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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注意事项

等边三角区域内的感叹号旨在提醒用户：遵守产品随机资料中的重要操作和维护（维
修）操作说明。

等边三角区域内带有箭头的闪电标识旨在提醒用户：产品壳体内的未绝缘“危险电压”
等级可能导致人员触电危险。

注意 :为降低触电风险，请勿拆除护罩（或后板）。设备内部未包含用户自行维修型部
件。仅允许专业维修人员进行维修。

本设备符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规则第 15部分
的规定。操作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1) 本设备不会产生干扰。
2) 本设备必须接受任何干扰，包括可能导致设备意外操作
的干扰。

用户资讯

按照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规则第 15部分的规定，
本设备已经过相关测试并证实符合 A类数字设备的相关
要求。此类要求适用于安装在商业环境内的设备，为避
免有害干扰提供合理的防护措施。由于本设备可产生、
使用并辐射射频信号，因此，如果未按照操作手册中的
相关规定进行设备安装和使用时，可能干扰无线电通讯。
在住宅区操作本设备可能造成有害干扰，此种情况下，
用户应自费消除干扰。

注意
未经蒂雅克株式会社授权，严禁用户对本设备进行变更
或修改。

美国

在美国 /加拿大，仅使用 120V电源。

警告：为避免发生火灾或触电，严禁使

本设备受到雨淋或受潮。

CE标识信息
a) 适用的电磁环境：E4

b) 平均半周期均方根值涌流

  1.刚打开电源开关时：0.49 Arms

  2.供电中断 5s后：0.23 Arms

加拿大
A类数字设备符合加拿大 ICES-003.CET标准
APPAREIL NUMERIQUE DE LA CLASSE A EST CONFORME A LA 
NORME NMB-003 DU CANADA.

欧洲用户
警告
本设备为 A类产品。家庭环境中，本产品可能造成无线
电干扰，此种情况下，用户可能需要采取适当措施。

Pour les utilisateurs en Europe
AVERTISSEMENT
Il s'agit d'un produit de Classe A. Dans un environnement 
d o m e s t i q u e ,  c e t  a p p a r e i l  p e u t p r o v o q u e r d e s 
interférences radio, dans ce cas l'utilisateur peut être 
amené à prendre des mesures appropriées.

Für Kunden in Europa
Warnung
Dies ist eine Einrichtung, welche die Funk-Entstörung 
nach Klasse A besitzt .D iese Einr ichtung k ann im 
Wohnbereich Funkstörungen versursachen; in diesem 
Fall kann vom Betrieber verlang werden, angemessene 
Maßnahmen durchzuführen und dafür aufzukommen.

符合性声明

位于 Bahnstrasse 12, 65205 Wiesbaden-
Erbenheim, Germany的 TEAC EUROPE GmbH公
司声明，本手册阐述的蒂雅克产品符合相应的
技术标准。

本设备的序列号位于后面板上。请记录并保存本设备的
型号和序列号。

型号     

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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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操作说明

• 在设备的POWER或STANDBY/ON开关未处于ON位置
时，设备从交流电源插座获取公称非运行功率。

• 电源插头可作为断开装置，断开装置应随时处于可
用状态。

• 由于来自于耳机的过大声压（音量）可能导致听力
受损，因此，在产品使用过程中，佩戴耳机时，应
遵守相关注意事项。

• 如果您所购买的设备遇到此类问题时，请致电蒂雅
克株式会社(TEAC)维修人员。故障设备完成维修前，
严禁使用。

注意

• 严禁将本设备放置在滴水或溅水区域。
• 严禁在本设备上放置装有液体的物品，例如：花
瓶。

• 严禁在密闭空间内安装本设备，例如：书柜或类
似物品。

• 本设备应安装在紧邻交流电源插座的位置，以便
您可随时很容易地握住电源线的插头。

• 如果本设备使用电池（包括电池组或内置式电
池）时，严禁将其放置在阳光下、火源或高温区
域。

• 使用可更换锂电池的产品请注意：如果更换为型
号不匹配的电池，可能导致爆炸。仅允许更换相
同或同等类型的电池。

警告

• ! 类设备配有带接地插头的电源线。此类设备的电
源线必须与带有接地保护的交流电源插座相连。

 8 机架安装
使用随附的机架安装套件将本设备按下图所示安装在标准 19
英寸机架上。

安装前拆下本设备的支脚。

注意
• 设备上部预留 1U空间进行通风。
• 设备后部至少预留 10cm（4in）进行通风。

 1 仔细阅读此类操作说明。

 2 妥善保管此类操作说明。

 3 注意所有警告事项。

 4 遵守所有操作说明。

 5 严禁在有水区域附近使用本设备。

 6 仅允许使用干布清洁设备。

 7 严禁堵塞设备通风口。按照设备制造商的操作说明
进行安装。

 8 严禁在散热器、热风调节器、烘箱或其他可产生热
量的仪器（包括放大器）等热源附近安装设备。

 9 严禁破坏极性插头或接地式插头。极性插头包含两
块插片。接地式插头包含两块插片和第三个接地插
脚。宽型插片或第三个接地插脚主要用于确保使用
安全。如果随机附带的插头与您所使用的插座不匹
配，请向电气技术人员咨询废旧插座的相关更换事
宜。

 10 保护电源线免受踩踏或挤压，特别是插头、电源插
座和电源线从设备伸出的部位。

 11 仅允许使用设备制造商指定的附件 /配件。

 12 仅允许使用设备制造商指定或随机销售的推车、支
架、三脚架或工作台。使用推车移动设备过程中，
为避免发生倾覆，必须严格遵循相关注意事项。

 13 雷雨天气或长时间不使用时，应拔除设备电源插头。

 14 仅允许专业维修人员进行维修。设备出现任何形式
的损坏时必须进行维修，例如：电源线或插头损坏、
液体溅入或异物落入设备内、设备受到雨淋或受潮、
操作不正常或发生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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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信息

 8关于电池的注意事项
本产品使用电池。电池使用不当可导致泄漏、破裂或其
他故障。使用电池时，请务必遵守下列注意事项。

• 严禁对非充电电池进行充电。否则电池可能会破裂或
泄漏，引起火灾或人身伤害。

• 安装电池时，请注意极性标志（正 /负 (+/–) 方向 )，
并按照说明正确地在电池仓内进行安装。如极性装
反，电池可能会破裂或泄漏，引起火灾、人身伤害或
污染周围部件。 

• 当存储或处置电池时，请使用绝缘胶带或类似物品将
端子隔离，防止其接触其他电池或金属物体。

• 当丢弃废旧电池时，请按照电池上面的处置说明和当
地的处置法规进行处理。 

• 严禁使用未指定的电池。严禁混用新旧电池或不同类
型的电池。否则电池可能会破裂或泄漏，引起火灾、
人身伤害或污染周围部件。

• 严禁将小件金属物品与电池一起携带或存放。否则电
池可能短路，引起泄漏、破裂或其他故障。

• 严禁加热电池或对电池进行拆解。严禁将电池投入火
中或水中。否则电池可能会破裂或泄漏，引起火灾、
人身伤害或污染周围部件。

• 如果电池液泄漏，请将电池仓内的液体擦试干净，然
后再插入新电池。如果电池液溅入眼睛，可能引起失
明。如果电池液进入眼内，请不要擦拭眼睛，而是
用清水彻底清洗眼睛，然后立即咨询医生。如果电池
液溅到身体上或衣服上，可能引起皮肤损伤或烧伤。
如果发生此种情况，请用清水冲洗并立即咨询医生。 

• 安装和更换电池时，请关闭设备电源。 

• 如果您计划较长时间不使用本设备，请取出电池。否
则电池可能会破裂或泄漏，引起火灾、人身伤害或污
染周围部件。如果电池液泄漏，请将电池仓内的液体
擦试干净，然后再插入新电池。

• 严禁对电池进行拆解。电池内部的酸性物质可能损伤
皮肤或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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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信息

 8欧洲用户

电气设备和电子设备的废弃处理

(a) 城市垃圾中的所有电气设备和电子设备都应由政府
或地方当局指定的收集机构进行单独处理。

(b) 通过对电气设备和电子设备的正确处理，不仅节约
资源，还可有效避免可能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负
面影响的潜在威胁。

(c) 由于废弃电气设备和电子设备中含有有害物质，如
果对其处理方式不当，可能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产生
严重危害。

(d) 打叉的带轮垃圾桶标志，表示必须对生活垃圾中的
电气设备和电子设备进行收集和单独处理。

(e) 回收系统适用于终端用户。关于废旧电气设备和电
子设备的更多详情，请致电当地政府部门、废弃物
处理服务中心或设备经销商。

电池和 /或蓄电池的处置
(a) 废旧电池和 /或蓄电池应由政府或地方当局指定的
收集机构从城市垃圾中分离并进行单独处理。

(b) 通过对废旧电池和 /或蓄电池的正确处理，不仅节
约资源，还可有效避免可能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
负面影响的潜在威胁。

(c) 由于废旧电池和 /或蓄电池中含有有害物质，如果
对其处理方式不当，可能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产生严
重危害。

(d) 打叉的带轮垃圾桶标志，表示必须对生活垃圾中的
废旧电池和 /或蓄电池进行收集和单独处理。

 如果电池或蓄电池包含超过电池指令（2006/66/EC）
中定义的指定值的铅（Pb）、汞（Hg）和 /或镉（Cd），
则铅（Pb）、汞（Hg）和 /或镉（Cd）的化学符号
将显示在打叉的带轮垃圾桶符号下面。

