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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 与播客应用

1. 录制

您可以使用 P8 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播客录音。
• 最多 6 人可参与播客录音。（可同时连接 6 个话筒和 6 副耳机。）
• 通过应用限幅、 低阻、 均衡、 压缩/消除齿擦音及降噪等功能， 您可以提升人声的

语音音质和清晰度。
• SOUND PAD 按键可用于触发音乐片段和采访录音。
• 外场嘉宾同样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的远程连接参与到播客节目中。
• 您可以使用 USB 音频返送功能播放电脑中的背景音乐。
• 使用立体声文件进行播客制作是如此轻松、 便捷。
• 您可以使用电脑中的多轨文件进行音量微调。

2. 编辑

P8 可通过以下方式编辑用于播客制作的立体声录音文件。
• 音频文件不仅可以进行剪切， 而且可以应用淡入/淡出效果。
• 您可以添加背景音乐。
• 事先准备好的开场和结尾素材可附加于起始和末尾。
• 音量标准化功能可使您的播客音量始终处于最佳电平。
• 文件可转换为 MP3 格式。

3. 发表
所编辑的文件可通过 USB FILE TRANSFER 模式传输至电脑。 您同样可以将其上
传至播客服务平台* 或您所使用的服务器。

* 该服务平台提供储存播客文件的服务器。

相关术语说明

USB 音频返送

作为音频接口时， 从电脑、 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输出的音频信号可进行返送。因此， 您可以在播客制作过
程中使用电脑或其他设备播放背景音乐。

SOUND PAD 按键

您可以将音频文件指定于各 SOUND PAD 按键并通过一键触发播放其所指定的音频素材。这样， 无论是
开场和结尾音乐， 还是事先已准备好的采访录音都可以在播客进行中随时播放。

USB Mix Minus

当您将 P8 作为音频接口时， 从 USB 输入的音频信号可设置为不经由 USB 再次输出， 即混音消除。这样
可以避免录音过程中通过电脑、 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所接入的另一终端的访客在交谈时所产生的音频回
声。

ON AIR 按键

当 ON AIR 按键处于关闭状态时， 所输入的音频信号既不会从 USB 端口 （音频流） 或 SPEAKER OUT 接口
输出， 也不会录制于播客立体声文件中。当播客参与者们在背景音乐播放时进行下一话题的讨论准备时， 
请使用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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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示例

SD 卡

话筒
动圈话筒和电容话筒

无线适配器 （ZOOM BTA-2）
用于无线连接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AC 适配器 
（ZOOM AD-14）

电脑、 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开启音频接口功能时， 电脑、 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中的音频信号可与本设备进行交互。您同样可以
传输并编辑 SD 卡中的录音文件。有些应用程序
可能无法使用。

智能手机
嘉宾们可通过手机参与到播客节目中。

耳机

C 型 USB 端口

有源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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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元的功能

 ■ 上面板

 INPUT 接口
输入接口均配置有话筒前级放大器。

 INPUT SELECT 开关
根据所连接的设备进行相应设置。

 动圈话筒
 电容话筒 （可进行 +48 V 幻象供电）
 通过 USB 端口返送由电脑、 智能手机或

平板电脑输出的音频信号
 触摸屏

您不仅可以通过触摸屏查看 P8 的各项操作状
态， 而且可以进行相关设置和文件编辑。

 MUTE 按键
用于静音 （亮起） 输入信号和取消其静音 （熄
灭） 状态。

 ON AIR 按键
按键亮起时， 从该通道输入的音频信号将录制
于播客立体声文件中并同时从 USB 端口、 
SPEAKER OUT 接口、 PHONES 接口和智能手
机接口输出。

按键熄灭时， 从该通道输入的音频信号仅从 
PHONES 接口和智能手机接口输出。

 通道推子
用于调节通道的信号电平 （– ∞ 至 +10 dB）。

 BTA-2 供电接口
为所连接的 BTA-2 无线适配器进行供电。

 智能手机接口
用于连接智能手机。

 SOUND PAD A–I 按键
用于播放所指定的音频文件。

 SPEAKER OUT 接口
将所有输入通道的音频信号以立体声混音方式
进行输出。请将功率放大器、 PA 系统或有源音
箱连接于此。

 PHONES 接口
将所有输入通道的音频信号以立体声混音方式
进行输出。请将耳机连接于此。

 PHONES 旋钮
用于调节从 PHONES 接口输出的音频信号的
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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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OUT 旋钮
用于调节从 USB 端口输出的音频信号的音量。 

