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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览

设备连接举例

██ 播客

安置于桌面
支架的话筒

耳机

电脑

手机

底部线槽

██ 现场扩声系统

底部线槽

人声话筒 套鼓拾音话筒

电贝斯

电吉他

键盘

AC 适配器

有源音箱 耳机

当您将配置被动拾音器的电
吉他或电贝斯连接至通道 1 
或 2 时，请按下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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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使用 、 、  和  按键选择操作
模式。
功能按键的实际功能取决于所选模式；亮起的字符或符号
将指示当前所应用的功能。

用于设置混音和 SOUND PAD。

用于选择和调节效果。

用于储存和调用混音设置。

用于将音频录制于 SD 卡或播放 SD 卡中的数据
以及改变  的各种设置。

 是一台 8 通道数字调音台。如下图所示，音频信号按箭头顺序进行输入、处理和输出。

1. 连接话筒或乐器并输入音频
信号。

2. 调节各通道的音频音色和音
量。

3. 调节总音量。

4. 连接音箱或耳机并输出音频
信号。

信号流程

模式和功能按键

模式按键

功能按键

 概览

4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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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和关闭电源

4

3
5

2, 6

底部线槽

1. 请确认将连接至  的输出设备的电源关闭。

2. 请确认关闭设备的电源 (  切换至 OFF )。

3. 请将设备专用的 AD-17 AC 适配器连接电源插座。

 可以使用 5 号电池进行供电。

提示

4. 请将所有  旋钮和推子调节至最低。

5. 请连接乐器、话筒、扬声器和其他设备。

6. 请开启设备的电源 (  切换至 ON )。

7. 请将连接至  的输出设备的电源开启。

开启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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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和关闭电源

注意
• 当您使用电容话筒时，请开启 。当您使用不需要进行幻象供电的设备时，请关闭 。
•  在未进行操作 10 小时后，其电源将自动关闭。如果您想始终开启设备，请关闭自动关机功

能。相关设置操作，请参阅使用说明书。

关闭电源

1. 请将连接至  的输出设备的音量调节至最低。

2. 请将连接至  的输出设备的电源关闭。

3. 请确认关闭设备的电源 (  切换至 OFF )。
屏幕显示以下界面，随即电源关闭。

注意
当您关闭设备电源，当前混音设置将储存于 SD 卡的工程文件中。如果不能储存于 SD 卡中，该设
置将储存于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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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日期和时间

当您购买本产品后首次开机时，请务必设置日期/时间。

2, 3, 4, 5

2
3, 4, 5

1

1. 请按下  使其亮起。

2. 请按下  使其亮起。
屏幕显示 SETTING 界面。

3. 请选择 SYSTEM > DATE/TIME.

移动光标：请转动 

确认操作：请按下 

4. 请设置日期和时间。
移动光标或改变数值：请转动 

选择选项/确认操作：请按下 

5. 请使用  选择 OK 并按下 。

按下  将返回上一界面。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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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从其他设备输入的音频信号

3, 5

1

2

4

6

1. 请使用  调节由乐器和话筒输入的音频信号。
如果您想调节通道 7 和 8 的音量，请调节所连接设备的音量控制。

注意
请调节电平并确认  指示灯不亮起红色。

2. 请将 MASTER 和您想输出音频信号的通道的  关闭 ( 熄灭 )。

3. 请将 MASTER 推子设置为 0。

4. 请使用通道推子调节音量。

5. 请使用 MASTER 推子调节总音量。

6. 请使用  调节耳机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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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通道 7 和 8 的输入
通道 7 和 8 可接收以下信号输入。

LINE 输入
用于键盘或音频播放器等连接线路电平设备。

手机输入（仅通道 8）
通道 8 可用于接收从手机输入的立体声音频信号。进行播客时，远
程参与者的语音可通过手机输入。从手机输入的音频信号可经由
四段式插头连接线输入  并经过混音后返送至手机。由于输出
信号不包含通道 8 的音频，通过手机加入的参与者不会听到语音
回声。

USB 音频返送
当您将  作为电脑音频接口时，从电脑输入的音频信号将通过 
USB 1-2 和 USB 3-4 返送至电脑。您可以在进行播客和直播时播
放背景音乐。

SOUND PAD

您可以将音频文件（WAV 格式）指定于 SOUND PAD 按键。按下其
一将播放所指定的音频文件。您可以为各按键指定其电平和播放
方式。设备出厂时，13 种音色已指定并可使用。

██ 切换输入

1. 请按下通道 7/8 的  选择输入。
所选输入的 LED 将亮起。

通道 7 LINE 输入→ USB 1-2 → SOUND PAD 1-3

通道 8 LINE 输入→ 手机输入 → USB 3-4 → SOUND PAD 4-6

注意
通道 8 所应用的手机输入和通道 7 所应用的 LINE 输入不能同时选择。如果您同时选择两者，通道 
7 的 LINE 指示灯将闪烁。

输出从其他设备输入的音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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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音色和声像

1
2

1. 请按下并亮起您想调节其音色和声像的通道的 。

2. 请使用 CHANNEL STRIP 中的旋钮和按键调节音色和声像。
██ 调节音色

请使用均衡各频段（HIGH、MID、LOW）旋钮调节音色。

减弱  增强

██ 调节声像：
您可以在立体声音频播放时调节其左右声场的位置。

左  右

关于旋钮和按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说明书。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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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内置效果
 内置的一个库中包含 8 种发送效果。