Pb, Hg, Cd

(e) 回收系统适用于终端用户。关于废旧电池和 /或蓄
电池的更多详情，请致电当地政府部门、废弃物处
理服务中心或设备经销商。

 8 中国用户

“仅适用于海拔 2000m以下地区安全使用”

“仅适用于非热带气候条件下安全使用”

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名称及含量

机种：DA-3000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品名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6+)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1 CHASSIS部份 ○ ○ ○ ○ ○ ○

2 FRONT PANEL部份 ○ ○ ○ ○ ○ ○

3 螺丝部份 ○ ○ ○ ○ ○ ○

4 线材部份 ○ ○ ○ ○ ○ ○

5 PCB Assy部份 × ○ ○ ○ ○ ○

6 电源部份 ○ ○ ○ ○ ○ ○

7 附属品部份 × ○ ○ ○ ○ ○

8 LABEL部份 ○ ○ ○ ○ ○ ○

9 包装部份 ○ ○ ○ ○ ○ ○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有量均在 SJ/T11363-2006 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SJ/T11363-2006 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
 （针对现在代替技术困难的电子部品及合金中的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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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简介
感谢您购买 TASCAM DA-3000双声道音频录音工作站 AD/DA
转换器。

产品连接和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确保完全理解设备
的正确设置和连接，以及各类实用、快捷功能的相关操作。
完成本手册阅读后，请妥善保管本手册，以备后续参考所需。

您可从蒂雅克株式会社（TEAC）全球网站 
（http://teac-global.com/）下载用户手册。

特点

• 在高达 192KHz/24 位的分辨率下，可进行双声道 PCM 录
制

• 在高达 5.6MHz 的条件下，可进行双声道双声道 DSD 录制
• SD卡插槽（支持 SDHC标准的 4GB–32GB存储卡 )
• CF卡插槽（支持 UDMA)
• USB装置端口（USB闪存驱动器）支持播放和从 SD/CF卡
复制及复制到 SD/CF卡

• USB键盘端口可连接键盘，进行文本输入和外部控制
• 24点电平表具备良好清晰度并且可调整亮度
• 128×64点 OLED显示屏具备高清晰度和宽视角
• 随附 RC-10无线遥控器
• 模拟音频平衡和非平衡连接器
• PCM数字音频 AES-EBU/SPDIF连接器
• DSD数字音频 SDIF-3/DSD-raw连接器
• 支持WORD IN/OUT/THRU(使用专用开关设置 OUT/THRU)
• ADDA DIRECT模式下，可以作为单独的 AD/DA转换器使
用 

• 级联功能允许多个设备同步操作（包括时钟和录制 /播放
时序同步）

• 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TCXO）使设备达到高频精度（小
于或等于 1ppm）

• 机架安装尺寸为 1U

随机部件

本产品包含下列部件。

开启包装时需谨慎操作，避免造成包装内的物品损坏。妥善
保存包装材料，以备后续运输所需。

如果包装内的物品出现缺失或由于运输导致损坏时，请致电
设备经销商。

• 设备主体 ................................................................................................. 1
• 电源线 ...................................................................................................... 1
• 无线遥控器(TASCAM RC-10) ......................................................... x1
• 遥控器用硬币形锂电池 

      （CR2025预先安装在遥控器内） ........................................ x1
• 机架安装螺丝组 ................................................................................. x1 
• 保修卡 .................................................................................................... x1
• 用户手册（本手册） ....................................................................... x1

本手册内的相关规定

本手册使用下列规定。

• 本设备的按钮、连接器和其他部件如下显示：MENU 按
钮

• 出现在本设备以及外部装置显示屏上的文本如下显示：
MENU。

• 某些情况下，显示屏上高亮显示（颜色反转）的选项或
字符称为“光标”。

• “闪存卡”简写为“CF卡”。
• “SD储存卡”简写为“SD卡”。
• 必要时，通过技巧、注释和注意提供附加信息。

技巧
技巧为关于如何使用设备的信息。

注释
提供补充说明和阐述特殊情况。

注意
例如，如果不遵守这些说明，可能引起人身伤害、设备
损坏或丢失录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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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

• TASCAM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TEAC Corporation.
• SDHC Logo is a trademark of SD-3C, LLC.

• CompactFlash is a trademark of SanDisk Corporation, 
regist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 本手册中的其他公司名称、产品名称和标识是其各自所
有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所有数据（包括但不局限于本手册所述信息）仅限于此类
数据和 /或信息的相关说明，而不作为此类数据和 /或信
息的技术规范。蒂雅克株式会社 (TEAC)未对此类数据和 /
或信息的使用提供任何保证，且未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或
其他知识产权，同时，不会对由于此类数据和 /或信息使
用所导致、关联或相关的侵权事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设备仅用于协助您对拥有版权，或经版权持有人或版权
授权商授权的音乐进行录制和复制。除您已拥有相关版权
或经版权持有人或版权授权商授权外，非法录制、复制或
分发均可能因触犯著作权法和国际版权保护条例而构成犯
罪。如果您尚未确定版权归属时，请致电您的法律顾问。
任何情况下，蒂雅克株式会社（TEAC）不会对使用本设备
所导致的后果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安放和使用注意事项

• 工作温度应在 0°C 和 40°C (32°F 和 104°F)之间。
• 严禁在下列位置安装设备。否则可能降低音质和 /或导致
故障。

• 将设备放置在存在明显振动或其他不稳定的区域
• 将设备放置在接近门窗或其他可能暴露在直射阳光下的
区域

• 将设备放置在加热器或其他高温区域 
• 低温区域
• 将设备放置在通风较差或湿度较高的区域
• 多尘区域

• 为了保证良好的散热，请勿在本设备顶部放置任何物体。 
• 请勿将本设备安装在任何发热电气设备顶部，如功率放
大器等。

电源

将本设备连接至标准电源插座。连接和断开电源线时，请握
住插头。

注意冷凝

如果将设备由低温区域移至高温区域，或在温度突变区域内
使用设备时，可能存在冷凝风险。如果发生了此类现象，应
在开启设备前，将设备放置在室温中一至两小时。

设备清洁

清洁设备时，应使用柔软干布轻轻擦拭。严禁使用经过化学
处理过的布料、油漆稀释剂、酒精或其他类型的化学制剂擦
拭设备，否则可能损坏设备表面。

每五年请联系一次您购买本设备的经销商或蒂雅克售后服务
中心进行内部清洁。如果设备很长时间未及时清洁，设备内
部将堆积灰尘，可能导致火灾或故障。潮湿季节前清洁更有效。
关于内部清洗的费用，请与我们联系。

使用蒂雅克株式会社 (TEAC)全球网站
您可从蒂雅克株式会社（TEAC）全球网站 (http://teac-global.
com/)下载本设备所需的用户手册。

1.  打开蒂雅克株式会社（TEAC）全球网站  
(http://teac-global.com/)。

2.  在 TASCAM Downloads部分，点击所需的语言以打开该语
言对应的下载网页。

注释
如果未出现所需语言，请点击其他语言。

3.  在“按型号名称搜索”部分，点击产品名称以打开该产品
的 Downloads页面。

4. 选择并下载所需的用户手册。

用户注册

对于美国用户，请访问 TASCAM官方网站 
（http://tascam.com/）注册为在线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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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卡、CF卡和 USB闪存驱动器
本设备可使用 SD卡、CF卡和 USB闪存驱动器进行播放，可
使用 SD/CF卡进行录制。 
经验证与本设备兼容的 SD卡、CF卡和 USB闪存驱动器列表，
请浏览蒂雅克株式会社（TEAC）全球网站  
(http://teac-global.com/)。

使用注意事项

SD卡、CF卡和 USB闪存驱动器为高精密部件。为避免造成
闪存驱动器或存储卡损坏，请在使用过程中遵守下列相关注
意事项。 
• 严禁放置在高温或低温区域。 
• 严禁放置在湿度高的区域。 
• 严禁淋湿。 
• 严禁在存储卡上放置任何物品或对其进行弯折。 
• 严禁使用外力击打。 
• 严禁在录制、播放、传输数据或其他访问操作过程中插
入或取出存储卡。 

• 运送存储卡时将其放入存储卡盒内或采取类似保护措施。

经验证与本设备兼容的介质 
本设备使用 SD卡、CF卡和 USB闪存驱动器进行播放，使用
SD/CF卡进行录制。
本设备无法使用微型驱动器。 
此外，某些 SD卡、CF卡和 USB闪存驱动器，尤其旧型号的
存储卡和闪存驱动器使用较慢的闪存元件或较小的内部缓存。
使用类似上述的 SD卡、CF卡或 USB闪存驱动器，设备可能
无法正确操作。 
经验证与本设备兼容的 SD卡、CF卡和 USB闪存驱动器列表，
请浏览蒂雅克株式会社（TEAC）全球网站  
(http://teac-global.com/)。请进行参考。也可联系 TASCAM的
客户支持。

SD卡写保护
为提高性能，本设备将音轨数据写入介质。由于无法将音轨
数据写入写保护的 SD卡上，介质读取将花费更长的时间，性
能也可能受到影响。

SD卡和 CF卡的格式化
本设备所格式化的 SD卡、CF卡和 USB闪存驱动器已经进行
了优化，以提高录制过程中的性能。因此应使用本设备格式
化您将使用的 SD卡、CF卡和 USB闪存驱动器。在本设备进
行录制时，使用计算机或其他设备所格式化的 SD卡、CF卡
或 USB闪存驱动器，可能导致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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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板