SPEAKER OUT 旋钮
用于调节从 SPEAKER OUT 接口输出的音频信
号的音量。

STOP 按键
用于停止录音/播放。
REC 按键
用于开启/停止录音。
PLAY/PAUSE 按键
用于播放/暂停所录制的文件。
MARK 按键
用于在录音/播放过程中添加标记。通过在所需
位置添加标记， 编辑操作将更为便捷。

■ 后面板

POWER 开关
用于开启和关闭设备电源。
DC IN 5V AC 适配器接口
用于连接随设备指定的 AC 适配器。

C 型 USB 端口
用于连接电脑、 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SD 卡插槽
兼容 SDHC 卡和 SDXC 存储卡。
通过 P8 进行格式化后方可为其所用。

装入电池

P8 可使用电池进行供电。请打开设备底部面板的电池仓护盖并装入 4 节 5 号电池。

按下卡子并打开电池仓护盖。

注意
• 请务必每次使用同一种类型的电池 （碱性电池、 镍氢电池或锂电池）。
• 请正确设置所使用电池的类型。这样， 电池的剩余电量可准确的显示于屏幕中。
• 您可以在主界面查看电池的剩余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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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流程图

L/R

SOUND PAD

ON AIR 按键亮起ON AIR 按键熄灭

INPUT 1

MUTE FADER

N.R.

INPUT 2

MUTE FADER

N.R.

INPUT 3

MUTE FADER

N.R.

INPUT 4

MUTE FADER

N.R.

INPUT 5

MUTE FADER

N.R.

INPUT 6

MUTE FADER

N.R.

PHONE

MUTE FADER

MUTE FADER

调节音量和音色

调节音量和音色

调节音量和音色

调节音量和音色

调节音量和音色

调节音量和音色

调节音色

播客立体声
录音文件

不包含从智能手机接口 （所连接
智能手机） 输入的音频信号。

当您将 USB Mix Minus (  P. 11) 
设置为 On 时， 输出信号不包含
INPUT 6 （经由 USB 输入） 的音频
信号。

智能手机接口

USB

有源音箱

SPEAKER OUT

提示
• 当您将 ON AIR 按键关闭 （熄灭）， 从该通道输入的音频信

号不会进行录音 （储存为播客立体声录音文件）， 同样也
不会从 SPEAKER OUT 接口和 USB 端口输出。

• INPUT 1–6、 PHONE 和 SOUND PAD 通道的音频信号作
为作为独立的文件进行录音。

•  “N.R.”， 即降噪。

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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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屏操作

 ■ 主界面
当您开启 P8 的电源， 触摸屏将显示主界面。您可以在主界面浏览 P8 的各种信息， 包括录音状态和输
入电平。不仅如此， 您同样可以通过触摸屏操作应用各项功能。

音轨按键
您可以进行各输入通道的相关设置， 包括话筒设置及
调节音色。所显示的图标取决于所选的输入类型。

通道电平表
显示各通道电平及播客
的立体声混音输出电平。

文件库按键
显示 SD 卡中的文件。
您同样可以进行文件
管理和编辑操作。

计时器
显示当前录音时间
或剩余可录音时间。

日期和时间
用于设置日期/时间
和所显示的语言。

SD 卡按键
设置 SD 卡。

电源
设置电源。
• 通过 AC 适配器供电 : 

• 通过 USB 供电 : 

• 通过电池供电 :

ON AIR 设置按键
用于开启/关闭 Noise Reduction 及设置
录音音轨。

电量充足                   电量耗尽

状态图标
显示录音相关状态。

 录音中
 录音暂停
 所添加的标记

 录音停止

 ■ 各种应用界面
您可以通过点击和滑动触摸屏进行相关操作。

点击并进行选择或切换开启/
关闭状态

滑动并调节所对应的数值 （左右
滑动触摸屏）

滑动并浏览相关选项 （上下滑动
触摸屏）

 ■ 返回上一级界面
请点击触摸屏左上方的 。
如果您想返回主界面， 请数次点击  直至屏幕显示主界面。

提示
以下说明中的灰色底纹字样为显示于触摸屏中的选项名称。
例如 : Noise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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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工作

