯会闪烁。断开 USB 设备的
电源可能会中断通讯。为返回到正常操作，请
拔下本机上的 USB 设备。避免再次使用检测到
过度电流的 USB 设备。如果采取上述步骤之后
仍无法返回到正常操作（无法通讯），请关闭
本机电源，然后再开机。
! 如果 USB 设备存在多个分区，仅可使用第一个
分区。（如果存在 rekordbox 库信息，则包含
rekordbox 库信息的分区优先处理。）
! 配备闪存读卡器的 USB 设备将无法操作。
! 视所使用 USB 存储卡而定，可能无法达到期望
的性能。

可播放音乐文件格式
本机支持下列所示格式的音乐文件。
类型

MP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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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扩展名

兼容格式

比特深度

比特率

MPEG-1 AUDIO
LAYER-3

16 位

32 kHz、
32 kbps 至 320
44.1 kHz、
kbps
48 kHz

MPEG-2 AUDIO
LAYER-3

16 位

8 kbps 至 160
kbps

.mp3

取样频率

16 kHz、
22.05 kHz、
24 kHz

编码方式

CBR、VBR

CBR、VBR

类型

文件
扩展名

兼容格式

比特率

16 位

16 kHz、
22.05 kHz、
16 kbps 至 320 24 kHz、
kbps
32 kHz、
44.1 kHz、
48 kHz

CBR、VBR

MPEG-2 AAC LC

16 位

16 kHz、
22.05 kHz、
16 kbps 至 320 24 kHz、
kbps
32 kHz、
44.1 kHz、
48 kHz

CBR、VBR

MPEG-4 AAC LC

AAC

.m4a、.aac
和 .mp4

取样频率

编码方式

WAV

.wav

WAV

16 位、
24 位

－

44.1 kHz、
48 kHz

未压缩 PCM

AIFF

.aif、.
aiff

AIFF

16 位、
24 位

－

44.1 kHz、
48 kHz

未压缩 PCM

关于 MP3 文件

关于音乐文件专辑封面

MP3 文件可以具有恒定比特率（CBR）或可变比特
率（VBR）。 两种类型的文件都可以本机上播放，
但是 VBR 文件的搜索和超快搜索功能较慢。 如果
您优先考虑可操作性，我们建议以 CBR 录制 MP3。

JPEG 文件格式（扩展名为“.jpg”或“.jpeg”）
的专辑封面可添加到音乐文件。
! 无法显示超过 800 x 800 的点阵。

关于 AAC 文件
! AAC 是“Advance Audio Coding（高级音频
编码）”的缩写，是与 MPEG-2 和 MPEG-4 所用
的音频压缩技术的基本格式。
! 视用于创建数据文件的应用程序而定，AAC 数
据的文件格式和扩展名有所不同。
! 在本机上，除了利用 iTunes® 编码、扩展名为
“.m4a”的 AAC 文件之外，还可播放扩展名为
“.aac”和“.mp4”的文件。 然而，无法播
放在 iTunes 商店等场所购买的受版权保护的
AAC 文件。 另外，根据文件编码所用 iTunes
的版本，可能无法播放文件。

开始使用之前

比特深度

关于字符显示
MP3/AAC
在显示曲目名等时，如需以本地代码而非
Unicode 显示字符，请更改 [LANGUAGE] 设置。
= 更改语言 （第 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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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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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3 标签
可从音乐文件注册的标签信息类型是 ID3 标签
（v1、v1.1、v2.2.0、v2.3.0、以及 v2.4.0）或
元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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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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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rekordbox (Mac/Windows)
1 在计算机上打开网页浏览器，访问 rekordbox
网站。
http://www.rekordbox.com
2 在 rekordbox 网站点击 [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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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rekordbox (iOS/Android)
rekordbox 管理的曲目可通过 USB 连接安装
有 rekordbox (iOS/Android) 的移动设备进行
播放。有关支持的设备，请参阅先锋 DJ 支持网站
(http://pioneerdj.com/support/)。
! 有关安装 rekordbox (iOS/Android) 的详情，
请参阅先锋 DJ 网站（http://www.rekordbox.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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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安装
1 将底座上的突起插入本机底部的导向孔。
2 推入底座，直至其卡入到位。
3 确认两根释放杆被牢固钩在本机上且未松开。

版权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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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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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联机支持网站
针对 rekordbox 操作程序或技术问题进行查询之
前，请阅读 rekordbox (Mac/Windows) 用户手册
和在线手册并检查 rekordbox 联机支持网站上提
供的常见问题。

<rekordbox 联机支持网站 >
http://www.rekordbo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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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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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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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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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子说明

1

2

1 DC IN
连接 AC 适配器。
在设备间所有连接完成后连接电源线。
请务必使用随附的电源线。

3

4

3 LINK 端子
在此连接 LAN 电缆（附带）。

4 USB 端口
连接至计算机。

2 AUDIO OUT L/R 端子
在此连接音频电缆（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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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需了解 rekordbox 操作，请参阅 rekordbox (Mac/Windows) 用户手册。可以从 rekordbox (Mac/
Windows) 的 [ 帮助 ] 菜单查看 rekordbox (Mac/Windows) 用户手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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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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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无线路由器（市售）和接入点（市售）可以实现高速无线通讯，如 IEEE802.11n、IEEE802.11g 等。
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的信号条件或无线路由器和接入点，可能无法正确完成 PRO DJ LINK 连接。

仅通过一个局域网端口连接混音器
使用交互式集线器上的一个局域网端口连接混音器时，为了最大程度发挥 rekordbox 的音乐文件管理
功能，请将连接有音频电缆的混音器声道编号和主机显示屏上底部显示的播放机编号设为一致。

（如 ：当音频电缆连接到声道 1 时）
CH 1

ሕ൮ݢେ

PLAYER 1

CH 1

PHONO CD/ LINE
L

NAL GND

R

要更改播放机编号，请按下面步骤操作。
1 断开 USB 设备和 LAN 电缆。
2 触摸 [MENU (UTILITY)] 达 1 秒钟以上以显示 [UTILITY] 屏幕。
3 转动旋转选择器以选择 [PLAYER No.]，然后按旋转选择器。
4 转动旋转选择器选择播放机编号，然后按下旋转选择器确认输入。

5 触摸 [MENU (UTILITY)] 完成设置。

PRO DJ LINK（USB 导出）
! 不将计算机带进 DJ 棚，通过内存设备（闪存设备、硬盘等）可以在本机和存储设备之间传输
rekordbox 音乐文件和数据。这样，便可以使用事先通过 rekordbox 设定好的播放列表、指示和
循环等信息进行表演。
ི rekordbox

 sflpsecpy!
༮દܿ VTC ົֻ

ਦ४়ღධ
MBO ݢେ
ሕ൮ݢେ

E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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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O ݢେ
MBO ݢେ
ሕ൮ݢେ

EK ছሕධ

R L

ॄಅ֊
łń ിධ
ፚݢኑنᏰ

PRO DJ LINK（LINK 导出）

接线

! 将装有 rekordbox 的计算机带进 DJ 棚，并使用 LAN 电缆（CAT5e）或无线 LAN（Wi-Fi）路由器连
接到本机后，可选择并播放 rekordbox 中的曲目。这样，便可以使用事先通过 rekordbox 设定好
的播放列表、指示和循环等信息进行表演。
! 使用 USB 电缆或无线 LAN（Wi-Fi）路由器连接装有 rekordbox (iOS/Android) 的移动设备后，可
选择并播放 rekordbox 中的曲目。这样，便可以使用事先通过 rekordbox 设定好的播放列表、指
示和循环等信息进行表演。
! 利用有线局域网连接，可连接最多两台装有 rekordbox 的计算机。
! 利用无线局域网（Wi-Fi）连接，可连接最多四台装有 rekordbox 的计算机或移动设备。

可以连接本产品的 iPod 和 iPhone
! 本产品支持 iPhone 6 Plus、iPhone 6、iPhone 5s、iPhone 5c、iPhone 5、iPhone 4s* 和 iPod
touch（第 5 代）。
! 如需了解最新支持的设备，请参阅下述先锋 DJ 支持网站。
http://pioneerdj.com/support/

使用交换式集线器
ི

ི

rekordbox

rekordbox

MBO ݢେ × 2
MBO ݢେ × 3

ਦ४়ღධ
MBO ݢେ
ሕ൮ݢେ

ሕ൮ݢେ
×3

EK ؆ × 3

Ꭷ sflpsecpy
ܿᇧֻົވ

EK ছሕධ

R L

ॄಅ֊
BD ിධ
ፚݢኑنᏰ

! 使用 iPod 电缆连接本机和 iPod 或 iPho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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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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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无线路由器和访问点
ི

ི

rekordbox

rekordbox

Ꭷ sflpsecpy
ܿᇧֻົވ

ႇღ௸ቈධञਾݞ

MBO ݢେ × 3

MBO ݢେ
ሕ൮ݢେ

ሕ൮ݢେ
×3

R L

EK ؆ × 3

EK ছሕධ

BD ിධ ॄಅ֊
ፚݢኑن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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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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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DJ 软件
本机通过通用 MIDI 或 HID 格式输出按钮和拍速调节标度盘等的操作信息。当用 USB 电缆连接至安装
有与 MIDI 或 HID 兼容的 DJ 软件的电脑时，可以从本机操作 DJ 软件。计算机上播放的音乐文件声音
可从本机中输出。有关详情，请参阅第 40页上使用 DJ 软件 和第 38页上关于本驱动软件 。
VTC ݢେ

EK 

ሕ൮ݢେ

ི
VTC ݢେ
ሕ൮ݢେ
R L

E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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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 ছሕධ