1 电源开关 
使用此开关，打开和关闭设备。 

注意
打开设备电源前，将与本设备相连的其他装置的音量调
至最低。否则可能突然产生较大噪音，可能损伤听力或
导致故障。 

2 电平表
这些电平表显示输入声音、播放声音或振荡器（OSC）的
电平。
电平低于设定的参考电平时亮绿灯。
电平高于设定的参考电平时亮橙色灯。 (详见第 25 页的
“设置参考电平”。)

注释
以 PCM格式录制时，+3dB将不亮灯。

3 显示屏
此显示屏显示各种信息。

4 INFO按钮 /指示灯
INFO 指示灯亮蓝灯时按下此按钮，在显示屏上显示设备
的运行状态并在电平表上点亮所设置的参考电平。此外，
INFO 指示灯亮红灯时按下此按钮，显示屏上将出现信息。 
(详见第 50 页的“INFO按钮和指示灯”。)

5 HOME/DISPLAY按钮
当菜单画面打开时，按下此按钮返回主画面。 
当主画面打开时，按下此按钮更改显示模式。(详见
第 14 页的“主画面”。)
按下此按钮的同时旋转 MULTI JOG旋钮，调整显示屏和指
示灯的亮度。 (详见第 19 页的“调整亮度”。)

6 MULTI JOG旋钮
此旋钮既可用作旋钮也可用作按钮。
旋钮的功能
当主画面打开时，用于在标记之间跳转。
处于菜单模式时，用于选择菜单选项和设置值。
当编辑名称时，用于选择字符。
按住 HOME/DISPLAY 按钮的同时 , 旋转此旋钮，调整显
示屏和指示灯的亮度。
当 BROWSE 画面打开时旋转此旋钮，在同一文件夹内选择
子文件夹和文件。 (详见第 32 页的“BROWSE画面导航”。)
按钮的功能
用于确认选择和设置（ENTER功能）。
当 BROWSE 画面打开时，按下此旋钮打开选定文件夹或文
件的弹出菜单。(详见第 33 页的“文件夹的操作”。) (详
见第 33 页的“文件的操作”。)
在停止、播放待机、播放或录制状态按下此旋钮，添加标
记。(详见第 29 页的“录制过程中手动添加标记”。) (详
见第 40 页的“播放过程中手动添加标记”。)

7 m[.]/ ,[/]按钮 
按一下此按钮跳至前一或下一音轨。 
按住向后或向前搜索。
当 BROWSE 画面打开时按下此旋钮，在文件夹结构中向上
或向下移动一级。 (详见第 32 页的“BROWSE画面导航”。)

8 PHONES插孔 /旋钮
使用本标准立体声插孔连接立体声耳机。当连接带迷你插
头的耳机时，请使用适配器。
使用此旋钮调节耳机输出电平。 

注意
连接耳机前 , 使用 PHONES  旋钮将音量降至最小。否则可
能突然产生较大噪音，可能损伤听力或导致故障。

9 KEYBOARD连接器
例如可连接 USB键盘，用来输入文件夹和文件的名称，以
及用于控制本设备。 
默认状态下，将录音工作站设定为使用日式键盘，与英
式键盘排列不同。如需使用英式键盘，请在 KEYBOARD 
TYPE 画面更改设置。 (详见第 51 页的“设置键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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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DEVICE连接器
用于与 USB闪存驱动器相连。 (详见第 21 页的“连接 /
断开 USB闪存驱动器”。)
连接 USB闪存驱动器，以播放驱动器上的文件以及在驱动
器与 SD/CF卡之间复制文件。 (详见第 50 页的“介质
间复制文件 (备份 )”。)

q SD卡和 CF卡插槽
在此处插入和弹出 SD卡和 CF卡。 (详见第 20 页的“插
入和弹出 SD卡和 CF卡”。)

w 遥控传感器
当使用随附的遥控器 (TASCAM RC-10)指向遥控传感器时，
接收遥控器的信号。

e MENU按钮 
当主画面打开时，按下此按钮进入菜单画面。(详见
第 15 页的“菜单结构”。) (详见第 15 页的“菜单画
面操作基础”。)

r EXIT/CANCEL [PEAK CLEAR] 按钮
当设置画面打开时，按下此按钮返回上一级菜单。 
当确认信息弹出窗口打开时，按下此按钮回答“否”。
当主画面打开时，按下此按钮清除电平表峰值保持指示灯。 

t STOP按钮
停止播放和录制。

y PLAY按钮 /指示灯
处于停止或播放待机状态时，按下此按钮开始播放。
在录制待机状态时，按下此按钮开始录制。
在播放或录制过程中，此按钮点亮。

u PAUSE按钮 /指示灯
处于停止状态或播放过程中时，按下此按钮切换至播放待
机状态。
录制过程中，按下此按钮切换至录制待机状态。
处于播放待机和录制待机状态时，此按钮点亮。

i RECORD [TRK INC] 按钮 /指示灯
停止状态时，按下此按钮开始录制待机。
录制过程中按下此按钮，启动新音轨，并继续无间断录制。 
(详见第 28 页的“手动创建高编号音轨”。)
处于录制过程中和录制待机状态时，此按钮点亮。
当前装置中没有介质时，按下此按钮激活输入监听，导致
输出当前选定的输入信号。输入监听过程中，此按钮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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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板

o L/R模拟输入 (平衡 ) 
这些平衡模拟 XLR输入连接器的默认公称输入电平为
+4dBu，但也可设置为 +6dBu。
(1:GND, 2:HOT, 3:COLD)
(详见第 25 页的“设置参考电平”。)

p L/R模拟输入 (非平衡 ) 
这些模拟   RCA针式输入插孔的公称输入电平为 −10dBV。 

a L/R模拟输出 (非平衡 ) 
这些模拟   RCA针式输出插孔的公称输出电平为 −10dBV。

s L/R模拟输出 (平衡 ) 
这些平衡模拟 XLR输出插孔的公称输出电平为 +4dBu，但
也可设置为 +6dBu。
(1:GND, 2:HOT, 3:COLD)
(详见第 25 页的“设置参考电平”。)

d DIGITAL IN(S/PDIF / CASCADE)
这些连接器为数字音频输入连接器。 
此数字输入插孔具有支持 32 —192kHz的采样率转换器。 
(详见第 23 页的“使用采样率转换器”。)
当连接本设备以级联多个设备时，将其他设备的 DIGITAL 
OUT(S/PDIF/CASCADE) 插孔连接至此插孔。 (详见
第 42 页的“连接和准备”。)

f DIGITAL OUT(S/PDIF / CASCADE)
此数字输出插孔可输出 IEC60958-3（S/PDIF）格式的数字
音频。
如需连接多个 DA-3000设备时，将其他设备的 DIGITAL IN 
(S/PDIF/CASCADE) 插孔连接至此插孔。 (详见第 42 页
的“连接和准备”。)

g DIGITAL IN (AES/EBU) 
此平衡 XLR数字音频输入插孔支持 AES3-2003/IEC60958-4
（AES/EBU）格式的数字音频输入。 
此数字输入插孔具有支持 32 —192kHz的采样率转换器。 
(详见第 25 页的“设置参考电平”。)

h DIGITAL OUT (AES/EBU) 
此平衡 XLR数字音频输出插孔可输出 AES3-2003/IEC60958-
4(AES/EBU)格式的数字音频。 

注意
当连接 DIGITAL IN/OUT (SDIF-3) 连接器时， DIGITAL IN/
OUT (S/PDIF / CASCADE) 和 DIGITAL IN/OUT (AES/EBU)  
连接器无法用于输入和输出数字音频信号。 

j DIGITAL IN/OUT(SDIF-3) 连接器
这些连接器是 DSD信号用数字音频输入和输出连接器。
这些连接器是适用于 SDIF-3 (DSD-raw)格式的数字音频输
入和输出连接器。 
各连接器传递左或右声道的立体声信号。 

注意
当连接 DIGITAL IN/OUT (SDIF-3) 连接器时，系统中的所
有数字音频设备（包括本设备 )必须与同一时钟源同步。
如需将本设备与外部时钟同步，请通过 WORD SYNC IN  
连接器输入 44.1kHz时钟信号。 
如果将系统内主时钟设置为 44.1kHz，DSD音频源将成为
从时钟。详见第 25页的“设置主时钟”。

k WORD SYNC IN连接器 
用于输入字时钟信号。 
当本设备与外部时钟信号同步时，将使用通过本连接器的
字时钟信号输入。 

l WORD SYNC THRU/OUT连接器
此连接器是 BNC字时钟通过 /输出连接器，可输出字
时钟信号（通过或 44.1kHz、48kHz、88.2kHz、96kHz、
176.4kHz或 192kHz）。 
使用 THRU/WORD OUT开关在通过与字输出之间切换。 

; 75Ω ON/OFF [THRU/WORD OUT] 开关 
用于进行下列设置。 
   o  无论 WORD SYNC IN 连接器是否有终端电阻（75Ω）
   o  WORD SYNC THRU/OUT 连接器 THRU/OUT 设置

z AC IN插座 
连接随附的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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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遥控器 (TASCAM RC-10)