■ 装入 SD 卡
请关闭设备电源， 然后打开 SD 卡插槽护盖并装入 SD 卡。
如果您想取出 SD 卡， 请向内推入并使其稍稍弹出， 然后便可取出。

注意
• 设备电源开启时装入或取出 SD 卡将导致其数据丢失。
• 市售或使用电脑进行格式化的 SD 卡需经由 P8 格式化后才能为其所用。

■ 开启电源
开启 POWER 开关前， 请务必确认将 P8 的输出音量调节至最低并将
所连接设备的电源关闭。

1. 请将指定的 AC 适配器 (AD-14) 连接电源插座。

2. 请开启  （位于 ON 处）。
设备电源开启， 屏幕将显示主界面。
如果您想关闭设备电源， 请关闭  （位于 OFF 处）。

注意

如果您想使设备始终处于开启状态， 请在关机时按住 SOUND PAD  并关闭 Auto Power Off， 即自
动关机功能。

■ 设置日期/时间和语言
当您购买本设备并首次开机时， 触摸屏将显示日期/时间和语言设置界面。

请点击 Year （年）、 Month （月）、  
Day （日）、 Hour （时） 和 
Minute （分） 并进行设置。

点击并选择触摸屏
所显示的语言。

设置完成后请点击 Enter。

您可以随后点击主界面中的日期和时间改变已设置的日期/时间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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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设置降噪和录音文件类型
日期/时间和语言设置完成后， 触摸屏将显示降噪和录音文件类型设置界面。

设置录音文件类型
Off: 仅播客立体声文件进行录音。
Original Data: 播客立体声文件进行录音 ; 从各通道输入的音频信号同样进行录音并分别
以独立的文件储存于 SD 卡中。
With Tone & Comp: 播客立体声文件进行录音 ; 从各通道输入的音频信号将在效果处理
后进行录音并分别以独立的文件储存于 SD 卡中。

Noise Reduction 开启/关闭设置
当您同时使用多个话筒并进行录音
时， P8 的降噪功能将自动减弱未进
行信号输入的话筒的电平， 从而使
背景噪音始终处于既定的音量范围。

设置完成后请点击 Enter。

您可以随后点击主界面中的  改变已设置的降噪选项和录音文件类型。

 ■ 连接话筒

INPUT SELECT 开关 1–6
使用动圈话筒时， 请切换为  ; 
使用电容话筒时， 请切换为 。 
增益将根据开关选项自行设置。

MUTE 按键 1–6
请确认其不要亮起。

2: HOT 1: GND

3: COLD

ON AIR 按键 1–6
请确认其亮起。

音轨按键 1–6
请点击音轨按键并调节话筒设置和音色 
(  P. 11)。

话筒
请使用配置卡侬接口的连接线将话筒分别
连接至输入接口 1–6。

注意
当您将 INPUT SELECT 开关设置为  时， 所对应的输入通道将开启 +48V 幻象电源。如果您连接不
需进行幻象供电的设备， 请不要将 INPUT SELECT 开关切换为 。否则， 所连接的设备可能产生故障
和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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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耳机

PHONES 旋钮 1–6
用于调节耳机音量。

配置小三芯接口的耳机
请连接至 PHONES 接口 1–6。

调高调低

■ 连接智能手机
播客过程中， 嘉宾们可通过手机连接参与其中。您可以使用 TRRS 4 段式插口连接线进行信号输入
和同步返送。由于输出信号不包含从手机输入的语音信号， 因此嘉宾们不会听到自己的回声。

MUTE 按键
请确认该按键不要亮起。

ON AIR button
请确认该按键亮起。

音轨按键
请点击并调节音色 (  P. 11)。

TRRS 4 段式 
插口连接线

通过手机接入的 
参与者们的语音 

信号

经由 P8 混音后
输出的音频信号

（不包含从手机输入的
参与者们的语音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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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 USB 连接电脑、 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当您开启音频接口功能时， 使用电脑、 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播放的音乐、 语音采访和其他音频数据
可经由通道 6 进行输入。输入至 P8 的音频以及通过触发 SOUND PAD 按键所播放的音效或语音
素材同样可以在播客过程中播放。
储存于 SD 卡中的录音文件可传输至相关设备并进行编辑 (  P. 13)。
请使用支持数据传输的 USB 线。