łń ിධ ॄಅ֊
ፚݢኑنᏰ

部件名称和功能
控制面板
b

c

d

e

部件名称和功能

a
9
8

f

7
g

6

h

5

i
4
3

j

2

1

k

1 PLAY/PAUSE f 按钮
在播放曲目时启亮，在暂停模式下闪烁。
= 暂停 （第 20页）

2 CUE 按钮
在设定了指示点时（曲目搜索时除外）启亮，
在暂停模式下可以设定新指示点时闪烁。
= 设定指示 （第 23页）

3 SEARCH m、n 按钮
按住按钮时，曲目快进／快退。
= 向前和向后扫描 （第 21页）

4 TRACK SEARCH o、p 按钮

= 查找曲目的开始处（曲目搜索）（第 21页）

5 IN/4BEAT（IN ADJUST）按钮
用于设定和微调循环输入点。
= 设定循环 （第 23页）

6 OUT（OUT ADJUST）按钮
用于设定和微调循环输出点。
= 设定循环 （第 23页）

7 RELOOP/EXIT 按钮
用于返回循环播放（重新循环）或取消循环播
放（循环退出）。
= 返回循环播放（再次循环）（第 24页）

用于搜索曲目的开始处。
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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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USB STOP 按钮

f 旋转选择器

断开 USB 设备之前，按该按钮至少 2 秒钟。
= 断开 USB 设备 （第 19页）

选择曲目或设定项目时，转动旋转选择器时光
标将会移动。 按下旋转选择器以进入。

g VINYL MODE 按钮

9 USB 指示灯
本机与 USB 设备通讯时闪烁。

a USB 设备插槽
在此处加载 USB 设备。
= 连接和断开 USB 设备 （第 19页）

b 触摸屏
= 正常播放屏幕（显示部分）（第 15页）

c BACK 按钮

每次按下此按钮时，可在 VINYL 和 CDJ 之间切
换模式。选择 VINYL 模式时，指示标志将亮起。
= 切换缓动盘模式 （第 21页）

h TEMPO ±6/±10/±16/WIDE 按钮
用于切换播放速度调节范围。
= 调节播放速度（拍速控制）（第 21页）

i MASTER TEMPO 按钮
用于开启和关闭主拍速功能。
= 调节播放速度无须改变音调
（主拍速）（第 21页）

按该按钮一次可返回上一画面。
按 1 秒钟以上可移到最高层。
= 返回上一层 （第 30页）

j TEMPO 滑块

d STANDBY 指示器

用于调节曲目播放速度。
= 调节播放速度（拍速控制）（第 21页）

在备用模式下启亮。
= 设定自动待机模式 （第 37页）

k 缓动盘

e TAG TRACK/REMOVE 按钮
用于添加和从标签列表中删除曲目。
= 编辑标签列表 （第 32页）

可用于磨盘、音高折曲等操作。
= 操作缓动盘 （第 21页）

后面板

1

2

3

如需了解连接所用的端子，请参阅第 9页上
端子说明 。

1 u 开关
开启和关闭本机电源。

2 电缆夹
将 AC 适配器的电线穿过电缆夹。
该电缆夹可防止意外拉扯电线。
将 AC 适配器的电线穿过本产品底部的凹槽。
将电线从此制动装置的一侧滑动插入。
14

Zhcn

3 防窃锁槽

正常播放屏幕（显示部分）
4

3

5

6

2

7

部件名称和功能

8
9
a

1

b
c
d
e

m l kj

i

1 信息显示屏部分
在此放大显示 rekordbox 等分析所得的波
形图。

2 播放机编号（1 - 4）
指示分配给本机的播放机编号（1 - 4）。

3 曲目名称
您可在 rekordbox 或本机上设置背景颜色。
= 更改 USB 中的颜色设置 （第 35页）

4 相位计
表示在节拍同步功能下，与主播放机栏和节拍
的差异数。

5 节拍倒计时
表示从当前播放位置到最近存储指示点之间
的栏或节拍数。

6键
此指示曲目的音调。

7 REMAIN
当时间显示被设定为剩余时间时启亮。

8 A. CUE
当设定了自动指示时启亮。
= 设定自动指示 （第 23页）

9 QUANTIZE
当量化功能开启时显示。

a 时间显示（分钟、秒和毫秒）
显示剩余的时间或已播放时间。

hg f

b ZOOM 和 GRID ADJUST 模式显示
当旋转选择器按住 1 秒以上，会在 [ZOOM]
模式和 [GRID ADJUST] 模式之间切换。
! [ZOOM] 模式：波形会随旋转选择器的旋
转而缩放。
! [GRID ADJUST] 模式 ：转动旋转选择器
时，会调节拍子网格。
= 调整拍子网格 （第 28页）

c MT
设定主拍速时亮起。
= 调节播放速度无须改变音调
（主拍速）（第 21页）

d 播放速度显示
数值根据 [TEMPO] 滑块的位置而改变。

e BPM 显示屏
显示当前播放曲目的 BPM（每分钟节拍）。
! 本机所测定的 BPM 值有时会不同于音频源
或先锋 DJ 公司 DJ 混音器等显示的 BPM 值。
这是由于 BPM 的测定方法不同所造成的，并
非故障。

f 循环节拍显示
显示循环中设置的节拍数。

g 播放速度调节范围显示
指示相对于记录在媒体中的原始播放速度，可
以调节的播放速度的范围。

h 波形显示
它按波形显示声音。

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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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播放位置显示 / 比例显示（1 分钟间隔）
曲目被显示为进度条的形状。当前播放位置被
显示白色竖条。当显示已播放时间时，进度条
左半部分启亮。当显示剩余时间时，进度条从
左递减。当曲目剩余时间低于 30 秒时，整个
进度条缓慢闪烁，剩余时间低于 15 秒时，开
始快速闪烁。

j 指示 / 循环 / 热指示点显示
显示使用标记设置的指示点、循环点和热指示
点位置。

k 指示 / 循环 / 热指示点记忆显示
通过使用标记，显示 USB 设备中记录的指示带
点、循环点和热指示点位置。

l 曲目号码显示屏
指示曲目编号（01 - 999）。

正常播放屏幕（触摸按钮）
6

7

8

9

a

5
b
4

3

c
d
e

2

f

1

h g

1 SLIP

= 使用滑动模式 （第 26页）

2 VINYL BRAKE

= 正在使用 VINYL BRAKE（第 22页）

3 USB
触摸该按钮播放 USB 设备上的音乐文件。
= 播放连接到本机或插入本机的媒体
（第 19页）

4 LINK
触摸该按钮播放其他 DJ 播放机上的音乐
文件。
= 播放其他 DJ 播放机上的音乐文件
（第 20页）
触摸该按钮可使用 DJ 软件进行表演。
= 使用 DJ 软件 （第 40页）

5 rekordbox
触摸播放 rekordbox 上的音乐文件。
= 播放计算机或移动设备上的 rekordbox 库
（第 20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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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ROWSE (SEARCH)
触摸显示浏览屏幕。
如果触摸 [BROWSE (SEARCH)] 超过 1 秒钟，
会显示 [SEARCH] 屏幕。
= 切换到浏览画面 （第 29页）
= 搜索曲目 （第 30页）

7 TAG LIST
触摸显示标签列表屏幕。
= 编辑标签列表 （第 32页）

8 INFO (LINK INFO)
触摸显示曲目信息。
当按住 [INFO (LINK INFO)]1 秒以上时，会显
示另一 DJ 播放机中加载的曲目的详细信息。
= 显示当前加载的曲目的详细信息
（第 34页）

9 MENU (UTILITY)
触摸显示菜单屏幕。
如果触摸超过 1 秒钟，会显示 [UTILITY] 屏幕。
= 显示 [UTILITY] 屏幕 （第 35页）

a PERFORM
触摸显示表演屏幕。

b CUE/LOOP CALL c(LOOP 1/2X),
d(LOOP 2X)

部件名称和功能

使用这些调用存储的指示和循环点。
= 调用已保存的指示点或循环点 （第 25页）
在循环播放时按下此按钮可截断或延长循环。
= 削减循环（循环削减）（第 24页）
= 延长循环（循环加倍）（第 24页）

c MEMORY (DELETE)
使用这在存储器中存储指示和循环点。
如果继续长按 1 秒以上，会删除指示点或循
环点。
= 存储指示或循环点 （第 25页）

d QUANTIZE
触摸使用量化功能。
如果量化功能设定为开启，当设定了循环起始
点、循环结束点或指示时，该点会自动设定为
最近的节拍位置。
而且，循环、反转和滑动等功能在使用时也不
会影响节拍。
! 启用量化功能后，会在主机显示屏上显示
[QUANTIZE]。
在播放未经 rekordbox 分析的音乐文件时，会
禁用量化功能（灰色显示）。

e BEAT SYNC
用于开启节拍同步功能。
= 使用节拍同步功能 （第 28页）

f BEAT SYNC MASTER
用于将本机加载的曲目设为节拍同步功能的
主曲目。
= 使用节拍同步功能 （第 28页）

g TIME (A. CUE)
触摸时会切换显示的时间（剩余时间或已播放
时间）。
按住 1 秒钟以上时，开关自动指示。
= 设定自动指示 （第 23页）

h 波形显示
= 从触摸的波形显示位置开始播放
（第 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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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屏幕
3

2
1

1 BEAT LOOP

= 根据曲目的拍速自动设置循环（自动节拍
循环）（第 24页）

2 REV
用于开启和关闭反向播放。
= 反向播放 （第 21页）

3 HOT CUE (A,B,C)

= 播放热指示 （第 25页）

4 HOT CUE (REC)

= 设定热指示 （第 24页）

5 HOT CUE (CALL)

= 调用热指示点 （第 25页）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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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本操作
开启电源
VTC ፑ݁
VTC!TUPQ ՙഀ

1 进行所有连接，然后将电源电缆插入电源插座。
= 接线 （第 9页）

2 断开 USB 设备。

基本操作

2 按下 [u] 开关。
本机的指示标志亮起且电源开启。

播放

关闭电源
按下 [u] 开关。
本机电源关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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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和断开 USB 设备

本节介绍了基本曲目选择操作以及如何切换
屏幕。
= 播放其他 DJ 播放机上的音乐文件 （第 20页）
= 播放计算机或移动设备上的 rekordbox 库
（第 20页）

播放连接到本机或插入本机的媒体
1 将媒体载入本机。
= 连接 USB 设备 （第 19页）
2 触摸 [USB]。
列表上将显示曲目或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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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时指示灯闪烁。

可切换主机显示屏上显示的多媒体内容。
! [USB]：在连接的 USB 设备中或 rekordbox
安装的移动设备上显示音乐文件。
! [LINK] ：显示其他 DJ 播放机上的音乐
文件。
! [rekordbox] ：显示 rekordbox 上的音乐
文件。
3 转动旋转选择器。
移动光标并选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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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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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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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 [BACK] 按钮 1 秒以上或触摸正在浏览的
媒介的介质选择时，显示屏移至最上边。
! 也可使用 [TRACK SEARCH o、p] 按钮
选择当前播放曲目的类别／文件夹中的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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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常播放屏幕（显示部分）（第 15页）
! [UTILITY] 菜单上的 [LOAD LOCK] 设为
[LOCK] 时，播放期间无法加载其它曲目。
将 [LOAD LOCK] 设为 [UNLOCK] 或按下
[PLAY/PAUSEf] 按钮可暂停，然后加载
曲目。
! 开启自动指示时，碟片在音频起始位置暂停。
此种情况下，按下 [PLAY/PAUSEf] 按钮
可开始播放。
= 设定自动指示 （第 23页）

播放其他 DJ 播放机上的音乐文件
安装 rekordbox 的移动设备或其他播放机的存储
设备连接 PRO DJ LINK 后，其上内容会显示在本
机屏幕上。
1 将存储设备或安装有 rekordbox 的移动设备设
置到另一通过 PRO DJ LINK 连接的播放机。
2 触摸 [LINK]。
将显示其他播放机所连接的记录介质上或装有
rekordbox 的移动设备上的曲目和文件夹。
! 连接了多个媒体时，将出现用于选择媒体的
屏幕。
3 转动旋转选择器。
移动光标并选择项目。