1 m/. 按钮 
播放过程中，按一下此按钮跳至音轨的起点。 
靠近音轨起点时，按一下此按钮跳至前一音轨的起点。
按住向后搜索。 
当 BROWSE 画面打开时按下此旋钮，在文件夹结构中向上
移动一级。

2 STOP[8]按钮 
按下此按钮停止播放和录制。 

3 RECORD[0]按钮 
停止状态时按下此按钮开始录制待机。 
录制过程中按下此按钮，新建一个高编号的音轨，并继续
无间断录制。 (详见第 28 页的“手动创建高编号音轨”。)

4 F1按钮 
处于停止状态或播放过程中时，按下此按钮切换至播放待
机状态。
录制过程中，按下此按钮切换至录制待机状态。

5 F2按钮 
当菜单画面打开时，按下此按钮返回主画面。 
当主画面打开时，按下此按钮更改显示模式。 (详见
第 14 页的“主画面”。)

6 ,//按钮 
按一下此按钮跳至下一音轨。 
按住向前搜索。
当 BROWSE 画面打开时按下此旋钮，在文件夹结构中向下
移动一级。

7 PLAY [7] 按钮 
处于停止或播放待机状态时，按下此按钮开始播放。
在录制待机状态时，按下此按钮开始录制。

8 MARK按钮 
在停止、录制、播放待机或播放状态时，按下此旋钮，手
动添加标记。(详见第 29 页的“录制过程中手动添加标
记”。) (详见第 40 页的“播放过程中手动添加标记”。)

9 F3 [+] 按钮 
跳至下一标记。 
当 BROWSE 画面打开时按下此旋钮，向上移动光标。  (详
见第 32 页的“BROWSE画面导航”。)

0 F4 [−] 按钮 
跳至前一标记。 
当 BROWSE 画面打开时按下此旋钮，向下移动光标。 (详
见第 32 页的“BROWSE画面导航”。)

主画面 
设备主体的显示屏显示以下信息。 

1 总音轨数
显示播放区中的总音轨数。

2 SRC运行指示灯
当采样率转换器开启时，此处出现“SRC”指示灯。当
采样率转换器 (SRC)关闭时，此处没有显示。 (详见
第 23 页的“使用采样率转换器”。)

3 当前装置
此图标显示当前选定的装置。 

4 显示模式
此处是当前主画面的显示模式。 
本设备具备两种显示模式。TRACK模式显示当前文件的经
过时间和剩余时间，TOTAL模式显示所有音轨的经过时间
和剩余时间。

5 音轨编号
此处是正在播放的音轨的编号。 

6 标记指示灯
这些是音轨中标记的位置。 

7  音轨播放位置
以横条显示当前播放位置。当向前播放时，横条从左侧延
伸到右侧。

8 音轨标题
此处是正在播放的音轨的文件名。 

9 音轨经过时间
根据不同的显示模式，此处显示当前播放区所有音轨或当
前播放音轨的经过时间（小时：分钟：秒）。 

0 音轨剩余时间
此处是当前音轨或当前播放区所有音轨的剩余时间（小时：
分钟：秒）。
根据不同的显示模式，此处显示当前播放区所有音轨或当
前播放音轨的剩余时间（小时：分钟：秒）。录制过程中，
此处显示当前介质上剩余可录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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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结构

按下 MENU 按钮，打开 GENERAL 菜单画面。 

根据菜单选项类型，共有八种菜单画面。 
 GENERAL: 常规功能设置 
 REC FILE: 录制文件格式设置
 I/O SETTINGS: 输入和输出设置 
 REC FUNC: 录制功能设置 
 PLAY FUNC: 播放功能设置
 MEDIA:  介质的操作
 TRACK EDIT: 当前文件编辑
 UTILITY: 系统设置和其他功能 
菜单选项如下所示。

菜单选项 功能 页码

BROWSE 打开 BROWSE画面 第 32页

MEDIA SEL 介质选择 第 21页

CLOCK MSTR 主时钟设置 第 25页

REF.LEVEL 参考电平设置 第 25页

CASCADE 级联功能设置 第 44页

FILE 录制文件格式设置 第 23页

SAMPLE 采样频率设置 第 23页

CHANNEL 录制模式设置 第 23页

NAME 文件名格式设置 第 30页

INPUT SEL. 输入源选择 第 22页

INPUT VOL. 输入音量设置 第 24页

SRC 采样率转换器设置 第 23页

ADDA DIRECT AD/DA DIRECT 模式设置 第 26页

IN MONITOR 输入监听功能设置 第 24页

SYNC REC 同步录制功能设置 第 27页

AUTO TRACK 自动音轨增加功能设置 第 28页

AUTO MARK 自动标记功能设置 第 29页

PAUSE MODE 暂停模式设置 第 30页

PLAY MODE 播放模式设置 第 41页

REPEAT 重复播放功能设置 第 41页

TRACK GAP 无间隙播放模式设置 第 41页

FORMAT 介质格式化 第 21页

COPY 介质复制类型选择 第 50页

INFO. 查看介质信息 第 51页

RENAME 编辑文件夹和文件的名称 第 34页

DELETE 删除文件夹和文件 第 34页

DIVIDE 分割文件 第 37页

UNDO/REDO 撤销 /恢复分割操作 * 第 38页

F. PRESET 恢复出厂设置 第 51页

OSC 振荡器设置 第 29页

KEYBOARD 键盘类型设置 第 51页

PEAK HOLD 电平表峰值保持时间设置 第 24页

CLOCK ADJST 时间设置 第 19页

*“UNDO”仅在已经执行 DIVIDE操作后出现。REDO仅在已
经使用 UNDO后，在 UNDO选项的位置出现。 

注释
即使关闭了设备，也保留所有菜单中所执行的设置。 

菜单画面操作基础

可采用下列方式操作菜单画面。 

更改菜单页面： 
重复按下 MENU 按钮直至出现所需菜单页面。

按下按钮，菜单页面按以下顺序循环。

GENERAL REC FILE I/O SETTINGS REC FUNC 

PLAY FUNCMEDIAUTILITY TRACK EDIT

注释
可旋转 MULTI JOG 旋钮，在 GENERAL 菜单画面 BROWSE 
选项和 UTILITY 菜单 CLOCK ADJST 选项之间一次移动
一个选项。然而 , 使用 MULTI JOG  旋钮无法在这些选项间
移动。

然而 , 无法采用此种方式从 UTILITY 菜单 CLOCK 
ADJST 选项移动至 GENERAL 菜单 BROWSE 选项或
从 GENERAL 页面 BROWSE 选项移动至 UTILITY 菜单 
CLOCK ADJST 选项。 

选择选项（在画面上垂直排列）：
旋转 MULTI JOG 旋钮。

确认选择： 
按下 MULTI JOG 旋钮。 

打开显示屏上未显示的子菜单： 
按下 MULTI JOG 旋钮。 

向上移动一级菜单： 
按下 EXIT/CANCEL [PEAK CLEAR] 按钮。 

从菜单模式直接返回主画面：
按下 HOME/DISPLAY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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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操作步骤

此示例阐述如何设置 AUTO MARK功能。 

1. 按下 MENU 按钮，打开 GENERAL 菜单。 

2. 按下 MENU 按钮，循环菜单。 

REC FUNC 菜单打开

3. 旋转 MULTI JOG 旋钮至需要设置的选项。 

选定 AUTO MARK 选项

4.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设置画面。 

AUTO MARK 画面打开

5. 旋转 MULTI JOG 旋钮，更改设置。 
6. 如需在同一画面对其他选项的设置进行更改，请按下 

MULTI JOG 旋钮，将光标移至下一设置项。 
7. 旋转 MULTI JOG 旋钮，更改设置。 
8. 必要时重复步骤 5–7 对其他选项进行设置。
9. 按下 MULTI JOG 旋钮返回菜单。按下 HOME/DISPLAY 按
钮返回主画面。 

注释
• 按下 EXIT/CANCEL [PEAK CLEAR]  按钮，取消菜单操作并
返回菜单画面。 

• 在上述步骤 9中 , 按下 MULTI JOG  旋钮在某些情况下再次
打开主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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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连接

以下示例是 DA-3000的接线图。

 8 连接前的注意事项
• 连接前，请仔细阅读其他装置的操作手册，并正确连接各装置。
• 连接前，关闭（或置于待机）本设备和所有其他装置的电源。
• 将所有装置连接到同一供电线路。例如，使用电源插板时，请使用具有高电流容量的粗连接线，将电源电压的波动降至最小。

 数字录音工作站
或其他装置

时钟发生器或其
他装置

ANALOG IN
(BALANCED)

LR

ANALOG OUT
(BALANCED)

LR

ANALOG
IN

(UNBALANCED)

LR

ANALOG
OUT

(UNBALANCED)

LR
DIGITAL

OUT

(S/PDIF)

DIGITAL
IN

(S/PDIF) AES/EBU

IN OUT
SDIF-3 OUT 

R L

SDIF-3 IN 

R L WORD
 IN 

WORD
 OUT 

USB键盘

耳机

混音器、录音工作站、放大器或其他装置 数字混音器、数字录音工
作站、数字放大器或其他
装置

外部 DAC或其他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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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遥控器