5

6

2

4, 7

1, 8

1

3

1. 请按下  使其亮起。
当前所选效果类型将显示于屏幕中。

2. 请按下以下  按键选择所需应用的效果。

所选效果的
按键亮起。

3. 请将 EFX RTN  设置为 OFF ( 熄灭 )。

4. 请将 EFX RTN 推子置于 0。

5. 请按下您想使用效果的通道的  并使其亮起。

6. 请使用  调节各通道的效果量。

7. 请使用 EFX RTN 推子调节效果总量。

8. 请使用  调节效果参数。
调节参数：请转动 

选择参数：请按下 

关于可使用  调节的各效果类型和参数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说明书。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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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准备

工程文件，即  系统性操作的录音及播放数据。

2, 3, 4

2
3, 4

2

1. 关闭电源（  切换至 OFF）后，请打开  
SD 卡插槽护盖，然后将 SD 卡完全插入。
取出 SD 卡时，请将 SD 卡向内推入并使其稍稍弹出，然
后便可取出。

2. 请按下  和  使其亮起。
屏幕显示 SETTING 界面。

3. 请选择 PROJECT > NEW PROJECT。

移动光标：请转动 

确认操作：请按下 

4. 请使用  选择 YES 并按下 。

注意
• 关于格式化 SD 卡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说明书。
• 请使用 Class 10 或级别更高的 SD 卡。
• 以 96 kHz 进行录音前，请格式化 SD 卡。否则，录音数据会丢失。
• 当您创建新工程文件时，当前混音设置将作为初始设置。

创建新工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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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叠加录音及播放轨
 配置有录音功能，您可以进行 12 轨同时录音或 10 轨同时播放。从各通道输入并经由总推子

输出的音频信号可进行录音。您同样可以播放所录制的音 频。

录音

3
5
6

2
4
1

1. 请按下  使其亮起。

2. 请使用  开启或关闭叠加录音。
• 亮起（开启）: 覆盖当前工程文件
• 熄灭（关闭）: 创建并录制于新的工程文件

3. 请按下您想进行录音的音轨的  并使其亮起红色。

4. 请按下  开启录音待机。

如果  处于关闭状态时已存有录音文件，按下  将创建新工程文件并开启录音待机。

提示

5. 请按下  使其亮起并开始录音。

6. 请按下  停止录音。
注意

录音停止时，屏幕将显示“Please Wait”信息。此时，请勿关闭电源或取出 SD 卡。否则，数据可能丢
失或失效。

关于插录、自动录音和预录音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说明书。

提示



13

录音/叠加录音及播放轨

2
3
4 
1

1. 请按下  使其亮起。

2. 请按下您想进行播放的音轨的  并使其亮起绿色。

3. 请按下  开启播放。

•  亮起：播放

•  闪烁：暂停

4. 请按下  停止播放。
注意

当 MASTER 通道处于播放状态时，其他通道不能进行播放。

• 由于播放音频信号位于均衡单元前，您可以在播放时调节均衡和声像设置。
• 关于改变播放模式和选择播放工程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说明书。

提示

播放录音



14

应用功能

调音台 通道 1–6 搭载有高品质话筒前级放大器。
各通道同样配置有 3 段均衡、LOW CUT、PAN 以及效果发送量组。
通道 8 配置可连接手机的接口。

效果 调音台包含 1 路总线共 8 种回路（发送-返回）效果。各效果的参数可进行调节。

场景 您可以将当前调音台设置储存为场景设置并随时调用这些设置。您可以储存 7 组场景
设置。调音台设置同样可以重置。

MONITOR OUT 由于 MONITOR OUT 接口可输出 3 种不同监听混音，各演绎者可选择自己所需的监听
混音。

SOUND PAD 您可以将音频文件（WAV 格式）指定于 SOUND PAD 按键。按下其一将播放所指定的音
频文件。您可以为各按键指定其电平和播放方式。设备出厂时，13 种音色已指定并可使
用。

录音机 录音机可进行 12 轨同时录音，包括各通道和主音轨；同时播放音轨为 10 路。录音数据
可储存为 16/24 比特、44.1/48/96 kHz 的 WAV 格式音频并由工程文件进行系统操作。
以下功能可与录音机一起使用：
• 录音、叠加录音和音轨播放
• 添加标记并在标记间移动
• 插录
• 缩混（主音轨录音和播放）
• 超过既定电平时自动开启录音
• 预录音

工程文件 工程文件可执行以下操作：
• 选择用于播放的工程文件
• 改变工程文件名称
• 删除工程文件
• 保护工程文件
• 查看工程文件信息
• 查看、删除标记及在标记间移动

音频文件 音频文件可执行以下操作：
• 删除音频文件
• 将音频文件指定于各通道

节拍器 您不仅可以改变节拍器的音量、音色和节奏型，还可以使用预备拍功能。各输出接口的
音量可进行设置。

音频接口 作为 USB 音频接口时，本设备可支持 12 进 4 出（采样率为 44.1/48 kHz）的音频信号传
输。

读卡器 连接电脑时，本设备可作为读卡器使用。

设置 录音机和 SD 卡的相关设置可通过按下 RECORDER 按键及 SETTING 按键进行操作。

录音机 录音格式设置
自动录音设置
电平表显示录音电平
延迟调节设置
播放设置
预录音设置

SD 卡 查看剩余空间
恢复出厂设置
性能测试

其他设置 日期和时间设置
改变采样率
关闭自动关机功能
调节屏幕对比度
改变屏幕背光亮起时间
电池相关设置

恢复出厂默认设置 您可以将设备恢复至出厂时的默认设置。

固件 您可以查看固件版本及将其更新至最新版本。

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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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规格

电源 4 节 5 号电池（碱性电池、锂电池或可充电镍氢电池）
AC 适配器 (ZOOM AD-17) : DC 5V/1A 
支持 USB 总线供电

额定电流 USB/AC适配器操作（5 V）: 1 A —
电池操作（4.8 V）: 1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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