! 可在 rekordbox 的参数选择中更改类别菜单
的项目类型。

播放计算机或移动设备上的
rekordbox 库
利用 rekordbox 设定的类别（唱片集、艺术家等）
中将显示音乐文件。
1 触摸 [rekordbox]。
本机的主机显示屏上将显示 rekordbox 库。
! 对于无线局域网（Wi-Fi）连接，连接时如果
本机的主机显示屏上出现 [ 请按下旋转式选
择器进行移动连接。]，按下旋转选择器即可
连接。
! 在需要选择连接在 USB 上的移动设备时，触摸
[USB]。
在需要选择连接在其他 DJ 播放机或连接 PRO
DJ LINK 的移动设备时，触摸 [LINK]。
2 转动旋转选择器。
移动光标并选择项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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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目随即加载，播放开始。
= 正常播放屏幕（显示部分）（第 15页）

加载先前曲目
显示最后播放的 7 首曲目的名称，其可供选择。
1 显示正常播放画面。
= 正常播放屏幕（显示部分）（第 15页）
2 触摸 [MENU (UTILITY)]。
3 转动旋转选择器选择曲目，然后按下旋转选择
器设置播放。
! 如果触摸 [MENU (UTILITY)] 或按下 [BACK]
按钮，会关闭歌曲名称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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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目随即加载，播放开始。
= 正常播放屏幕（显示部分）（第 15页）

如果媒体包含 rekordbox 库
如果本机或另一连接到本机或 PRO DJ LINK 的 DJ
播放机上设置的 rekordbox 库信息写入到 USB 设
备，会显示 rekordbox 库信息。
! 利用 rekordbox 设定的类别（唱片集、艺术
家等）中将显示音乐文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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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
播放期间，按下 [PLAY/PAUSE f] 按钮。
[PLAY/PAUSEf] 和 [CUE] 按钮闪烁。 再次
按下 [PLAY/PAUSEf] 按钮时，恢复播放。

向前和向后扫描

反向播放

按下 [SEARCH m、n] 其中一个按钮。
按下 [SEARCH m、n] 某一按钮时，按前进
或倒退方向搜索曲目。
! 前进或倒退搜索时不能移到另一类别或文
件夹。

按下 [TRACK SEARCH o、
p] 其中一个按钮。
按 p 将转向下一曲目的开始。
当按下 [o] 按钮后，播放恢复到当前所播放曲
目的开始处。连续按两次时，播放返回上一首曲
目的开始处。
! 搜索曲目时不能移到另一类别或文件夹。
! rekordbox (iOS/Android) 曲目在单一模式中
运行，因此无法搜索其他曲目的开始处。

调节播放速度（拍速控制）
按下 [TEMPO ±6/±10/±16/WIDE] 按钮。
每次按下此按钮时，将切换 [TEMPO] 滑块的调
节范围。 在主机显示屏上指示调节范围设置。
设置数值

调节单位

±6

0.02 %

±10

0.05 %

±16

0.05 %

WIDE

0.5 %

1 触摸 [PERFORM]。
2 触摸 [REV]。
[REV] 随即亮起，倒播开始。
! 当音乐文件被记录到文件夹结构内时，仅能反
向播放相同类别／文件夹内的曲目。 同时请
注意反向播放可能无法立即开始。
! 基于缓动盘旋转方向的播放速度增加或降低
的方向将被逆转。
! 在倒播时，如果执行诸如曲目搜索和循环播放
操作时，可能无法进行磨盘播放。

操作缓动盘
! 缓动盘的顶部有一个嵌入开关。切勿将任何物
体放在缓动盘上或使其承受强力。
! 如有水或其它液体进入机组将会导致故障。

切换缓动盘模式
按下 [VINYL MODE] 按钮。
每按一次，模式将在 VINYL 和 CDJ 之间切换。
! VINYL 模式 ：当在播放期间按缓动盘的顶
部，或缓动盘在此时旋转时，将根据缓动
盘旋转的方向发出声音。
! CDJ 模式：即使当缓动盘顶按下时也不会停
止播放。无法执行诸如磨盘等的操作。

[WIDE] 调节范围是 ±100 %。当设定为 -100 %
时，播放停止。
! 当电源开启后，调节范围被设定为 ±10%。

音高折曲

向前或向后移动 [TEMPO] 滑块。
当移至 [+] 侧（向下）时拍速增加，当移至 [-]
侧（向上）时拍速降低。 在播放速度显示屏上显
示播放速度变化的比率。

播放期间，旋转缓动盘的外部而不触摸顶部。
当顺时针旋转是播放速度增加，当逆时针旋转时
速度下降。当旋转停止后，将回到正常速度播放。
! 当缓动模式被设定为 CDJ 模式时，可通过旋转
缓动盘顶部来执行相同的操作。

调节播放速度无须改变音调（主拍速）
1 按下 [MASTER TEMPO] 按钮。
主机显示屏上的 [MASTER TEMPO] 按钮和
[MT] 指示灯亮起。
2 向前或向后移动 [TEMPO] 滑块。
即使用 [TEMPO] 滑块更改了播放速度，音高也
不会改变。
! 声音为数字处理，所以音质下降。
! 即使关机，主拍速设置也会保留在存储器中。

基本操作

查找曲目的开始处（曲目搜索）

! 启用量化功能后，因为要同步节拍，所以该功
能操作会有些延迟。

磨盘
当缓动模式被设定为 VINYL 模式时，可以通过在
按住缓动盘顶部的同时旋转缓动盘，从而以缓动
盘旋转的方向和速度播放曲目。
1 按下 [VINYL MODE] 按钮。
设定缓动模式为 VINYL。
2 播放期间，按缓动盘的顶部。
播放停止。
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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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沿希望的方向、以希望的速度旋转缓动盘。
通过在按住缓动盘顶部的同时旋转缓动盘，以便
按缓动盘旋转的方向和速度来播放声音。
4 将手从缓动盘顶部松开。
恢复正常播放。

帧搜索
在暂停模式下，旋转缓动盘。
曲目暂停的位置能够以 0.5 帧为单位进行移动。
! 0.5 帧的大约播放时间是 6.7 秒。
! 顺时针旋转时，按播放方向移动位置，逆时针
旋转时则反向移动。缓动盘旋转一次，位置移
动 1.8 秒。

超快速搜索
在按下其中一个 [SEARCH m、n] 按钮时旋
转缓动盘。
曲目按缓动盘旋转的方向进行快进／快退。
! 当松开 [SEARCH m, n] 按钮后，本功能
被取消。
! 当停止缓动盘旋转时，恢复正常播放。
! 可以根据缓动盘旋转的速度来调节快进／进
退速度。

超快速曲目搜索
在按下其中一个 [TRACK SEARCH o、p] 按
钮时旋转缓动盘。
曲目按缓动盘旋转的方向高速前进。

正在使用 VINYL BRAKE
1 触摸 [VINYL BRAKE]。
! 当缓动模式设为 CDJ 模式时，其切换到
VINYL 模式。
2 播放期间，请按下缓动盘的顶部或
[PLAY/PAUSE] 按钮。
! 播放放慢并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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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操作
设定指示

在播放时设定指示点（实时指示）

1 播放期间，按下 [PLAY/PAUSE f] 按钮。
播放暂停。

播放期间，在想要设置指示点的位置按下
[IN/4BEAT(IN ADJUST)] 按钮。
按钮按下处的点将被设定为指示点。

调节指示点位置
1 暂停于指示点时按下 [SEARCH
m、n] 按钮。
[PLAY/PAUSEf] 和 [CUE] 指示灯闪烁。
2 按下 [SEARCH m、n] 其中一个按钮。
能够以 0.5 帧为单位对指示点进行微调。
! 也可使用缓动盘完成操作。
3 按下 [CUE] 按钮。
按钮按下处的点将被设定为新指示点。
! 当设定了新的指示点时，先前设定的指示点被
取消。

返回指示点（返回指示）
播放期间，按下 [CUE] 按钮。
机组立即返回当前设定的指示点并暂停。
! 按下 [PLAY/PAUSE f] 按钮时，从指示点
开始播放。

设定自动指示
当载入了一条曲目或执行了曲目搜索操作时，曲
目开始处的无声部分被跳过，并且指示点被自动
设定为声音开始之前的点。

高级操作

2 按下 [CUE] 按钮。
曲目暂停的点将被设定为指示点。
[PLAY/PAUSEf] 指示灯闪烁，[CUE] 指示灯
亮起。此时不输出任何声音。
! 当设定了新的指示点时，先前设定的指示点被
取消。

触摸 [TIME（A. CUE）]1 秒钟以上。
[A. CUE] 亮起。
! 如果再长按 [TIME (A. CUE)]1 秒以上时，会
关闭自动指示。
! 即使断电后，自动指示级别的设定也能保存在
存储器内。

设定循环
该功能可用于重复播放指定区段。
! 启用量化功能后，因为要同步节拍，所以该功
能操作会有些延迟。
1 播放期间，在想要开始循环播放的位置
（循环起点）按下 [IN/4BEAT（IN ADJUST）] 按钮。
循环起始点设定完毕。
! 如果需要将当前设置的指示点设为循环起点，
则不需要这步操作。
2 在想要结束循环播放的位置（循环终点）按下
[OUT（OUT ADJUST）] 按钮。
设定循环输出点，然后开始循环播放。

检查指示点（指示点取样器）

微调循环起点（循环开始调节）

返回指示点后，按住 [CUE] 按钮。
从当前设定的指示点开始播放。 按下 [CUE] 按
钮时继续播放。
! 如果在采样指示时按下 [PLAY/PAUSE f]
按钮，即使在释放 [CUE] 按钮后也会继续
播放。

1 循环播放期间，
按下 [IN/4BEAT（IN ADJUST）]
按钮。
[IN/4BEAT（IN ADJUST）] 按钮开始快速闪烁，
[OUT（OUT ADJUST）] 按钮熄灭。
在主机显示屏循环起点的时间。
2 按下 [SEARCH m、n] 其中一个按钮。
能够 0.5 帧为单位调节循环起点。
! 也可使用缓动盘完成操作。
! 循环起点的调节范围为 ±30 帧。
! 循环起点不能设在循环终点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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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下 [IN/4BEAT（IN ADJUST）] 按钮。
恢复循环播放。
! 如果超过 10 秒钟无操作，也将恢复循环播放。

微调循环终点（循环结束调节）
1 循环播放期间，按下 [OUT（OUT ADJUST）]
按钮。
[OUT（OUT ADJUST）] 按钮开始快速闪烁，
[IN/4BEAT（IN ADJUST）] 按钮熄灭。
在主机显示屏循环终点的时间。
2 按下 [SEARCH m、n] 其中一个按钮。
能够 0.5 帧为单位调节循环终点。
! 也可使用缓动盘完成操作。
! 循环终点不能设在循环起点之前。
3 按下 [OUT（OUT ADJUST）] 按钮。
恢复循环播放。
! 如果超过 10 秒钟无操作，也将恢复循环播放。