INPUT SELECT 开关 6
请切换为 。

注意
• 请使用闪电转 USB 相机转换器 （或闪电转 

USB 3 相机转换器） 连接 iOS/iPadOS 设备。
• 连接手机或平板电脑前， 请开启 POWER 设

置界面中的 Tablet Mode。

音轨按键
请点击并调节音色 
(  P. 11)。

MUTE 按键 6
请确认该按键不要
亮起。

ON AIR 按键 6
请确认该按键亮起。

C 型 USB 
端口

提示
即使 INPUT SELECT 开关 6 未切换为 ， USB 端口仍将输出音频信号。

 ■ 调节各音轨的音色
请在主界面点击各音轨按键 （  /  /  /  ） 并开启其所对应设置界面。随后， 您可以
调节该音轨的音色。

 USB 输入设置

Treble 和 Bass 用于调节高频
和低频。

USB Mix Minus 设置
设置为开启时 ， 从 USB 输入的音
频信号不再经由 USB 输出。

 智能手机输入设置

Treble 和 Bass 用于调节高频
和低频。

 /  话筒输入设置

Limiter 和 Low Cut 用于调节话筒
增益。

Comp/DeEss 用于调节压缩和 
抑制人声齿擦音。

Tone 用于调节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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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

 ■ 通道推子用于调节混音平衡
请调节各音轨的电平并确认立体声混音限幅指示灯不要亮起。

通道电平表

限幅指示灯

立体声混音电平表

推子用于调节各通道的输出电平

 ■ 录音
文件将根据 “设置降噪和录音文件类型” (  P. 9) 中的相关设置进行录
音并储存于 SD 卡。

1. 请按下 。

录音开启 ; REC 指示灯亮起红色。

录制过程中按下  将暂停录音 （REC 指示灯闪烁）。再次按下  
将恢复录音。已录音时间将显示于主界面中。

2. 请按下  或 。

录音停止。

录音过程中按下  将为录音文件添加标记。通过在所需位置添加标记， 编辑操作将更为便捷。

即使您使用通道推子进行音量调节， 各通道录音文件的音量不受其影响。

播放录音

您可以播放录音文件。

1. 请按下 。

触摸屏显示文件编辑界面 ; 最近一次录音文件将开始播放。（PLAY 指示灯
亮起绿色。）

按下  将交替播放/暂停。 （播放暂停时， PLAY 指示灯将闪烁。）

按下  将停止播放。

您不仅可以在文件编辑界面进行编辑操作， 而且可以改变图标和名称以及
将文件指定于 SOUND PAD 按键。

REC 指示灯

PLAY 指示灯



13

将文件传输至电脑、 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 连接
1. 请点击主界面中的 。

2. 请点击 。

3. 请使用 USB 数据线连接 P8 和电脑、 手机或平板电脑 (  P. 11)。

 ■ P8 的文件夹和文件结构
当您使用 P8 进行录音时， 在 SD 卡中所创建的文件夹和文件结构如下所示。

根目录

2020_0101_0000.WAV

2020_0101_0010.WAV

MIC1.WAV

MIC2.WAV

MIC3.WAV

MIC6.WAV
       或
USB.WAV

MIC4.WAV

MIC5.WAV

PHONE.WAV

SOUND_PAD.WAV

2020_0101_0024.WAV

P8_Multitrack 2020_0101_0000

P8_Settings

2020_0101_0010

2020_0101_0024

2020_0101_0000.ZWV

2020_0101_0010.ZWV

2020_0101_0024.ZWV

P8SETTING.ZSF

（播客立体声录音文件）

（从 INPUT 1 输入的单声道录音文件）

创建与播客立体声录音文件相同名称的文件夹， 其中包含各音轨
录音文件。（仅在 Keep Track Files 设置为 Original Data 或 With 
Tone & Comp (  P. 9) 时进行创建。）

（从 INPUT 2 输入的单声道录音文件）

（从 INPUT 3 输入的单声道录音文件）

（从智能手机接口输入的立体声录音文件 )

（从 INPUT 4 输入的单声道录音文件）

（经由 USB 输入的立体声录音文件）

（通过触发 SOUND PAD 按键而播放的立体声录音文件）

（P8 相关设置备份文件）

（从 INPUT 5 输入的单声道录音文件）

（从 INPUT 6 输入的单声道录音文件）

（播客立体声文件的波形显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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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OUND PAD 功能

音频文件可指定于 SOUND PAD 按键并通过触发从而播放其中的音乐素材。9 个 SOUND PAD 按键
可按 4 个文件库进行分类， 从而指定总共 36 个音频文件。这样， 您不仅可以在直播中播放开场和结
尾音乐， 而且可以随时插播事先已准备好的采访录音和音乐片段。您还可以为各 SOUND PAD 按键
设置音量和播放方式。