安装电池

注释
购买时，此遥控器附带锂离子硬币形电池（CR2025）。使
用遥控器前，请将绝缘片拉出电池仓。

1. 拆下电池支架。 
按 1的同时 , 沿 2的方向拉出。 

2. 按照正确的 ¥/^ 方向，将硬币形锂离子电池（CR2025）
安装至支架内。

3. 将电池支架重新插入遥控器。 

当需要更换电池时

如果遥控器的操作范围减小或按钮变得反应迟钝，请更换新
电池。

请使用硬币形锂离子电池（CR2025）。

关于电池使用的警告

儿童误食电池极其危险。请将电池和遥控器远离儿童。如果
儿童吞食电池，请立即就医。

电池使用不当可能导致泄漏、破裂或损坏其他装置。请仔细
阅读并遵守电池相关的注意事项。 (详见第 4 页的“关于
电池的注意事项”。)

• 按正确方向安装硬币形锂离子电池。
• 严禁对硬币形锂离子电池进行充电。 
• 严禁加热或拆解硬币形锂离子电池，或将其投入火中或
水中。

• 严禁将小件金属物品与硬币形锂离子电池一起携带或存
放。例如，否则可能使电池短路，造成泄漏或破裂。

• 在存放或处理电池时，请用胶带覆盖触点，防止接触其
他电池或金属物品。

• 当用尽电池后，请遵守电池上书写的或当地政府规定的
处置说明。

使用无线遥控器

关于各按钮的功能详情，请参见第 14 页。 
使用遥控器时，请在下图所示角度内指向设备上的遥控接收
器。 

遥控传感器

操作距离：
正前方：7米之内
左右 15°角：7米之内

注意
• 操作距离根据角度而变化。 
• 如果遥控器和传感器之间存在物品，可能无法正常操作。
• 如果长时间（一个月或更长时间）将不使用遥控器，请
取下电池。

• 如果电池漏液，请彻底清洁电池舱内的所有残留物并安
装新电池。

• 当使用由红外线控制的其他设备时，使用此遥控器可能
误操作这些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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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和关闭电源

按下前面板上的电源开关。 

启动画面

主画面

启动设备并显示启动画面后，出现主画面。

如果当前装置中没有装入介质，主画面上将不显示音轨编号
或时间。 

关闭电源
按下电源开关，关闭电源。 
不需要特殊的关机程序。 

注意
• 设备处于使用时（录制、播放、写入数据到 SD/CF卡 /

USB介质等），请勿关闭电源。否则可能导致录制失败、
录制的数据损坏、突然的巨响从监听设备输出、损坏设
备和损伤听力。

• 购买设备后首次打开电源时以及设备处于关闭状态长时
间存放后，内置电池电量耗尽时打开电源，会立即出现
CLOCK ADJUST 画面，以便更改时间。

设置日期和时间

根据设备内置的时钟将日期和时间添加至所录制的文件。

1. 重复按下MENU 按钮，打开 UTILITY 页面 , 然后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CLOCK ADJST。 

2.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CLOCK ADJUST 画面。 

3. 再次按下 MULTI JOG 旋钮，进入设置模式。光标将出现在
需要更改的选项上。 

4. 旋转 MULTI JOG 旋钮更改数值，然后按下旋钮进行确认并
将光标移至下一选项。 

5. 更改年、月、日、小时和分钟后，光标消失，日期和时间
设置结束。 

注释
设置日期和时间的过程中，可按下 EXIT/CANCEL [PEAK 
CLEAR] 按钮取消所有更改并返回菜单画面。 

6. 按下 EXIT/CANCEL [PEAK CLEAR] 按钮，返回菜单画面。

调整亮度

按住 HOME/DISPLAY 按钮的同时 , 旋转 MULTI JOG 旋钮，调
整显示屏和指示灯的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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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和弹出 SD卡和 CF卡

插入 SD卡和 CF卡
将 SD卡或 CF卡插入前面板上相应的插槽内，以用于播放和
录制。

注释
无论电源是打开还是关闭，都可以插入 SD卡和 CF卡。

1. 向前拉出插槽盖，将其打开。 

2. 按正确的方向插入 SD/CF卡。
标签应向上，触点向里。

 

3. 关闭插槽盖。 

注释
如果 SD/CF卡插槽盖未关闭，请取出存储卡，然后再次
插入。如需取出 SD卡，请将其拉出。
如需取出 CF卡，请将其拉出并按下插槽右侧的方按钮。 

弹出 SD卡和 CF卡
弹出 SD卡或 CF卡前，关闭设备电源或停止操作。 

注意
设备处于使用中时（录制、播放、将数据写入存储卡等），
严禁取出 SD卡或 CF卡。否则可能导致录制失败、录制
的数据损坏、突然的巨响从监听设备输出、损坏设备和
损伤听力。

1. 向前拉出插槽盖，将其打开。 
2. 如需弹出 SD卡，请轻按 SD卡。 
如需弹出 CF卡，请按下 CF卡插槽右侧的方按钮，部分弹
出 CF卡。

3. 拉出 SD卡或 CF卡的剩余部分。 

SD卡写保护
SD卡设有写保护开关。 

可写入 写保护

如果保护开关滑动到“LOCK”位置，将无法添加和编辑文件。
如需进行录制、擦除或其他更改文件的操作，请禁用写保护。

注意
如果装入写保护的 SD卡后，每次更换装置时，设备将检
查 SD卡上的所有音频文件。因此更换装置需要花费时间。
而且，无法编辑播放列表和其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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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断开 USB闪存驱动器

连接 USB闪存驱动器
本设备如需使用 USB闪存驱动器进行播放和配音，请将其插
入设备前面的 DEVICE 连接器。

注释
无论电源是打开还是关闭，都可以插入 USB闪存驱动器。 

断开 USB闪存驱动器
断开 USB闪存驱动器前，请关闭电源或停止操作。 

注意
设备处于使用中时（录制、播放、将数据写入驱动器等），
严禁取出 USB闪存驱动器。否则可能导致录制失败、录
制的数据损坏、突然的巨响从监听设备输出、损坏设备
和损伤听力。

选择使用的介质

开始使用本设备进行工作前，选择需要使用的介质（SD卡、
CF卡或 USB闪存驱动器）。 
如需选择使用的介质，请按照这些流程进行操作。 

1. 按下MENU 按钮，打开 GENERAL 菜单画面 , 然后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高亮显示） MEDIA SEL。 

2.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MEDIA SELECT 画面。 

3.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使用的介质并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选择。 

注释
选择过程中，按下 EXIT/CANCEL [PEAK CLEAR] 按钮，取
消选择并返回菜单画面。 

4. 当前选定的介质名称出现在主画面的右上角。 

   选定 SD卡
   选定 CF卡
   选定 USB闪存驱动器

准备 SD/CF卡和 USB闪存驱动器
必须使用本设备格式化 SD卡、CF卡和 USB闪存驱动器，以
便本设备使用。 

注意
• 格式化将擦除 SD卡、CF卡或 USB闪存驱动器上的所有
数据。 

• 请始终使用本设备进行格式化。如果 SD卡、CF卡或
USB闪存驱动器由其他装置或计算机格式化，可能影响
本设备的操作。 

1. 使用 MENU 按钮和 MULTI JOG 旋钮打开 MEDIA SELECT 
画面，选择需格式化的介质。 (详见第 21 页的“选择使
用的介质”。)

2. 按下MENU 按钮，打开 MEDIA 菜单 , 然后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FORMAT。 

3.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格式化类型选择弹出菜单。 

4.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QUICK FORMAT 或 FULL 
FORMAT, 然后按下 MULTI JOG 旋钮。 
出现确认信息弹出窗口。 

注释
如需取消格式化，请按下 EXIT/CANCEL [PEAK CLEAR]  按
钮。 

5. 按下 MULTI JOG 旋钮，开始格式化。
 格式化过程中 , 弹出窗口出现 – QUICK FORMAT – 或  
– FULL FORMAT – 。 

选定 QUICK FORMAT 时的弹出窗口

6. 格式化完成后，弹出窗口消失，菜单再次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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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设备可采用下列格式录制到 SD卡和 CF卡。 

PCM录制
WAV(BWF)格式 (44.1/48/88.2/96/176.4/192kHz采样频率、
16/24位 )

DSD录制
DSDIFF、DSF格式 (2.8224/5.6448MHz采样频率 )

以下阐述假设已经装入可录制的 SD卡或 CF卡，完成了必要
的连接，并已打开设备。 

注释
• 本设备可录制在 SD卡或 CF卡上的最大文件夹数和音轨
数如下。

 最大音轨数： 每个文件夹 999个音轨
 最大文件夹数： 每个存储卡 3000个文件夹

• 当使用小于等于 2GB容量的介质时，由于文件系统的限
制，可能无法达到如上所示的录制最大音轨数或根文件
夹中创建的最大文件夹数。（实际数量取决于其他条件。）

• 如果将写保护的 SD卡装入本设备，将无法进行录制。 (详
见第 20 页的“SD卡写保护”。)

• 由于系统的限制 ,本设备无法直接录制到 USB闪存驱动
器。但是可格式化 USB闪存驱动器以及写入和擦除 USB
闪存驱动器上的数据。(详见第 21 页的“准备 SD/CF
卡和 USB闪存驱动器”。) (详见第 32 页的“5 – 文件夹
和文件的操作 (BROWSE画面 )”。) ( 详见第  46  页的
“8 –  编辑播放列表”。 )