4 节拍循环
在播放时，按下 [IN/4BEAT（IN ADJUST）] 按钮
达 1 秒钟以上。
根据当前所播放曲目的 BPM，自动设定从按下按
钮处开始的 4 节拍循环，并开始循环播放。
! 如果无法检测到曲目的 BPM，则 BPM 被设定为
130。

削减循环（循环削减）
循环播放时触摸 [LOOP 1/2X]。
每触摸一次触摸按钮，循环播放时间就被减
一半。

延长循环（循环加倍）
循环播放时触摸 [LOOP 2X]。
每触摸一次触摸按钮，循环播放时间就增加
一倍。

取消循环播放（循环退出）
循环播放期间，按 [RELOOP/EXIT] 按钮。
在循环终点后继续播放，而不返回到循环起点。

返回循环播放（再次循环）
取消循环播放后，播放期间按
[RELOOP/EXIT] 按钮。
播放返回先前设定的循环起始点，恢复循环
播放。

根据曲目的拍速自动设置循环（自动
节拍循环）
设定带有指定拍子数的循环并开始循环播放。
1 触摸 [PERFORM]。
2 播放期间，请触摸节拍数以进行
[BEAT LOOP]。
按所选节拍开始循环播放。
! 如果播放的曲目未经分析，会根据曲目的 BPM
设置循环。
! 如果无法检测到曲目的 BPM，则 BPM 被设定为
130。

使用主动循环
循环播放设有 rekordbox 主动循环的曲目。
一个存储的循环可设为 rekordbox 的主动循环。
设定的主动循环点在波形显示屏上以红色线指
示，如下所示。

当到达所设点时，自动设置循环，开始循环播放。

紧急循环
本机会自动设置 4 节拍循环以防无法继续播放的
曲目出现声音间断。
! 在紧急循环下限制 DJ 播放。 如要取消紧急循
环，请加载下一曲目。

设定热指示
当热指示设定后，该点可被调用并立即播放。 每
个音乐曲目最多可设定 3 个热指示。
! 启用量化功能后，因为要同步节拍，所以该功
能操作会有些延迟。
1 触摸 [PERFORM]。
2 触摸 [HOT CUE (REC)]。
切换热指示的录音模式。[HOT CUE (A,B,C)] 亮
起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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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播放或暂停时在热指示设定的任何位置处触摸
[HOT CUE (A,B,C)]。
触摸的位置设为热指示，[HOT CUE (A,B,C)] 开
始闪烁。
! 在循环播放时，循环注册为热指示。
对于热指示，未记录播放方向。
当记录热指示时，无法记录其他热指示、设置
指示点、快进或快退扫描或磨盘。
! 当在磨盘播放中设定了热指示时，播放将自动
停止。

取消热指示调用模式

播放热指示
1 触摸 [PERFORM]。
2 切换到热指示播放模式。
当处于热指示的录音模式时，触摸
[HOT CUE(REC)]。当处于热指示的调用模式时，
触摸 [HOT CUE(CALL)]。
3 在播放或暂停时触摸任一 [HOT CUE
(A,B,C)]。
调用存储的热指示，开始播放。
! 存储在 [HOT CUE (A,B,C)] 中的循环播放
信息不同于使用 [IN/4BEAT (IN ADJUST)]
或 [OUT (OUT ADJUST)] 按钮设置的循环
播放。
! 在调用存储在 [HOT CUE (A,B,C)] 中的循环
后使用 [RELOOP/EXIT] 按钮可取消循环播
放，使用 [IN/4BEAT (IN ADJUST)] 按钮微
调循环进入点或使用 [OUT (OUT ADJUST)]
按钮微调循环退出点。调节后 , 存储在
[HOT CUE(A,B,C)] 中的信息会改变。

关于 HOT CUE (A,B,C) 颜色
灯光颜色

记录为热指示的内容

绿色

指示点

橙色

循环

不亮

不记录任何内容。

调用热指示点
1 载入您希望调用热指示的曲目。
2 触摸 [PERFORM]。
3 触摸 [HOT CUE (CALL)]。
录制热指示的 [HOT CUE (A,B,C)] 开始闪烁，并
切换到热指示调用模式。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来取消热指示调用模式。
! 调用热指示 A、B 和 C。
! 触摸 [HOT CUE (CALL)]。

高级操作

4 触摸 [HOT CUE (REC)]。
这会取消热指示的录音模式，返回到播放模式。

4 触摸要调用热指示的 [HOT CUE (A,B,C)]。
热指示被调用，[HOT CUE(A,B,C)] 亮起绿色或
橙色。
! 如果您不想调用热指示，则按下 [HOT CUE
(CALL)] 按钮，不要按下 [HOT CUE(A,B,C)]
按钮。当没有调用热指示时灯会熄灭。
! 如果不小心取消了热指示的调用模式，请再触
摸一次 [HOT CUE (CALL)]。
! 可以预设 rekordbox，这样在加载曲目时可以
自动调取热指示。
! 对于设定了自动热指示加载的曲目，曲目列表
上将显示“ ”。

存储指示或循环点
1 设定指示点或循环点。
2 触摸 [MEMORY (DELETE)]。
[   MEMORY] 随即在主机显示屏上显示几秒
钟，然后点信息存储在 USB 设备上。
存储的指示和循环点作为 [b] 标注在波形图
上方。
! 如需保存循环点，在循环播放时触摸
[MEMORY]。

调用已保存的指示点或循环点
1 载入您希望调用其指示或循环点的曲目。
2 触摸 [CUE/LOOPCALLc] 或
[CUE/LOOPCALLd]。
若要在当前播放位置之前调用指示点，请触摸
[CUE/LOOPCALLc]。若要在当前播放位置之后
调用指示点，请触摸 [CUE/LOOPCALLd]。
曲目指示到调用的点并暂停。
! 记录多个点时，每按一次按钮，就调取一
个不同的点。
! 设为主动循环的循环也可调用作为
rekordbox 的存储循环。
! 若备注被 rekordbox 设为调用点，则备注
会在显示曲目名称的区域显示。
3 触摸 [PLAY/PAUSEf]。
从调用的点位置开始正常或循环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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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存储的指示或循环点

滑动模式下屏幕显示（表演画面）

1 加载包含要删除的指示点或循环点的曲目。
2 触摸 [ CUE/LOOP CALLc] 或 [ CUE/LOOP
CALLd] 调用要删除的点。
曲目指示到调用的点并暂停。
! 记录多个点时，每触摸一次 [CUE/LOOP
CALL c] 或 [CUE/LOOP CALL d] 按钮，就
会调取一个不同的点。
3 长按 [MEMORY (DELETE)]1 秒钟以上。
[   DELETE] 随即显示在主机显示屏上，然后
删除所选点信息。
! 当删除设为主动循环的存储循环时，主动循环
也会一起删除。

设置自动指示的指示点
通过下列方法之一选择要设为自动指示的指
示点。

滑动暂停
1 按下 [VINYL MODE] 按钮。
设定缓动模式为 VINYL。
= 切换缓动盘模式 （第 21页）

使用无声区的 8 个声压等级设置指示点

2 触摸 [SLIP]。
切换到滑动模式。

-36 dB、-42 dB、-48 dB、-54 dB、-60 dB、-66 d
B、-72 dB 和 -78 dB

3 播放期间，按下 [PLAY/PAUSE f] 按钮。
即使在暂停模式下，也会在后台继续正常播放。

自动设置存储指示为指示点

4 按下 [PLAY/PAUSE f] 按钮取消暂停模式。
! 若滑动动作被取消，则在后台播放的声音会恢
复正常播放。

[MEMORY] 中存储的离曲目开始点最近的指示
点设为自动指示的指示点。
! 一旦设置 [MEMORY]，[A. CUE] 就会在主机
显示屏上显示为白色。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更改自动指示的指示点。
1 触摸 [MENU (UTILITY)]1 秒钟以上。
显示 [UTILITY] 画面。
2 转动旋转选择器并按下。
选择 [AUTO CUE LEVEL]。
3 转动旋转选择器并按下。
选择声压等级或 [MEMORY]。

使用滑动模式
滑动模式开启时，在暂停（唱片模式中）、磨盘、
播放循环或倒播时，仍按原节奏继续在后台正常
播放。取消滑动模式时，正常播放从滑动模式取
消时到达的点恢复。
! 启用量化功能后，因为要同步节拍，所以该功
能操作会有些延迟。
（仅滑动节拍循环、滑动回放和滑动热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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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滑动模式下，屏幕左下边的 [SLIP] 会亮起
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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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动磨盘
1 按下 [VINYL MODE] 按钮。
设定缓动模式为 VINYL。
= 切换缓动盘模式 （第 21页）
2 触摸 [SLIP]。
切换到滑动模式。
3 播放期间，按缓动盘的顶部。
磨盘播放模式被设定。
即使磨盘期间，也在后台继续正常播放。
4 将手从缓动盘顶部松开。
在后台播放的声音恢复正常播放。

滑动循环
1 触摸 [SLIP]。
切换到滑动模式。

3 按下 [RELOOP/EXIT] 按钮。
循环播放被取消，在后台播放的声音恢复正常
播放。

滑动节拍循环
1 触摸 [SLIP]。
切换到滑动模式。

滑动热指示
1 触摸 [SLIP]。
切换到滑动模式。
2 触摸 [PERFORM]。
3 触摸并长按任一 [HOT CUE (A,B,C)]。
开始热指示。
触摸 [HOT CUE (A,B,C)] 时，正常播放声音继
续在后台播放。
! 在热指示开始后的 4 个节拍处，自动取消滑动
热指示模式，后台播放的声音恢复正常播放。

高级操作

2 按下 [IN/4BEAT（IN ADJUST）] 按钮，然后
按下 [OUT（OUT ADJUST）] 按钮。
循环播放开始。
即使循环播放期间，也在后台继续正常播放。
! 循环播放设置不能超过 8 秒。
! 按下 [IN/4BEAT（IN ADJUST）] 按钮达 1 秒
以上并设置循环后，会执行同样的操作。

! 如果在 8 个节拍结束之前再次触摸 [REV]，就
会取消滑动反向播放，在后台播放的声音恢复
正常播放。

4 从 [HOT CUE (A,B,C)] 松开手指。
松开 [HOT CUE (A,B,C)] 后，在热指示起点后
的 4 个节拍，正常恢复后台播放的声音。

2 触摸 [PERFORM]。

取消滑动模式

3 触摸并按住在 [BEAT LOOP] 中选择的拍子。
循环自动设置，开始循环播放。
ループ再生中もバックグラウンドで通常の再生
を続けます。

在滑动模式下触摸 [SLIP]。
取消滑动模式。
! 加载新曲目时会取消滑动模式。

4 松开 [BEAT LOOP]。
在后台播放的声音恢复正常播放。

从触摸的波形显示位置开始播放

5 按下 [RELOOP/EXIT] 按钮。
播放最后设置的循环，进入滑动循环模式。
! 在未松开 [BEAT LOOP] 而选择不同
的节拍时，如果取消了滑动节拍模式，
[RELOOP/EXIT] 按钮调用的循环就是首
次设置（播放时）的循环。

