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SCAM DR-05X 

簡易使用手冊 

 
1.內置立體聲麥克風 
這是一對立體聲單向駐極體電容器 

麥克風。 

如果連接外部麥克風或外部輸入 

到麥克風之間的 MIC / EXT IN 插孔，內置麥克風 

對變為非活動狀態。 

 

2.PEAK 指示燈 
輸入音量太大時發亮。 

 

3.顯示 
顯示各種信息。 

 

4. /I (HOME) [] 按鈕 
在播放過程中按可暫停當前播放 

位置。 暫停時按返回到開始 



軌道。 

錄製時或在錄製待機中按此鍵可停止 

記錄。 

當任何其他屏幕打開時，按返回到 

主屏幕。 

按住以打開和關閉本機（常按待機） 

 

5. + 按鈕 
打開“主頁”或“調諧器”屏幕時，按增大 

內置揚聲器或/ LINE OUT 的輸出電平 

插口。 調整期間，音量指示器將出現在 

上拉窗口。 

打開“播放控制”屏幕時，按 

提高播放速度。 

打開設置屏幕時，使用此按鈕進行更改 

所選項目的設置。 

 

6. MENU按鈕 
打開主屏幕時，按此按鈕以打開 

MENU 畫面。 

按此按鈕可從菜單中返回 MENU屏幕。 

各種設置屏幕。 

在軌道中將 IN和 OUT點設置為 

播放控制屏幕打開，按此可循環播放 

播放打開或關閉。 

 

7 . I<< button 
按下可返回到正在播放的曲目的開頭 

或停在中間 

當輸入點和輸出點設置在當前 

位置和曲目結尾，請按此按鈕跳過 

到這些點。 

在曲目開始處停止時按此按鈕可跳至 

上一首曲目的開始。 

按住可向後搜索。 

按住 MARK的同時按此按鈕 



按鈕返回上一個標記。 

在設置屏幕上，使用此按鈕移動光標 

剩下。 使用此按鈕回答“否”以進行確認 

信息。 

在瀏覽屏幕上，按此按鈕向上移動 

水平。 

錄音時或在錄音待機狀態下按 

內置麥克風或 MIC / EXT的輸入電平 

IN 插孔。 調整期間，帶有儀表顯示的上拉 

輸入電平將出現在顯示屏底部。 

 

8. PB CONT 按鈕 
此按鈕運作“播放控制”屏幕。 

打開“播放控制”屏幕時，按返回 

到主屏幕。 

在錄音待機期間按可以關閉自拍 

功能或更改時間段。 

 

9. – 按鈕 
打開“主頁”或“調諧器”屏幕時，按減小 

內置揚聲器或/ LINE OUT 的輸出電平 

插口。 

在調整過程中，音量指示器將出現在 

上拉窗口。 

打開“播放控制”屏幕時，按 

提高播放速度。 

打開設置屏幕時，使用此按鈕進行更改 

所選項目的設置。 

 

10. REC 指示燈 
在錄音待機期間閃爍。 

錄製時發亮。 

 

11. RECORD [●] 按鈕 
停止後，按此按鈕將本機放入 

錄音待機。 REC指示燈將開始閃爍。 如果 



在 MONITOR MIX屏幕上，輸入為 ON，彈出菜單 

設置是否打開配音打開。 

在待機狀態下，按開始錄製。 REC 

錄製時，指示燈將點亮。 

錄製時，按暫停錄製 

 

12. QUICK 按鈕 
播放，停止，暫停或正在錄製時 

當主屏幕打開或當 

播放控制屏幕打開，按此按鈕 

顯示快捷菜單。 顯示的功能取決於 

按下按鈕時設備的狀態。 

i 已停止：DELETE，DIVIDE 和 LEVEL ALIGN 功能 

對於當前歌曲 

i 播放或在“播放控制”屏幕上：LEVEL 

對齊 

i 錄音待機：LEVEL MODE 

錄製時，按此按鈕可增加曲目， 

通過創建新文件來分割錄音。 

當瀏覽屏幕或播放列表屏幕打開時， 

按此按鈕可以打開或關閉彈出菜單 

文件/文件夾操作。 

 

13.>>I 按鈕 
播放期間或播放時按此按鈕 

停下來跳到下一首曲目的開頭。 

當輸入點和輸出點設置在當前 

位置和曲目結尾，請按此按鈕跳過 

到這些點。 

按住可向前搜索。 

在設置屏幕上，使用此按鈕移動光標 

對。 用它來確認選擇設置項目或 

對確認消息回答“是”。 

按住 MARK的同時按此按鈕 

按鈕移動到下一個標記。 

在瀏覽屏幕上，按此按鈕向下移動 



水平。 如果選擇了文件，則文件被加載，主屏幕 

重新打開，設備停止。 

在錄音或錄音待機期間按此按鈕 

增加內置麥克風的輸入電平 

或 MIC / EXT IN插孔。  

調整期間，上拉顯示輸入電平的儀表將出現在底部顯示器 

 