 ■ 设置 SOUND PAD
您可以将音频文件指定于 SOUND PAD 按键并分别设置其音量和播放方式。

1. 请点击主界面中的  并点击您想设置的 SOUND PAD。
当前文件库

切换文件库。（左右滑动触摸屏同样可以切
换文件库。）

文件名

文件长度

SOUND PAD 按键

PAD 名称

2. 设置 SOUND PAD。
按下 SOUND PAD 按键时所指定音频文件的
播放方式
• One Shot: 按下按键将从头至尾播放一遍

所指定的音频文件。
• Pause: 每次按下按键将交替播放和暂停所

指定的音频文件， 直至其播放结束。长按
按键 （约 2 秒钟） 将返回音频文件起始位
置。

• Loop: 每次按下按键将交替循环播放和暂
停所指定的音频文件。音频文件将在触发
后持续循环播放， 再次按下按键将停止播
放。

• Hold: 按住按键将循环播放所指定的音频
文件。当您松开按键， 播放将随即停止。

PAD 名称

SOUND PAD 音量调节
请滑动触摸屏调节音量。

指定音频文件
点击文件名将打开内置音色及
储存于 SD 卡中的音频文件列
表。请选择您想指定的音频文
件。

 ■ 触发 SOUND PAD 按键

注意
未储存于 SD 卡中 P8_Multitrack 和 P8_Settings 
文件夹里的文件同样可以指定于 SOUND PAD 按
键。当您添加电脑中的文件时， 请将其储存于上述
文件夹以外的路径中。

按下 SOUND PAD 
按键将播放指定于
其中的音频文件。

用于调节音频文件
的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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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列表

调音台 内置调音台可进行音频信号混音， 包括 6 个话筒输入、 USB 音频返送、 智能手机和 
SOUND PAD 所播放的音频。

话筒输入 话筒输入接口内置高品质话筒前级放大器。 各通道搭载限幅、 低阻、 均衡和压缩/抑
制齿擦音功能。降噪功能用于减弱背景噪音。

智能手机/BTA-2 输入 TRRS 4 段式插口连接线可用于连接智能手机。 将 BTA-2 专用无线适配器连接 P8 后，
您可以通过蓝牙连接智能手机。

SOUND PAD 按键 音频文件（WAV 格式）可指定于 SOUND PAD 按键并通过触发从而播放其中的音乐素
材。9 个 SOUND PAD 按键可按 4 个文件库进行分类， 从而指定总共 36 个音频文件。 
您还可以为各 SOUND PAD 按键设置音量和播放方式。 设备出厂时已内置 13 个音色。

录音 播客节目的录音不仅可以缩混为立体声文件， 而且可以进行分轨储存。 另外，各通道
的录音可设置为经由 Tone 和 Comp/DeEss 效果处理前或处理后储存。

USB 音频接口 您可以将本设备作为一台 2 进 2 出的 USB 音频接口。
USB Mix Minus 功能可避免接入端的访客在交谈时产生的语音回声。

USB FILE TRANSFER 连接电脑、 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时， 您可以将本设备作为读卡器。
文件编辑 您可以使用 P8 编辑播客立体声缩混文件。 编辑操作如下所示。

• 删除文件
• 文件剪辑
• 淡入
• 添加背景音乐
• 添加至喜爱的音乐
• 转换为 MP3

• 合并文件
• 拆分文件
• 淡出
• 音量标准化
• 注册图标
• 改变文件名

设置 SD 卡 格式化
测试存储卡的性能
储存/载入设备设置

电源 电池设置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进行 USB 连接的电源设置
调节触摸屏亮度
关闭自动关机功能

其他设置 设置日期和时间
设置语言

提示
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说明书。



Z2I-3972-03

ZOOM CORPORATION
4-4-3 Kanda-surugadai, Chiyoda-ku, Tokyo 101-0062 Japan

zoomcorp.com

电源规格 

电源 AC 适配器 (ZOOM AD-14): DC 5 V/1 A （不带 AC 适配器销售）
USB 总线供电
4 节 5 号电池（碱性电池、 锂电池或可充电镍氢电池）

额定电流 AC 适配器操作（5 V）: 755 mA —
USB 总线供电操作（5 V）: 760 mA —
电池操作（4.8 V）: 695 mA —

https://zoomcor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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