手指触摸波形显示，从触摸的位置便可轻易地播
放音频。在触摸波形显示的同时移动手指，可快
速地移至所需的位置。
只有在下列条件下可通过触摸波形图显示搜索
曲目。
! 在暂停模式下
! 按下缓动盘，同时缓动模式被设定为 VINYL。

滑动反向播放

在暂停时触摸波形图显示。

1 触摸 [SLIP]。
切换到滑动模式。
2 触摸 [PERFORM]。
3 触摸 [REV]。
[REV] 随即亮起，倒播开始。
即使反向播放期间，也在后台继续正常播放。
! 在触摸 [REV] 按钮的位置起始后 8 个节拍，滑
动回放播放自动取消。在后台播放的声音恢复
正常播放。

播放地址显示屏上的的当前播放位置会移至触
摸点。
! 如果快速移动手指，播放地址显示屏可能不会
正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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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节拍同步功能

取消同步

启用节拍同步功能后，本机播放的曲目的 BPM 和
节拍位置会自动与主同步器即通过 PRO DJ LINK
连接的 DJ 播放机同步。
! 未使用 rekordbox 分析过的曲目无法使用节
拍同步功能。

触摸 [BEAT SYNC]。
! 如果同步后的播放拍速（BPM）和滑块位置的
拍速（BPM）不匹配，会保持同步的播放拍速，
继续禁止拍速滑块控制拍速。 当拍速滑块的
位置移到同步的播放拍速位置，则恢复正常
操作。
! 若使用未设为主同步器的 DJ 播放机
进行音高折曲时，则同步性被取消且
[BEAT SYNC] 闪烁。

1 触摸 DJ 播放机的 [BEAT SYNC MASTER] 使用
主同步器。
将 DJ 播放机设为主同步器。
启用节拍同步功能后，设为主同步器的 DJ 播放机
上面显示的 BPM 会变为桔黄色。
! rekordbox 也可设为主同步器。
— 如需了解如何将 rekordbox 设为主同步器，
请参阅 rekordbox (Mac/Windows) 用户
手册。
2 触摸 [BEAT SYNC]。
当前播放曲目的 BPM 和节拍位置同步到主同
步器。
! 同步时，禁止使用拍速滑块控制拍速，播放速
度显示屏会切换到拍速滑块位置的 BPM 显示
屏，并用灰色显示。

更改设为主同步器的 DJ 播放机
按如下说明，可更改主同步器到另一通过 PRO DJ
LINK 连接的 DJ 播放机。
! 更改或暂停主同步器 DJ 播放机上的曲目。
! 触摸设为主同步器的 DJ 播放机的
[BEAT SYNC MASTER]。
! 触摸未设为主同步器的 DJ 播放机的
[BEAT SYNC MASTER]。

从与主同步器 DJ 播放机中加载曲目
的相同播放位置开始播放
根据下列方法 ：使用未设为主同步器的 DJ 播放
机，您可从与主同步器 DJ 播放机中加载曲目的相
同播放点开始播放。
! 节拍同步功能打开时，将设为主同步器的 DJ
播放机中加载的曲目加载至未设为主同步器
的 DJ 播放机中。
! 在节拍同步打开时，触摸未设为主同步器的 DJ
播放机的 [BEAT SYNC] 达 1 秒钟以上。

调整拍子网格
放大波形图将以红线显示拍子网格。可通过以下
步骤调节节拍栅格。
1 按住旋转选择器至少 1 秒钟。
模式切换到 [GRID ADJUST] 模式。
2 转动旋转选择器时，会调节拍子网格。
您可通过触摸 [MENU (UTILITY)] 在菜单屏幕上
进行调节。
! [RESET] ：重置调节的拍子网格。
! [SNAP GRID (CUE)] ：将第一个节拍移至
当前设定指示的位置。
! [SHIFT GRID] ：在拍子网格上反映同步期
间调节的结果（音高折曲等）。
3 按住旋转选择器至少 1 秒钟。
返回到 [ZOOM] 模式。

与其它设备一起操作 XDJ-700
当通过局域网电缆连接到先锋 DJ 的 DJ 混音器
时，可通过 DJ 混音器的渐变器控制本机的各种操
作，如开始播放。
! 事先将本机连接至先锋 DJ 的 DJ 混音器。有关
连接的说明，请参阅第 9页上接线 。
! 有关播放机编号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0页上仅通过一个局域网端口连接混音器 。
! 还可参阅先锋 DJ 的 DJ 混音器操作说明书了解
如何操控渐变器开始功能。

使用 DJ 调音台的渐变器开始播放
（渐变器开始）
1 使用局域网电缆连接本机和先锋 DJ 的 DJ 混
音器。
有关连接的说明，请参阅第 9页上基本类型 。
2 开启 DJ 混音器的渐变器开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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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本机上设置指示。

屏幕说明

4 移动 DJ 调音台的声道渐变器或交叉渐变器。
本机的暂停模式被取消，并且立即开始播放
曲目。
! 当把声道渐变器或交叉渐变设定回其原始位
置时，播放指示返回设定的指示点，并且设定
了暂停模式（返回指示）。

浏览曲目

切换到浏览画面

12 3 4

6

7

1

与所触摸的（[USB]、[LINK] 和
[rekordbox]）媒体相对应的指
介质选择
示灯会亮起。
加载曲目所在的介质将闪烁。

2

内容列表 显示所选媒体的内容。

3

在此显示 rekordbox 中注册的
部分专辑封面。
触摸 [INFO (LINK INFO)] 按钮
时，会关闭专辑封面照片，在左
封面图片 边显示曲目名称。
对于播放列表和播放历史，则显
示序号。
假如没有 rekordbox 库，会在左
边一直显示曲目名称。

4

最上层

显示上层文件夹的名称。

5

光标

转动旋转选择器可使光标向上
和向下移动。

6

用户自
设类别

可选择 rekordbox 显示的类别。
在触摸 [INFO (LINK INFO)] 按
钮时，会显示光标所选曲目的详
细信息。
如果没有 rekordbox 库，会显示
光标所选曲目的详细信息。

7

与所触摸的（[BROWSE
(SEARCH)]、[TAG LIST]、
模式选择 [INFO (LINK INFO)], [MENU
(UTILITY)] 或 [PERFORM]）按
钮相对应的指示灯会亮起。

触摸多媒体触摸键。
显示每一播放源的内容列表。

! [USB]：在连接的 USB 设备中或 rekordbox
安装的移动设备上显示音乐文件。
! [LINK] ：显示其他 DJ 播放机上的音乐
文件。
! [rekordbox] ：显示 rekordbox 上的音乐
文件。
! 浏览屏幕显示时，如果触摸
[BROWSE (SEARCH)] 按钮，会关闭浏览屏
幕，并切换到正常播放屏幕。
如果再次触摸 [BROWSE (SEARCH)]，会打开
上一浏览屏幕。

5

高级操作

可浏览不同的设备和所连计算机的 rekordbox 库
显示曲目列表。
! 如果浏览不含 rekordbox 库信息的 USB 设备，
文件夹和曲目（音乐文件）将以树形结构显示
在列表中。

浏览画面的基本操作
选择项目
1 显示浏览画面。
= 切换到浏览画面 （第 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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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动旋转选择器选择项目。

按下旋转选择器达 1 秒以上可使用跳跃功能。
= 使用跳跃功能搜索 （第 31页）
3 按下旋转选择器输入项目。

= 播放其他 DJ 播放机上的音乐文件
（第 20页）
= 播放计算机或移动设备上的 rekordbox 库
（第 20页）
2 显示曲目列表时，触摸 [MENU (UTILITY)]
按钮。
屏幕上出现排序菜单。
3 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和输入排序项目。
根据所选项目对列表中的曲目进行排序。
! 可在 rekordbox 设定中更改排序菜单中显
示的排序项目。更改设定后，USB 设备上的
rekordbox 库在重新导出后更新。

搜索曲目
如果存在下一层，则打开那一层。 如果显示的是
菜单等，则输入所选菜单。
当光标在曲目上时按下旋转选择器，可将曲目加
载到本机。

! 该功能只在下列情况下有效 ：
— 当浏览计算机或移动设备上的
rekordbox 库时
— 浏览 USB 设备上的 rekordbox 库

返回上一层

使用 [SEARCH] 类别搜索

在浏览画面显示时按下 [BACK] 按钮。
屏幕移回上一层。
! 按下 [BACK] 按钮 1 秒以上或触摸正在浏览的
媒介时，显示屏移至最上边。
! 若要播放 USB 设备上的曲目或计算机或移动
设备 rekordbox 库中的曲目，按最上面的
[BACK] 按钮可查看以下信息。
— USB 设备上无 rekordbox 库信息时 ：该介
质的可用空间和已用空间
— USB 设备上存在 rekordbox 库信息时 ：该
介质的可用空间和已用空间，以及库信息
中的曲目数、播放列表数和上次修改日期
— 计算机或移动设备上的 rekordbox：库信息
中的曲目编号和播放列表

在库浏览模式下，可使用 [SEARCH] 类别搜索
曲目。

其他浏览操作
重新安装曲目（分类菜单）
在浏览时，排序菜单可用于更改曲目顺序。
! 该功能只在下列情况下有效 ：
— 当浏览计算机或移动设备上的
rekordbox 库时
— 浏览 USB 设备上的 rekordbox 库
1 显示 rekordbox 库。
= 播放连接到本机或插入本机的媒体
（第 19页）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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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显示 rekordbox 库。
= 播放连接到本机或插入本机的媒体
（第 19页）
= 播放其他 DJ 播放机上的音乐文件
（第 20页）
= 播放计算机或移动设备上的 rekordbox 库
（第 20页）
2 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和输入 [SEARCH] 类别。
触摸屏上会显示键盘。
! 当继续触摸并长按 [BROWSE (SEARCH)]
时，会启动 [SEARCH] 屏幕。
3 使用触摸屏上的键盘输入字符。
包括输入字符在内的曲目会显示。
! 如果输入更多字符，则包括输入字符在内的曲
目等都会显示。
! 按下 [BACK] 按钮时，将重新出现类别选择
画面。

使用当前播放曲目的音调进行搜索
与主同步器 DJ 播放机中加载曲目音调非常匹配
的曲目音调的图标会更改为音调图标（绿色）。

使用跳跃功能搜索
使用跳跃功能可以快速移至您希望播放的曲目、
类型或文件夹。
跳跃功能包含下列两种模式。
! 字母跳跃 ：当曲目按字母顺序排列或分类时
使用此模式。
! 页面跳跃 ：当曲目未按字母顺序排列或排序
时可使用此功能。