• 可在 SD卡、CF卡和 USB闪存驱动器之间复制音频文件。
详见 第 50页的“介质间复制文件 (备份 )”。 

• 本设备录制过程中可创建的文件最大容量为 2GB。如果
录制内容将要超过该容量，将自动创建新文件，但此音
频将会被处理为在当前文件和新文件间存在无缝连接。
在播放时，为了连续聆听此音频，请将 TRACK GAP 模式
设置设为“GAPLESS”。(详见第 41 页的“设置无间隙
播放模式”。)

电源意外中断

在录制到 SD卡或 CF卡时，如果发生电源意外中断，设备具
备保护功能可防止所有音轨录制数据的完全丢失。可保存高
达电源中断发生前约 25秒所录制的数据。 

注意
• 即使具备这种保护功能，由于 SD卡、CF卡和 USB闪存
驱动器的特性，如果设备正在写入系统区，此时电源中
断或从设备中取出介质，介质上的所有文件可能损坏或
丢失。因此，在录制和播放期间应尽量避免电源中断。 

• 使用外部定时器关闭电源时，无法建立此功能。 

选择输入源

将输入源（录制源）设置为 6种输入之一（平衡模拟、非平
衡模拟、PCM-SPDIF数字、PCM-AES/EBU数字、DSD-SDIF-3
数字、DSD-DSD-raw数字）。 
按照下列步骤选择输入源。 

注释
• 录制时无法更改输入源。

1. 重复按下MENU 按钮，打开 I/O SETTINGS 菜单 , 然后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INPUT SEL。

2.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INPUT SELECT 画面。 

3.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输入源。 
选项： 
o PCM录制 : BALANCED (默认 )、 UNBALANCED、 AES/EBU、 

SPDIF
o DSD录制 : BALANCED (默认 )、 UNBALANCED、 SDIF-3、 

DSD-raw

4. 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选择并返回菜单画面。 

显示输入源

使用上述“选择输入源”中的步骤查看当前输入源。主画面
没有任何输入源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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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录制文件格式

可设置录制文件格式，以及采样率和立体声 /单声道模式。 
对于 PCM录制，可将格式设置为WAV-16或WAV-24。对于
DSD录制，可将格式设置为 DSDIFF或 DSF。 
处于停止状态时，使用菜单设置文件格式。 

1. 重复按下MENU 按钮，打开 REC FILE 菜单 , 然后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FILE。 

2.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FILE TYPE 画面。 

3. 旋转 MULTI JOG 旋钮，设置录制文件格式。 
选项： 
o PCM录制 :WAV-16(16位 , 默认值 )、 WAV-24(24位 )
o DSD录制 :DSDIFF、 DSF

4. 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选择并返回菜单画面。 
5.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SAMPLE。 

6.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SAMPLING RATE 画面。 

7. 旋转 MULTI JOG 旋钮，设置采样率。 
选项： 
o PCM录制 : 44.1kHz、 48kHz (默认 )、88.2kHz、 96kHz、 

176.4kHz、 192kHz
o DSD录制 :2.8MHz, 5.6MHz

8. 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选择并返回菜单画面。 
9.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CHANNEL。 

10.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CHANNEL 画面。 

11. 旋转 MULTI JOG 旋钮，设置录制文件的声道类型（立体声
文件或双单声道文件）。
选项：STEREO (默认 )、 MONOx2

12. 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选择并返回菜单画面。 

使用采样率转换器

由于本设备内置采样率转换器，可采用不同于数字输入源采
样频率的采样频率进行录制。

使用菜单打开 /关闭采样率转换器 (SRC)。

1. 重复按下MENU 按钮，打开 I/O SETTINGS 菜单 , 然后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SRC。 

2.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SRC 画面。 

3. 旋转 MULTI JOG 旋钮，打开或关闭采样率转换器。 
选项：OFF (默认 )、 ON

4. 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选择并返回菜单画面。 

注释
• 当通过 DIGITAL IN 连接器的数字输入信号的采样频率不
同于 SAMPLING RATE 画面所设定的采样频率以及采样
率转换器 (SRC)关闭时，如果尝试进行录制，将出现 
“-- DIN ERROR -- Digital input is illegal.”弹出信息窗口。 (详
见第 23 页的“设置录制文件格式”。)

• 当输入源为 SDIF-3/DSD-raw时，采样率转换器（SRC）
将无法运行。

• 采样率转换器可接受 32kHz至 216kHz频率范围内的输
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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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听输入信号

通常只在录制过程中以及录制待机时开启输入信号监听。也
可以在设备停止时启用输入监听。

当输入信号监听开启时，无法进行播放，但可执行录制。如
需聆听之前录制的音频，请关闭输入监听。

按照下列步骤进行此设置。

1. 重复按下MENU 按钮，打开 I/O SETTINGS 菜单 , 然后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IN MONITOR。 

2.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INPUT MONITOR 画面。 

3. 旋转 MULTI JOG 旋钮，开启或关闭输入监听。 
选项：OFF (默认 )、 ON

4. 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选择并返回菜单画面。 

注释
播放过程中或暂停时无法开启监听。

调整输入信号电平

可使用菜单调整输入信号的电平。 

1. 重复按下MENU 按钮，打开 I/O SETTINGS 菜单 , 然后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INPUT VOL.。 

2.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INPUT VOLUME 画面。 

注释
 LEVEL 选项显示输入电平。

3. 旋转 MULTI JOG 旋钮，调整 VOLUME 选项，即输入信号
电平。
选项：MUTE, −60dB – +12dB (默认 : 0.0dB)

注意
电平表 OVER指示灯在下列电平将亮灯。尽管将 DSD模
式设置为 +3，在大于和等于 +3dB时将亮灯。
 •  PCM录制和播放 :16位满量程
 •  DSD录制和播放 :0dB

4.  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选择并返回菜单画面。 

注释
即使关闭设备，也保留输入信号电平的设置。

设置峰值保持指示灯

可设置峰值保持指示灯在电平表上亮灯时长。  

1. 重复按下MENU 按钮，打开 UTILITY 菜单 , 然后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PEAK HOLD。 

2.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PEAK HOLD 画面。 

3. 旋转 MULTI JOG 旋钮，设置峰值保持指示灯亮灯时长。 
选项：
 “OFF”:峰值保持指示灯不亮灯。
  “1s”-“10s”：峰值保持指示灯按照所选秒钟数保持

亮灯。 
（默认：“2s”） 

 “INF.”:  峰值保持指示灯亮灯直至按下 EXIT/
CANCEL [PEAK CLEAR] 按钮。 

4. 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选择并返回菜单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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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主时钟

可设置本设备使用的主时钟。

注意
同一系统中连接多个数字音频装置时，确保全部使用同
一主时钟。

1. 按下MENU 按钮，打开 GENERAL 菜单 , 然后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CLOCK MSTR。 

2.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CLOCK 画面。

3.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主时钟。 
选项： 
 Internal（默认）：  使用设备内置的主时钟。 
 WORD:   将通过 WORD SYNC IN 连接器的

时钟信号输入用作主时钟。 
 DIN (DIGITAL IN):  将当前选定的数字音频输入源的

时钟信号用作主时钟。 

4. 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选择并返回菜单画面。 

注释
• 如果出现“CLOCK LOST...” 弹出错误信息，按下 EXIT/

CANCEL [PEAK CLEAR] 按钮返回菜单画面，更改主时钟
设置。

• 如果设备无法锁定到所设定的主时钟，将自动切换到内
部时钟，并在选定的设置项末端出现星号（*）。 

• 当使用WORD CLOCK和以 DSD格式录制时，请使用
44.1kHz信号。 

设置参考电平

可采用小于最大电平（0dB）的 dB值来设置模拟输入和输出
的参考电平。 

1. 按下MENU 按钮，打开 GENERAL 菜单画面 , 然后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高亮显示） REF.LEVEL。 

2.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REFERENCE LEVEL 画面。 

3. 旋转 MULTI JOG 旋钮，设置参考电平。 

选项 详情

−9dB 标准电平：+6 dBu 
最大电平：+15 dBu

−14dB 标准电平：+4 dBu 
最大电平：+18 dBu

−16dB 
(默认 )

标准电平：+4 dBu 
最大电平：+20 dBu

−18dB 标准电平：+4 dBu 
最大电平：+22 dBu

−20dB 标准电平：+4 dBu 
最大电平：+24dBu

4. 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选择并返回菜单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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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设备用作 AD/DA转换器
例如，将本设备连接到其他录音工作站或 DAW时，本设备也
可用作 AD/ DA转换器。
如需将本设备用作 AD/DA转换器，请将 ADDA DIRECT 模式
设置为 ON。设置为 ON时， INPUT SELECT 画面的设置不
起作用，必须分别设置模拟和数字输入的输入选择。此外， 
ADDA DIRECT 模式为 ON时，无法进行播放，但可录制模拟
输入信号。如需播放录制内容，将 ADDA DIRECT 模式设置
为 OFF。 

1. 重复按下MENU 按钮，打开 I/O SETTINGS 菜单 , 然后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ADDA DIRECT。 

2.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ADDA DIRECT 画面。 

3. 旋转 MULTI JOG 旋钮，打开或关闭 AD/DA DIRECT。 
选项：OFF (默认 )、 ON

4. 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设置。 
光标将移动至 ANA.IN设置项。 

5.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ANA.IN。 
选项： 
 BALANCED (默认 ): 平衡 XLR输入插孔
 UNBALANCED: 非平衡 RCA输入插孔