14.> 按鈕 
當打開主屏幕並停止播放時， 

按開始播放。 

在播放過程中，按此按鈕開始跳回 

回放。 

在“瀏覽”屏幕上選擇文件或文件夾後， 

按此按鈕返回主屏幕並播放 

文件或從頭開始的文件夾中的第一個文件。 

 

15.MARK 按鈕 
用於在錄製和播放期間手動添加標記。 

停在標記位置時按可以刪除該標記。 

按下 。 按住的同時按/或 

此按鈕移至上一個或下一個標記， 

積極地。 打開“播放控制”屏幕時，請使用此 

按鈕設置輸入的開始點和結束點 

您要設置循環播放的時間間隔。 

當已經設置了 IN和 OUT點時，按此 

按鈕取消循環播放並清除 IN和 OUT 

點。 

 

 

 

 

 

 

 

 

 



打開和關閉電源（待機模式） 

警告 

打開或關閉本機（將其置於待機狀態）時，請勿佩戴連接的耳機。 

噪音可能會損壞耳機驅動器單元或損害您的聽力。 

警告 

●如果本機使用通過AC適配器（TASCAM PS-P520E，另售）提供的

AC電源或計算機USB端口的總線電源運行，則如果本機關閉，則本

機將進入待機模式。 

●在打開/關閉設備（待機）之前，請減小連接到設備的監視系統

的音量。 

打開本機 

當本機關閉時（處於待機狀態），按住 /I (HOME) []按鈕，

直到TASCAM DR-05X啟動屏幕出現在顯示屏上。 

設備啟動後出現主屏幕。 

警告 

購買後首次打開新設備時， 

必須進行以下設置。 

1）將打開用於設置顯示語言的屏幕。 

 

 

 



 
選擇後，按>按鈕進行確認。 

您可以在SYSTEM屏幕上更改此設置 

語言項目。 

 

2）將打開用於設置內置時鐘的屏幕。 

 
按I<<或>>I按鈕移動光標 

（突出顯示的區域），然後使用+或-按鈕進行更改數值 

按>按鈕固定設置。 

顯示啟動屏幕，然後顯示主頁 

設備啟動後出現屏幕。 

日期/時間調整可能會跳過（稍後再進行） 

通過按>按鈕。 

 

 



關閉本機（待機） 

按住 /I (HOME) []按鈕直到LINEAR PCM 

RECORDER出現在顯示屏上。 

完成本機後，本機關閉（置於待機狀態） 

關閉流程。 

 
警告 

始終使用 /I (HOME) []按鈕關閉電源。 

請勿取出電池或斷開電源 

電纜（TASCAM PS-P520E AC適配器或USB電纜）同時 

本機已開啟。 如果電源中斷，本機將無法關閉 

正確關閉所有記錄，設置和其他數據 

會迷路。 丟失的數據和設置無法恢復。 

 

恢復功能 
本機具有恢復功能。 打開時，本機 

定位到關閉時所在的位置（時間） 

先前。 

如果在啟動後按下7按鈕，則跟踪設備 

在關閉時正在播放，以前從繼續播放 

轉動本機之前的位置（時間） 

關。 

注意 

所需的數據存儲在microSD卡上。  

如果更換了存儲卡，恢復功能將無法使用 

格式化。 

 



設定日期和時間 
DR-05X使用其內部時鐘記錄日期和時間 

到記錄的文件。 

1. 按菜單按鈕打開菜單屏幕。 

 
2.使用+或–按鈕選擇（突出顯示）OTHERS和 

按>按鈕。 

 
OTHERS屏幕打開 

 
3.使用+或–按鈕選擇DATE / TIME菜單 

項目，然後按>按鈕。 

 
DATE / TIME屏幕打開 

 



4.按I<<或>>I按鈕移動光標 

（突出顯示的區域），然後使用+或-按鈕進行更改 

數值 

5.按>按鈕確認更改並返回到 

OTHERS屏幕。 

注意 

您可以將單位設置為自動將日期添加到文件中 

名稱。  

警告 

沒有供電的情況下，日期和時間設置只能保留幾分鐘 

專用AC適配器（TASCAM PS-P520E；另售） 

或使用USB供電。 

完全沒電前，建議先更換電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