在字母跳跃模式下

2 按住旋转选择器至少 1 秒钟。
切换到字母跳跃模式。光标选中的曲目或列表的
第一个字母被放大显示。
3 转动旋转选择器选择字符或符号。
光标移至以所选字符或符号开始的曲目或类别。
! 如果列表中没有所选字符或符号开始的曲目
或类别，光标保持不动。
字母跳跃模式下显示的字符是字母 A 至 Z、数
字 0 至 9 以及特定符号。

使用热指示带
事先在 rekordbox 中设置好的热指示带可分组加
载到本机的 [HOT CUE] 按钮（A、B 和 C）。
1 将存储有热指示带的 USB 设备连接到本机。
2 在浏览画面上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和输入
[HOT CUE BANK] 类别。
会显示一列热指示带。
3 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和输入要调用的热指
示带。
屏幕上显示热指示带中注册的热指示。
! 光标停在热指示带 A，不能使用旋转选择器或
任何其他按钮移动。

2 按住旋转选择器至少 1 秒钟。
切换到页面跳跃模式。

4 按下旋转选择器。
设在本机的 [HOT CUE]（A、B 和 C）上的热指
示会被热指示带中注册的热指示覆盖。
[HOT CUE] (A, B, C) が点灯します。
! 在加载热指示带、覆盖热指示带的热指示后，
如果将新热指示存储到机器 [HOT CUE] 按钮
之一（A、B 和 C），其他两个从热指示带注册
的热指示也会删除。
! 热指示带无法在本机上进行编辑。使用
rekordbox 编辑热指示带。有关详情，请参阅
rekordbox (Mac/Windows) 用户手册。

3 转动旋转选择器选择页面。
显示画面移至所选的页面。

检查历史播放记录（HISTORY）

在页面跳跃模式下
1 显示不按字母顺序排序的列表。
显示未按字母顺序排序的列表，如 USB 上的文
件夹。

使用信息跳跃功能
选择详细信息中项目显示曲目所属的类别。该功
能方便搜索与所加载曲目风格一样的曲目、BPM
类似的曲目等。

高级操作

1 显示按字母顺序排序的列表。
显示按字母顺序排序的列表，如 USB 设备上的
rekordbox 库或曲目列表。

! 可能无法选择项目，例如，浏览画面上无可显
示的项目，详细信息中只有图标的项目等。
! 选中某一曲目时，会显示曲目加载前的最后浏
览画面。
! 只有 USB 设备上不包含 rekordbox 库信息的曲
目才可选择。

保存曲目的播放历史，并显示在浏览画面的
[HISTORY] 类别上。
! 可根据 [HISTORY] 中的历史播放记录用
rekordbox 创建播放列表。有关详情，请参阅
rekordbox (Mac/Windows) 用户手册。

1 加载曲目。
2 在正常播放屏幕上触摸 [INFO (LINK INFO)]。
显示曲目的详情。
= 显示当前加载的曲目的详细信息
（第 34页）
3 选择和输入项目。
屏幕切换到浏览画面，显示所选项目的类别。
! 触摸 [BROWSE (SEARCH)] 关闭浏览屏幕。

保存播放历史
1 连接 USB 设备到本机。
2 播放曲目。
已播放大约 1 分钟的曲目会保存到播放历史列
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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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USB 设备首次连接到本机或重新连接到本
机时，USB 设备上会自动创建新的播放历史
记录。
! 播放历史列表的名称可预设在 [UTILITY] 中。
= 设置播放历史列表名称 （第 37页）
! 当同一曲目连续播放两次或更多，可能不会保
存到历史。
! 播放历史列表中可以保存的最多曲目数是
999 首。从第 1 000 首曲目开始，会删除播放
历史中最老的曲目，留给新曲目。最多可创建
999 个播放历史列表。
! 当曲目注册到播放历史列表中时，曲目名称等
显示为绿色（表示已播放）。
! [PLAYLIST] 类别中的曲目可使用
[MENU (UTILITY)] 按钮改为绿色（已播放）。
更改后，曲目会注册到播放历史列表中。

编辑标签列表
可以标记接下来要播放的曲目或 DJ 所选曲目，收
集到列表中。 收集的曲目称为“标签列表”。 这
些标签列表可实时与多个通过 PRO DJ LINK 连接
的 DJ 播放机共享。
! 标签列表中每个设备最多可添加 100 首曲目。
! 可以为每个 USB 设备创建标签列表。无法创建
所含曲目位于不同 USB 设备上的标签列表。
! 同一文件夹中同一曲目不能注册两次。
1

2

3

4

5

删除播放历史
1 连接 USB 设备到本机。
2 显示 rekordbox 库。
= 播放连接到本机或插入本机的媒体
（第 19页）
= 播放其他 DJ 播放机上的音乐文件
（第 20页）
= 播放计算机或移动设备上的 rekordbox 库
（第 20页）

1

内容列表 在此处显示标签列表的内容。

2

介质名称

3

在此显示 rekordbox 中注册的
部分专辑封面。
封面图片 在触摸 [INFO (LINK INFO)] 之
后，专辑封面照片会关闭，显示
顺序号。

4

光标

转动旋转选择器可使光标向上
和向下移动。

用户自
设类别

可选择 rekordbox 显示的类别。
在触摸 [INFO (LINK INFO)] 按
钮时，会显示光标所选曲目的详
细信息。

3 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和输入 [HISTORY] 类别。
显示一列播放历史列表。
4 转动旋转选择器选择要删除的播放历史列表。
5 触摸 [MENU (UTILITY)]。
将显示删除菜单。
6
!
!
!

转动旋转选择器选择和输入要删除的范围。
[DELETE] ：删除当前所选播放历史列表。
[ALL DELETE] ：删除全部播放历史列表。
当 USB 设备的播放历史记录作为 rekordbox 播
放列表上载时，将从 USB 设备上删除之前加载
的播放历史记录。
! 对于 [PLAYLIST] 类别中的曲目，可使用
[MENU (UTILITY)] 按钮将曲目名称从绿色
（已播放）改为白色（未播放）。更改后，曲目
会从播放历史列表中删除。

7 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和输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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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处显示记录有曲目的媒体
名称。

将曲目添加到标签列表
选择曲目并添加
1 切换到浏览画面，显示曲目列表。
2 将光标移至曲目，然后按下 [TAG TRACK/
REMOVE] 按钮。
  随即显示在曲目左侧，曲目会加载到该介质
的标签列表。
! 可以在使用 rekordbox 之前将曲目记录在标
签列表内。

— 如需了解详细的操作说明，请参阅
rekordbox (Mac/Windows) 用户手册。

添加加载的曲目
1 加载曲目。

添加整个类别或文件夹
所选类别或文件夹中的所有曲目可添加到标签
列表。
1 将光标移至下面有曲目的类别或文件夹。
信息显示屏右半侧显示曲目列表。

! 多个介质连接到 DJ 播放机时，介质所连接播
放机的编号以及 rekordbox 图标将显示在介
质名称的前方。
2 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并输入介质。
选择介质后，将显示该介质的标签列表。
3 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和输入要加载的曲目。
典目被载入，开始播放。

从标签列表移除曲目

2 按下 [TAG TRACK/REMOVE] 按钮。
类别或文件夹名称闪烁，并且将类别或文件夹中
的所有曲目添加到标签列表。
! 在文件夹浏览模式下添加文件夹时，对于没有
一次性加载完 ID3 等标签的曲目，会使用文件
名作为曲目名。 不注册艺术家名称。
! 曲目添加到标签列表之后，当注册的曲目显示
在浏览画面的曲目列表中或加载到播放机时，
会载入 ID3 标签等，文件名切换到曲目名称，
还会注册艺术家名称。

1 触摸 [TAG LIST]。
显示标签列表。

从播放列表添加曲目

2 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并输入介质。
选择介质后，将显示该介质的标签列表。

所选播放列表中的所有曲目都可添加到标签
列表。

3 使用旋转选择器移动光标到要删除的曲目。

1 切换到浏览画面，选择和输入
[PLAYLIST] 类别。
显示一列播放列表，在信息显示屏幕的右半侧显
示曲目列表。
2 将光标移至播放列表，然后按下 [TAG TRACK/
REMOVE] 按钮。
播放列表名称闪烁，并且将播放列表中的所有曲
目都添加到标签列表。

从标签列表载入曲目
1 触摸 [TAG LIST]。
显示标签列表。

高级操作

2 按下 [TAG TRACK/REMOVE] 按钮。
本机加载的曲目添加到标签列表。
按下以下屏幕上的 [TAG TRACK/REMOVE] 按
钮可将加载曲目添加到标签列表。
! 曲目加载期间，表演画面或曲目详细信息
画面会显示。

可以从标签列表中删除曲目。
! 如果在播放时，从标签列表中移除一首已经添
加到标签列表的曲目，等曲目播放至结束，然
后进入停止模式。 不再播放下一首曲目。

每次删除一首曲目

4 按下 [TAG TRACK/REMOVE] 按钮达 1 秒钟
以上。
在屏幕上按下 [TAG TRACK/REMOVE] 按钮从
标签列表删除曲目，也可按如下方式删除。
! 当浏览画面上的光标移到标签列表中注册
的曲目时
! 当加载标签列表中注册的曲目而显示正常
播放画面、表演画面或曲目详细信息画
面时。

删除所有曲目
1 触摸 [TAG LIST]。
显示标签列表。
2 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并输入介质。
选择介质后，将显示该介质的标签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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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触摸 [MENU (UTILITY)]。
显示 [LIST MENU]。

2

介质／播放 在此处显示存储曲目信息的
机编号
地点。

4 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和输入 [TAGLIST MENU]。
显示 [TAGLIST MENU]。

3

封套图片
和备注

在此处显示 DJ 播放机中载入
曲目的封面图片和备注。

5 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和输入 [REMOVE ALL TRACKS]。

4

播放源
指示灯

指示当前加载的曲目位置。

6 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和输入 [OK]。

当从插入到本机的媒体中加载曲目时，不会显示
播放源指示灯 (4)。

将标签列表转换为播放列表

1 加载曲目。

标签列表中收集的曲目可转换成播放列表。
! 转换后的播放列表显示为 [PLAYLIST] 类别中
的项目。

2 在正常播放屏幕上触摸 [INFO (LINK INFO)]。
显示曲目的详情。

1 触摸 [TAG LIST]。
显示标签列表。

更改曲目评分

2 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并输入介质。
选择介质后，将显示该介质的标签列表。

可以更改曲目的评分。
1 加载曲目。
2 在正常播放屏幕上触摸 [INFO (LINK INFO)]。
显示曲目的详情。

3 触摸 [MENU (UTILITY)]。
显示 [LIST MENU]。
4 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和输入 [TAGLIST MENU]。
显示 [TAGLIST MENU]。