6. 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设置。 
光标将移动至 DIGI.IN设置项。 

7.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DIGI.IN。 
选项： 
 PCM录制 :AES/EBU、SPDIF
 DSD录制 :SDIF-3、DSD-raw

注释
选定的选项将按照 FILE TYPE 画面上所选定的录制文件
格式自动更改。 (详见第 23 页的“设置录制文件格式”。)

8. 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设置并返回菜单画面。

注意
• 当 ADDA DIRECT模式开启时，输入信号等级设置将仅影
响模拟输入。 

基本录制操作

完成先前描述的设置，包括输入源选择、录制文件格式、采
样率转换器激活和输入电平调整后，就可以开始录制。

从停止状态开始录制待机：
按下前面板或遥控器的 RECORD 按钮，使设备进入录制待
机 (设备主体上的 RECORD [TRK INC] 和 PAUSE 按钮亮灯 )。

从录制待机开始录制：
按下前面板或遥控器的 PLAY 按钮。

从录制切换到录制待机：
按下设备主体的 PAUSE 按钮或遥控器的 F1 按钮。

停止录制：
按下前面板或遥控器的 STOP 按钮。在设备停止录制时，
将写入所录制的数据并创建音频文件。 

注释
• 在 FILE NAME 画面上，可设置所创建音频文件自动给出
的名称的格式。 (详见第 30 页的“设置文件名格式”。)

• 各音轨最大文件容量为 2GB。
• 所录制的音轨将创建在当前文件夹内。 (详见第 33 页
的“文件夹的操作”。)

注意
当正在将录制内容写入当前介质时，"WRITING FILE ⋯"
将出现在显示屏上。在显示此消息时，严禁移动本设备、
关闭电源或取出当前介质。如果中断写入操作，所录制
的内容将无法正确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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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录制

如果开启同步录制功能，当输入信号超过预先设置的电平
（SYNC REC LEVEL）时，将自动开始录制。

激活并设置同步录制 
使用菜单开启和关闭同步录制功能并设置同步录制电平。 

1. 重复按下MENU 按钮，打开 REC FUNC 菜单 , 然后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SYNC REC。 

2.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SYNC REC 画面。 

3. 旋转 MULTI JOG 旋钮，开启或关闭同步录制功能。 
选项：OFF (默认 )、 ON

4. 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设置。 
如果设置为 ON, 光标将移动至 LEVEL 选项。
如果设置为 OFF, REC FUNC 菜单画面将再次打开。 

5.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同步电平。 
选项：  −24dB、−30dB、−36dB、−42dB、−48dB、  

−54dB(默认 )、−60dB、−66dB、−72dB

6. 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设置并返回菜单画面。 

注释
• 录制开始后，如果信号低于同步电平持续 5秒，设备将
自动进入录制待机状态。 

• 检测到电平后立即开始同步录制。 

同步录制的操作

同步录制功能开启且设备处于录制待机状态时，录制将响应
输入源的电平而自动开始或停止。

 p 当输入高于同步电平的信号时，将自动开始录制。当信号
低于同步电平持续 5秒时，将自动停止录制。但是，进入
录制待机状态后，即使检测到输入信号，也不开始录制，
除非信号低于同步电平至少一秒钟。

 

电平

时间

录制开始

同步电平

 p 如需停止同步录制 , 请将 SYNC REC 画面 MODE 选项设置
为 OFF。

如果同步电平过高
如果同步电平设置过高，可能无法捕捉到低音量开始的曲目
的开头。

电平

时间

同步电平

此部分不录制

录制开始

如果同步电平过低
如果正在录制的信号源的背景噪音电平高于同步电平，将不
会从录制待机状态开始同步录制。

电平

时间

同步电平

噪音电平高于同步电平，因此不启
动录制



28 TASCAM  DA-3000

4 – 录制

自动新建高编号音轨 
当录制过程中使用自动音轨功能时，在满足设定的条件时，
设备将自动新建高编号音轨。

使用菜单启用自动音轨功能并设置其模式。

1. 重复按下MENU 按钮，打开 REC FUNC 菜单 , 然后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AUTO TRACK。 

2.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AUTO TRACK 画面。 

3. 旋转 MULTI JOG 旋钮，设置自动音轨功能模式。 
选项： 
OFF (默认 )
 将自动创建新音轨。 
LEVEL
  信号低于自动音轨电平至少两秒钟后，当信号超出

自动音轨电平 (AUTO TRACK 画面 LEVEL 选项值 )
时，将创建高编号的新音轨。

电平

时间

自动音轨电平

2秒钟

DD
  当录制通过 DIGITAL IN 插孔的数字信号源 (CD、DAT

或 MD)时 , 如果在信号源中检测到音轨分割时将创
建新音轨。然而，当录制上述列出类型以外的模拟
信号源或数字信号源时，此选项将以与 LEVEL模式
相同的方式起作用，并将响应输入电平创建新音轨。

TIME
  在设定的时间间隔 (AUTO TRACK 画面 TIME 选项值 )

将创建高编号的新音轨。
SIZE
  当达到设定的容量时 (AUTO TRACK 画面 SIZE 选项

值 )，将创建高编号的新音轨。

注释
如果选择 LEVEL、TIME或 SIZE选项，需设置的参数将
出现在 MODE 选项下面。 

4. 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设置。 
光标将移动至 LEVEL 选项。 

5. 旋转 MULTI JOG 旋钮，设置参数值。 
LEVEL(电平模式 )
 选项：  −24dB、−30dB、−36dB、−42dB、−48dB、  

−54dB(默认 )、−60dB、−66dB、−72dB
DD (数字直接模式 )
 选项： 没有选项
TIME (时间模式 )
 选项：  1min、2min、3min、4min、5min、 

6min (默认 )、7min、8min、9min、
10mim、15mim、30min、1hour、2hour

SIZE (容量模式 )
 选项： 640MB、1GB、2GB(默认 )

6. 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设置并返回菜单画面。 

手动创建高编号音轨

录制过程中 , 按下前面板或遥控器的 RECORD 按钮，不中断录
制而新建音轨 (高编号 ) 。然而，无法创建小于或等于 4秒的
音轨。

注释
录制后使用编辑功能也可分割音轨。 (详见第 37 页的
“分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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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自动标记功能

通过将 AUTO MARK 选项设置为 ON，无论何时 OVER指示灯
亮灯或外部时钟同步发生错误，都将自动添加标记。使用此
功能可快速查找和检查录制过程中系统中出现的问题。 

1. 重复按下MENU 按钮，打开 REC FUNC 菜单 , 然后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AUTO MARK。 

2.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AUTO MARK 画面。 

3.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OVER 选项。(当 OVER 设置
为 ON时 , 无论何时 OVER电平表指示灯亮灯，将自动添
加标记。)
选项：OFF (默认 )、 ON

4. 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设置。 
 光标移动至 UNLOCK 选项。 
5.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UNLOCK。(当设置为 ON时 , 
在设备从外部时钟解锁时，将添加标记。)  
选项：OFF (默认 )、 ON

6. 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选择并返回菜单画面。 

注释
• 当发生“OVER”时，标记名称为“OVERxxx”*。
• 当发生“UNLOCK”时，标记名称为“UNLKxxx”*。 

* “xxx”为该音轨内所有标记的增量数值。

录制过程中手动添加标记

录制过程中可在需要的位置添加标记，并在音轨播放期间使
用这些标记快速更改位置。 

注释
录制过程中可添加标记，但无法移动和删除标记。仅可在
音轨处于停止、播放待机或播放状态时移动和删除标记。
(详见第 40 页的“定位至标记”。) (详见第 40 页的“删
除标记”。)

录制时添加标记

音轨录制期间，在需要添加标记的任意点按下 MULTI JOG 旋
钮 (或遥控器的 MARK 按钮 ) 。

注释
• 每个音轨最多可添加 99个标记。标记信息存储在音轨文
件内。

• 音轨播放过程中也可添加标记。 (详见第 40 页的“播
放过程中手动添加标记”。)

• 手动添加标记时，标记名称为“MARKxxx”* 。 
* “xxx”为该音轨内所有标记的增量数值。

使用振荡器 (OSC)
本设备可采用标准电平输出正弦波。 
可从三种输出频率中选择正弦波的频率。 
例如，可用此振荡器检查连接情况。 

1. 按下MENU 按钮，打开 UTILITY 菜单 , 然后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OSC。

2.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OSCILLATOR 画面。 

3.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振荡器频率。 
选项：440Hz、1kHz (默认 )、 10kHz

4. 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振荡器频率，并开启振荡器。
输出正弦波，电平表显示振荡器的电平。
再次按下 MULTI JOG 旋钮，必要时再次关闭或开启正弦波。 

5. 按下 EXIT/CANCEL [PEAK CLEAR] 按钮或 MENU 按钮，返
回菜单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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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暂停模式

从录制状态切换到录制待机状态时，可设置是否新建高编号
的音轨。

1. 重复按下MENU 按钮，打开 REC FUNC 菜单 , 然后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PAUSE MODE。 

2.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PAUSE MODE 画面。 

3. 旋转 MULTI JOG 旋钮，设置暂停模式。 
选项： 
NEW TRK (默认 )  从录制状态切换到录制待机状态

时，新建高编号的音轨
SAME TRK   从录制状态切换到录制待机状态

时，不新建音轨

4. 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选择并返回菜单画面。 

设置文件名格式

可指定录制时自动给出的文件名的类型。 

1. 按下MENU 按钮，打开 REC FILE 菜单 , 然后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NAME。 