3 选择详细信息中显示的评分
（例如 ：
）
。
4 按下旋转选择器达 1 秒钟以上，然后顺时针或
逆时针旋转选择器。
改变加载曲目的评分。

5 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和输入 [CREATE
PLAYLIST]。
6 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和输入 [OK]。
标签列表的内容转换成播放列表，取名为 [TAG
LIST XXX]。
! 如果未在介质中存储 rekordbox 库信息，则标
签列表无法转换为播放列表。
! 如果标签列表同时包含 rekordbox 管理的
曲目和非 rekordbox 管理的曲目，只有
rekordbox 管理的曲目可转换成播放列表。

5 按下旋转选择器并输入评分。

显示其它 DJ 播放机中载入曲目
的详情

显示当前加载的曲目的详细信息
检查当前加载的曲目的详细信息。
1

2

3

4

当通过 PRO DJ LINK 连接有其他 DJ 播放机时，也
可检查其他 DJ 播放机中加载曲目的详细信息。
1 使用 PRO DJ LINK 将本机与其它 DJ 播放机连接。
2 触摸 [INFO (LINK INFO)]1 秒钟以上。
将出现 [LINK INFO] 屏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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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详情

在此处显示 DJ 播放机中载入
曲目的详情。

3 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和输入要检查曲目详细信
息的 DJ 播放机。
显示所选择 DJ 播放机中载入曲目的详情。

改变设定
存储 USB 设备上的设定

更改 USB 中的颜色设置

[UTILITY] 设定和其他设定可以存储在 USB 设
备上。
存储的设置可导出到 rekordbox。
通过 rekordbox 创建本机设定后，还可以将这
些设定存储到 USB 设备上，然后加载到另一台播
放机。
! 存储的设置如下所示。
— [UTILITY] 设置
PLAY MODE, LOAD LOCK, AUTO
CUE LEVEL, SLIP FLASHING, ON
AIR DISPLAY, LANGUAGE, LCD
BRIGHTNESS
— 其他设置
TIME MODE（主机显示屏上时间的显示
方式）、AUTO CUE、JOG MODE、TEMPO RANGE、
MASTER TEMPO、QUANTIZE、BEAT SYNC

当给本机设置 USB 设备时，部分屏幕会按 USB 设
备中设置的颜色显示。

2 触摸 [USB]。
如果要存储设置的 USB 设备连接到另一 PRO DJ
LINK 互连的 DJ 播放机，请触摸 [LINK] 选择存储
设备。

2 触摸 [USB]。
3 触摸 [MENU (UTILITY)]。
! 只有存在音频文件或 rekordbox 导出的管理
数据的 USB 设备，[BACKGROUND COLOR]
才会显示。
4 转动旋转选择器选择 [MY SETTINGS] 的
[BACKGROUND COLOR]。

改变设定

1 连接到要存储设定的 USB 设备。

1 载入 USB 设备

5 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和决定要设置的颜色。

显示 [UTILITY] 屏幕
触摸 [MENU (UTILITY)]1 秒钟以上。
显示 [UTILITY] 画面。

屏幕说明
1
1

3 触摸 [MENU (UTILITY)]。

2
2

4 在 [MY SETTINGS] 上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和
输入 [SAVE]。
设置被保存。

调用 USB 设备上存储的设定
可以调用 USB 设备上存储的 [UTILITY] 设定和其
他设定。
1 设置 USB 设备调用设定详细信息。

1

选项设定 在此显示本机的设置项。

2 触摸 [USB]。
如果要存储设置的 USB 设备连接到另一 PRO DJ
LINK 互连的 DJ 播放机，请触摸 [LINK] 选择录制
媒介。

2

设定

3 触摸 [MENU (UTILITY)]。
4 在 [MY SETTINGS] 上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和
输入 [LOAD]。
设置被调用。

在此处显示各项的设定。

改变设定
1 触摸 [MENU (UTILITY)]1 秒钟以上。
显示 [UTILITY] 画面。
2 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设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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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移动光标到要更改的项目，然后按下旋转选
择器。
光标移至设定。

选项设定 设定范围

4 转动旋转选择器更改设置。
5 按下旋转选择器输入设置。
光标返回设定。
! 在输入设置之前如果按下了 [BACK] 按钮，会
放弃所做的修改。
6 触摸 [MENU (UTILITY)]。
触摸 [MENU (UTILITY)] 之前返回到上一屏幕。

ON AIR
ON*/OFF
DISPLAY

设定偏好
选项设定 设定范围

描述

PLAY
MODE

更改播放本机加载
的曲目的方式。
CONTINUE*/SINGLE 有关详情，请参阅第
37页上更改播放
模式 。

LOAD
LOCK

LOCK/
UNLOCK*

设置在播放时是否
启用或禁用加载新
曲目。

AUTO
CUE
LEVEL

–36 dB/–42
dB/–48 d
B/–54 d
B/–60 d
B/–66 d
B/–72 d
B/–78 dB/
MEMORY*

有关详情，请参阅第
26页上设置自动
指示的指示点 。

SLIP
ON*/OFF
FLASHING

设置是否在触摸
[SLIP] 按钮激活
滑动功能时按钮等
的指示灯是否应该
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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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是否在主机显
示屏上显示曲目的
ON AIR 状态。通过
PRO DJ LINK 连接到
支持 ON AIR DISPLAY
功能的混音器
（如 DJM-2000nexus）
时，可以根据混音器
的声道渐变器和交
叉渐变器的操作显
示 ON AIR 状态。另
请参阅支持 ON AIR
DISPLAY 功能的混音
器的使用说明书。

LANGUAGE －

设定主机显示屏的
语言。

HISTORY
－
NAME

有关详情，请参阅第
37页上设置播放
历史列表名称 。

PLAYER
No.

AUTO*, 1
－ 4

设定本机的播放机
编号。 当本机载入
了媒体时，则播放机
编号无法更改。

LINK
STATUS

－

当进行了 PRO DJ
LINK 连接时，在此处
显示连接状态。

MIDI
1* 至 16
CHANNEL

有关详情，请参阅第
40页上更改 MIDI
声道设定 。

AUTO
STANDBY

有关详情，请参阅第
37页上设定自动
待机模式 。

ON*/OFF

LCD
设定主机显示屏的
1 － 3* － 5
BRIGHTNESS
亮度。
TOUCH
DISPLAY
－
CALI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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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有关详情，请参阅第
37页上校正触摸
屏对齐 。

选项设定 设定范围

描述

SCREEN
SAVER

当设定为 [ON] 时，
屏保程序在以下情
况下启动 ：
! 5 分钟内本机未
载入曲目时
! 处于暂停或指示
待机模式下、或者
当主机显示屏显
示 [END] 时，在
100 分钟内未执
行操作。

ON*/OFF

VERSION No.

显示本机的软件
版本。

设置播放历史列表名称
USB 设备上存储的播放历史记录名称可以预设。
1 显示 [UTILITY] 屏幕。
= 显示 [UTILITY] 屏幕 （第 35页）
改变设定

DEFAULT*,
DUPLICATION ALL,
PLAYER1–4

有关详情，请参阅
第 38页上复制设
置到另一台通过 PRO
DJ LINK 连接的 DJ 播
放机 。

! 若 4 小时内未执行任何操作，未载入任何 USB
设备，未进行 PRO DJ LINK 连接以及 USB 端
口（在设备的后面板上）未连接任何计算机。
! 本机工作时取消了待机模式。
! 本机自动待机功能默认开启。如果您不想使用
自动待机功能，可以设定 [AUTO STANDBY]
为 [OFF]。

2 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和输入 [HISTORY
NAME]。
3 使用触摸屏上的键盘输入字符。

更改播放模式

4 按下旋转选择器以进入。
名称更改为刚输入的名称。
! 当更改播放历史列表名称时，播放历史列表名
称末尾的数字变为 001。每创建一个播放历史
列表，数字加一。
! [HISTORY] 名称可设定的最大字符数为 32
个，包括字母、数字和符号在内。

1 显示 [UTILITY] 屏幕。
= 显示 [UTILITY] 屏幕 （第 35页）

更改语言

－

*: 出厂设定

2 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和输入 [PLAY MODE]。
3 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和输入 [CONTINUE] 或
[SINGLE]。
CONTINUE ：所有模式下允许跳转到上一或下一
曲目。
SINGLE ：主机显示屏上字母 [TRACK] 切换到
[SINGLE]，无法跳转到上一或下一曲目，除非使
用曲目搜索和搜索按钮。
! PLAYER 的播放设置无法进行更改。

选择屏幕上曲目名称和消息的显示语言。
! 更改语言时，主机显示屏上的消息会按所选语
言显示。
! 在显示曲目名等时，如需以本地代
码而非 Unicode 显示字符，请更改
[LANGUAGE] 设置。
1 显示 [UTILITY] 屏幕。
= 显示 [UTILITY] 屏幕 （第 35页）
2 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和输入 [LANGUAGE]。

设定自动待机模式

3 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和输入语言。
屏幕显示的语言已更改。

1 显示 [UTILITY] 屏幕。
= 显示 [UTILITY] 屏幕 （第 35页）

校正触摸屏对齐

2 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和输入 [AUTO
STANDBY]。
3 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和输入 [ON] 或 [OFF]。
当 [AUTO STANDBY] 设为 [ON] 时，会启用自
动待机功能，在以下情况下会进入待机模式。

1 显示 [UTILITY] 屏幕。
= 显示 [UTILITY] 屏幕 （第 35页）
2 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和输入 [TOUCH
DISPLAY CALIBRATION]。
3 按顺序触摸屏幕上显示的 [+]。
一共触摸 16 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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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在松开时，[+] 未移动，则请触摸一段时间
再松开。
4 按下旋转选择器以进入。
更改后的设定被保存。
! 本机出厂前已经过校准。如果无法正确触
摸，请校准。
! 校准时，请勿使用像圆珠笔一样的尖锐
物品。

复制设置到另一台通过 PRO DJ
LINK 连接的 DJ 播放机
[UTILITY] 设置和其他设置可以复制到其他通过
PRO DJ LINK 连接的 DJ 播放机。
! 复制的设置如下显示。
— [UTILITY] 设置
PLAY MODE, LOAD LOCK, AUTO
CUE LEVEL, SLIP FLASHING, ON
AIR DISPLAY, LANGUAGE, LCD
BRIGHTNESS
— 其他设置
TIME MODE（主机显示屏上时间的显示
方式）、AUTO CUE、JOG MODE、TEMPO RANGE、
MASTER TEMPO、QUANTIZE、BEAT SYNC
1 选择 [DUPLICATION] 并按回车。
2 在想要反映设置的 DJ 播放机上停止播放。
3 使用旋转选择器选择和输入 [PLAYER X] 或
[ALL]。
[PLAYER1]-[PLAYER4] ：设置复制到指定的 DJ
播放机。 不能选择正在播放的 DJ 播放机。
[ALL] ：设置复制到所有通过 PRO DJ LINK 连接
的 DJ 播放机。 设置不能复制到正在播放的 DJ 播
放机。
[DUPLICATED] 显示在指定播放机的显示屏上，复
制本机的 [UTILITY] 设置和其他设置到指定的播
放机。
[DEFAULT] ：恢复本机的设置到购买时的默认
设置。

关于本驱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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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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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本驱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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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先锋 DJ 支持网站的 [XDJ-700] 下的
[Software 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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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 USB 电缆连接本机和计算机。
1 通过 USB 电缆将本机与您的计算机相连接。
有关连接的说明，请参阅第 12页上使用 DJ
软件 。
2 按下 [u] 开关。
打开本机电源。
! 当本机首次连接计算机或连接到计算机的另
一 USB 端口时，可能会显示 [ 正在安装设备驱
动程序软件 ] 消息。等待直至显示 [ 可以使用
设备 ] 信息。

调节缓冲器尺寸（Windows）
本机作为音频设备的功能符合 ASIO 标准。
! 如果正在运行将本机用作默认音频设备的应
用程序（DJ 软件等），在调节缓冲区大小之前
请退出该应用程序。
单击 Windows [ 开始 ] 菜单
>[ 所有程序 ]>[Pioneer]>[CDJXDJ]>[CDJXDJ
ASIO 设置实用程序 ]。

! 缓冲器尺寸的足够大，因而减少了声音漏失
（声音中断）的几率，但却增加了音频信号传
输的延迟（延时）。
! 关于位数，请在 ASIO 播放时指定比特深度。
! 根据以下操作流程，调整缓存大小和内核
缓存。

如果默认设置下没出现声音干扰
1 逐渐减小缓存大小，设置到没有声音干扰的最
小值。

改变设定

2 设置内核缓存大小 [2]，检查是否出现声音
干扰。
! 如果出现声音干扰，设置内核缓存大小到
[3]。

如果默认设置下出现声音干扰
设置内核缓存大小到 [4]，然后设置到没有声音干
扰的最小值。

检查本驱动软件的版本
! 您可以在屏幕上检查本机的固件版本。
单击 Windows [ 开始 ] 菜单
>[ 所有程序 ]>[Pioneer]>[CDJXDJ]>[CDJXDJ 版
本显示实用程序 ]。
! 当本机与计算机未连接或通信不正确时，则不
显示固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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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DJ 软件
操作 DJ 软件
本机通过通用 MIDI 或 HID 格式输出按钮和控制
旋钮等的操作信息。当用 USB 电缆连接至安装有
与 MIDI 或 HID 兼容的 DJ 软件的电脑时，可以从
本机操作 DJ 软件。计算机上播放的音乐文件声音
可从本机中输出。
如要将本机作为音频设备，则请事先在计算机上
安装驱动程序软件（第 38页）。还必须在 DJ 软
件的音频输出设备设置中选择本机。有关详情，
请参阅 DJ 软件的操作说明书。
1 将本机的 USB 端口连接至您的电脑。
有关连接的说明，请参阅第 12页上使用 DJ
软件 。
2 触摸 [BROWSE (SEARCH)]，然后触摸
[LINK]。
菜单屏幕上显示 [CONTROL MODE] 和
[USB MIDI]。

5 触摸 [MENU (UTILITY)]。
显示上一个屏幕。

MIDI 信息列表
SW 名称 SW 类型

JOG
(TOUCH)

－

5 启动 DJ 软件。
开始与 DJ 软件的通信。
! 可以使用本机上的按钮和旋转选择器运行电
脑上的 DJ 软件。
! 可能无法使用某些按钮运行 DJ 软件。
! 当有曲目载入本机时，控制模式将被取消。
! 有关本机输出的信息的详情，请参阅第 40页
上 MIDI 信息列表 。

更改 MIDI 声道设定

注意

对应于速度的
线性值，从停
止至 4X ：64 对
应于停止，65
Bn 10 dd
(0.06X) － 127
(4X) 在正方向，
63 (0.06X) - 0
(4X) 在反方向。
Bn 1D dd

JOG
RING

对应于速度的线
性值，从 0.5X 至
4X ：64 对应于停
止（0.49X 以下），
Bn 30 dd
65 (0.5X) 至 127
(4X) 在正方向，
63 (0.5X) 至 0
(4X) 在反方向。

－

0 － 127, 0 在 侧，127 在 + 侧

98 － 127，1 －
30 当超过 ±30
通用
时，发送上一时
旋转
Bn 4F dd
间的计数差异
选择器 控制器
（±1 － ±30），
设定为 ±30
PLAY/
PAUSE

SW

9n 00 dd OFF=0, ON=127

CUE

SW

9n 01 dd OFF=0, ON=127

SEARCH
SW
FWD

9n 02 dd OFF=0, ON=127

2 选择 [MIDI 声道 ] 并按回车键。

SEARCH
SW
REV

9n 03 dd OFF=0, ON=127

3 转动旋转选择器。
选择 MIDI 声道并更改设定。可以选择 1-16 的
设定。

TRACK
SEARCH SW
NEXT

9n 04 dd OFF=0, ON=127

若操作信息以 HID 格式输出，则不需要进行此
操作。
1 触摸 [MENU (UTILITY)]1 秒钟以上。
显示 [UTILITY] 画面。

4 按下旋转选择器以进入。
40

MSB

TEMPO
VR
SLIDER

3 选择 [CONTROL MODE] 并按回车。
显示连接屏幕。
4 选择 [USB MIDI] 并按回车。
本机切换到控制模式。

MIDI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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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 名称 SW 类型

MIDI 信息
MSB

注意

SW 名称 SW 类型

MIDI 信息
MSB

注意

TRACK
SEARCH SW
REV

9n 05 dd OFF=0, ON=127

BEAT
LOOP 1

GUI 按钮 9n 28 dd OFF=0, ON=127

LOOP IN SW

9n 06 dd OFF=0, ON=127

BEAT
LOOP 2

GUI 按钮 9n 29 dd OFF=0, ON=127

LOOP
OUT

SW

9n 07 dd OFF=0, ON=127

BEAT
LOOP 4

GUI 按钮 9n 2A dd OFF=0, ON=127

RELOOP SW

9n 08 dd OFF=0, ON=127

BEAT
LOOP 8

GUI 按钮 9n 2B dd OFF=0, ON=127

BEAT
LOOP 16

GUI 按钮 9n 2C dd OFF=0, ON=127

QUANTIZE

GUI 按钮 9n 09 dd OFF=0, ON=127

MEMORY GUI 按钮 9n 0A dd OFF=0, ON=127
GUI 按钮 9n 0B dd OFF=0, ON=127

SLIP

GUI 按钮 9n 2D dd OFF=0, ON=127

CALL
PREV

GUI 按钮 9n 0C dd OFF=0, ON=127

TAG
TRACK

SW

9n 30 dd OFF=0, ON=127

DELETE GUI 按钮 9n 0D dd OFF=0, ON=127

BACK

SW

9n 32 dd OFF=0, ON=127

TIME/
A.CUE

GUI 按钮 9n 0E dd OFF=0, ON=127

9n 33 dd OFF=0, ON=127

TEMPO
RANGE

旋转
选择
SW
器推动

SW

9n 10 dd OFF=0, ON=127

MASTER
SW
TEMPO

9n 11 dd OFF=0, ON=127

JOG
MODE

SW

9n 12 dd OFF=0, ON=127

HOT
CUE A

GUI 按钮 9n 18 dd OFF=0, ON=127

HOT
CUE B

GUI 按钮 9n 19 dd OFF=0, ON=127

HOT
CUE C

GUI 按钮 9n 1A dd OFF=0, ON=127

使用 DJ 软件

CALL
NEXT

图形
OFF = 从左侧至
NEEDLE 化用
Bn 1C dd 右侧的 0 1 至 127
户界面
位置数据
n 是声道数据。

HOT CUE
GUI 按钮 9n 1C dd OFF=0, ON=127
REC
HOT CUE
GUI 按钮 9n 1D dd OFF=0, ON=127
CALL
MASTER GUI 按钮 9n 1E dd OFF=0, ON=127
SYNC

GUI 按钮 9n 1F dd OFF=0, ON=127

JOG
TOUCH

SW

REVERSE

GUI 按钮 9n 21 dd OFF=0, ON=127

9n 20 dd OFF=0, ON=127

VINYL
GUI 按钮 9n 22 dd OFF=0, ON=127
制动器
BEAT
LOOP
1/2

GUI 按钮 9n 27 dd OFF=0, ON=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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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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指示点（第 23页）。

循环播放功能无效。

是否设定循环点？

设定循环点（第 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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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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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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所连 USB 设备的文件格式。有关本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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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况下移除设备，则可能不显示这些内容。
检查 USB 指示标志在断开 USB 设备和关闭本机
电源前是否完全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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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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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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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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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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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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关闭（OFF）时，用户可通过按住
[OUT(OUT ADJUST)] 按钮开启电源查看
[TOUCH DISPLAY CALIBRATION] 设置。

关于液晶显示器
! 在液晶显示器上可能出现较小的黑点或亮点。这并非故障，而是液晶显示器的内在现象。
! 在寒冷的地方使用时，开机后液晶显示器会变暗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后，它将达到正常亮度。
! 当暴露在直射阳光下时，液晶显示器将会反射光线，导致屏幕难以看清。挡住直射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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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机显示屏部分显示的图标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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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机编号（1
- 4）

计算机

关闭文件夹

等待

艺术家

编辑评分

年

混音器

rekordbox

唱片集

在标签列表
中注册

标签

原始艺术家

混音器

曲目／文
件名称

拍速（BPM）

键

搜索

热指示

播放列表
历史记录
热指示带列表

颜色

比特率

DJ 播放计数

额定值

USB

播放

日期库已添加

时间

SD

打开文件夹

备注

关于 iPod/iPhone
! 本产品针对先锋 DJ 支持网站上的 iPod/iPhone 软件版本进行开发和测试。(http://pioneerdj.
com/support/)
! 如果 iPod/iPhone 上安装的版本不在先锋 DJ 支持网站上，则可能出现产品兼容性问题。
! 请注意，先锋 DJ 无法保障 iPod/iPhone 的正常工作。
! 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出现 iPod/iPhone 任何数据丢失，先锋 DJ 概不负责。
! 在 iPod/iPhone 上，用户可在出于个人用途的情况下复制和播放没有版权保护的内容和法律允许
复制和播放的内容。法律禁止侵犯版权。

商标，许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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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标或注册商标。
! 音乐管理软件 rekordbox 不享受质保所规定
的免费维修等。使用 rekordbox 之前，请认真
阅读 rekordbox 的“软件许可协议”中的条款。
! 本产品规格与设计若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 © 2015 日本先锋 DJ 公司。
版权所有。
<DRI1280-A>

附加信息

! 先锋 DJ 是日本先锋公司的商标，并经许可
使用。rekordbox 和 KUVO 是日本先锋 DJ 公司
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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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使用 MP3 文件

! iPhone、iPod、iPod tou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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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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