2.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FILE NAME 画面。 

3. 旋转 MULTI JOG 旋钮，设置文件名格式。 
选项： 
DATE (默认 )  内置时钟的日期和时间将成为文件名。 
USER1 – USER3  文件将按照用户设置的八个字符命名。

4. 选择 DATE 之后或选择 USER1 – USER3 之后，如果不需要
更改给出的文件名，按下 MULTI JOG 旋钮返回菜单画面。 
选择 USER1 – USER3之后 , 如果需要更改给出的文件名，
按下 , [/] 按钮打开 RENAME 画面。 

5. 编辑文件名。关于编辑文件名的详情，请参见第 31页的
“输入和编辑字符”。

6. 完成设置文件名后，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Enter。然
后，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更改的字符，并返回 FILE 
NAME 画面。 

7. 再次按下 MULTI JOG 旋钮返回菜单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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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和编辑字符

按照下列操作编辑字符。 

移动光标（编辑位置）：
使用设备主体上的 m[.]/,[/] 按钮。 

更改光标位置的字符： 
旋转 MULTI JOG 旋钮。 

插入空格：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SPACE，然后按下 MULTI JOG 
旋钮。 

删除字符：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DEL(当需要删除光标后的字符
时 )或 BS(当需要删除光标前的字符时 ), 然后按下 MULTI 
JOG 旋钮。 

删除光标后的所有字符：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DEL，然后按住 MULTI JOG 旋钮。 

删除光标前的所有字符：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BS，然后按住 MULTI JOG 旋钮。 

大写和小写之间切换：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Shift，然后按下 MULTI JOG 旋
钮。 
这同时也是数字和符号之间切换的方法。 

取消编辑 
按下 EXIT/CANCEL [PEAK CLEAR] 按钮。 

注意
• 也可直接从计算机访问 SD卡和 CF卡来更改文件名，但
这种做法可能更改文件的播放顺序。

• 无法编辑包含英文字母、数字和符号以外字符的名称。 
( RENAME 画面无法显示这样的名称。)

• 名称中不能使用下列符号和标点符号。 
 ¥  \  /  ;  :  ,  *  ?  "  <  >  |

注释
也可使用 USB键盘编辑文本。(详见第 52 页的“使用
键盘输入文本”。)

介质容量和录制时间

此表显示不同容量的介质和不同文件格式的最大总录制时间。 

录制模式设置 SD/CF卡 (每 GB)

PCM

WAV-16

44.1 kHz 90 min.

48 kHz 85 min.

88.2 kHz 45 min.

96 kHz 42 min.

176.4 kHz 22 min.

192 kHz 21 min.

WAV-24

44.1 kHz 60 min.

48 kHz 55 min.

88.2 kHz 30 min.

96 kHz 25 min.

176.4 kHz 15 min.

192 kHz 13 min.

DSD

DSDIFF
2.8 MHz 22 min.

5.6 MHz 11 min.

DSF
2.8 MHz 22 min.

5.6 MHz 11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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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设备采用文件夹结构管理 SD卡、CF卡和 USB闪存驱动器
上的音频文件。

在 BROWSE 画面上选择需要操作的文件夹或文件，然后打开
文件或文件夹弹出菜单。

例如，在这些菜单中，可创建文件夹、删除文件夹和文件、
更改文件夹和文件的名称以及将文件添加到播放列表。 
也可使用 BROWSE 画面的直接操作在文件夹间移动和复制文
件夹和文件。 

技巧
• 通过使用读卡器或其他接口从计算机读取 SD/CF/USB介
质上的文件，可使用计算机来修改文件夹的结构、编辑
文件夹和文件的名称以及删除文件夹和文件。 

• 如果从计算机执行这种类型的编辑，需要注意的是设备
上文件的播放顺序可能已经改变。

打开 BROWSE画面
下面的操作示例假设已装入 SD卡，并选择为当前介质。

1. 按下MENU 按钮，打开菜单画面的 GENERAL 页面 , 然后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BROWSE。 

2.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BROWSE 画面。 

注释
选择过程中，按下 EXIT/CANCEL [PEAK CLEAR]  按钮，取
消选择并返回菜单画面。 

BROWSE画面导航
文件夹和音乐文件采用层次结构显示在 BROWSE 画面上，非
常类似于在计算机上的显示。

当 BROWSE 画面打开时 , 使用设备主体的 MULTI JOG 旋钮
或 m [.]/, [/] 按钮 (或遥控器的 F3/F4 或 m 
[.]/, [/] 按钮 ) 选择需要操作的文件夹和文件。 
•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文件夹或文件的弹出菜单。(详
见第 33 页的“文件夹的操作”。) (详见第 33 页的“文
件的操作”。)

• 按下 EXIT/CANCEL [PEAK CLEAR] 按钮在文件结构中向上
移动一级。当使用文件夹或文件菜单时，按下此按钮返
回一步。 

• 旋转 MULTI JOG 旋钮 , 或使用遥控器的 F3/F4 按钮选择同
一文件夹内的子文件夹或文件。 

• 当选定了文件夹或文件时，按下设备主体或遥控器的 
m [.] 按钮在文件结构中向上移动一级，或按下 
, [/] 按钮向下移动一级。 
即使选择了文件夹弹出菜单的 SELECT 选项，当选定了
文件夹时，也可按下 MULTI JOG 旋钮更改级别。当选定 
BROWSE 画面上的第一行时，按下 MULTI JOG 旋钮向上
移动一级。当选定其他任意一行时，按下 MULTI JOG 旋
钮向下移动一行。 

• 选定了文件夹或文件时，按下设备主体的 HOME/
DISPLAY 按钮（或遥控器 F1 按钮），返回主画面。 

• 选定了文件夹或文件时，按下设备主体或遥控器的 PLAY 
按钮，返回主画面并开始播放选定的文件夹或文件。 

• 选定了文件夹或文件时，按下 PAUSE 按钮，返回主画面
并在该文件夹或文件的起点将设备置于播放暂停状态。 

BROWSE画面上的图标
BROWSE 画面上出现的图标的含义如下。 

播放列表 ( )
播放列表图标  在播放列表名前面。 (详见第 46 页的
“打开播放列表画面”。)

文件夹 ( )
文件夹图标  在文件夹名前面。 

音频文件 ( )
音频文件图标  在音频文件名前面。 

注释
当前文件夹没有专用图标。当前文件夹始终显示在 
BROWSE 画面的顶部。 



TASCAM  DA-3000 33

5 – 文件夹和文件的操作 (BROWSE画面 )

文件夹的操作

在 BROWSE 画面选择需要的文件夹，然后按下 MULTI JOG 旋
钮打开文件夹弹出菜单。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所需的选项，然后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执行操作。 

注释
当装入写保护的 SD卡时，无法使用 RENAME、 DELETE、 
ADD P.L. 和 CREATE 选项。 (详见第 20 页的“SD卡
写保护”。)

SELECT
打开选定的文件夹。 

注释
当选定了文件夹时，也可按下设备主体或遥控器的 ,  
[/] 按钮打开文件夹。 

RENAME
在可编辑选定文件夹名的位置打开 RENAME 画面。(详见
第 34 页的“编辑文件夹和文件的名称”。)

DELETE
删除选定的文件夹。 (详见第 34 页的“删除文件夹和文
件”。)

MOVE/COPY
将选定的子文件夹移动 /复制到其他文件夹。 (详见
第 35 页的“移动和复制文件夹和文件”。)

ADD P.L.
将选定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注册到所需的播放列表。 (详
见第 35 页的“将文件夹和文件注册到播放列表”。)

INFO
在弹出窗口中显示选定文件夹的信息（文件总数、总时 
间 /容量和上次更改日期）。 (详见第 36 页的“查看文
件夹和文件信息”。)

CREATE
新建文件夹。 (详见第 36 页的“新建文件夹”。)

CANCEL
对选定的文件夹不进行任何操作，并关闭文件夹菜单。 

文件的操作

在 BROWSE 画面选择需要的文件，然后按下 MULTI JOG 旋钮
打开文件弹出菜单。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所需的选项，然后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执行操作。 

注释
当装入写保护的 SD卡时，无法使用 RENAME、 DELETE、 
ADD P.L. 和 MOVE/COPY 选项。 (详见第 20 页的“SD
卡写保护”。)

SELECT
打开选定的文件，返回主画面。 

RENAME
在可编辑选定文件名的位置打开 RENAME 画面。 (详见
第 34 页的“编辑文件夹和文件的名称”。)

DELETE
删除选定的文件。 (详见第 34 页的“删除文件夹和文
件”。)

MOVE/COPY
将选定的文件移动到同一文件夹中的其他位置，或移动 /
复制到其他文件夹。 (详见第 35 页的“移动和复制文件
夹和文件”。)

ADD P.L.
将选定的文件添加到所需的播放列表。 (详见第 35 页的
“将文件夹和文件注册到播放列表”。)

INFO
显示选定文件的信息。 (详见第 36 页的“查看文件夹和
文件信息”。)
文件信息显示在两个页面上。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第二页。 
       第 1页： 总音轨时间 /文件容量
  文件格式 /录制模式（立体声 /单声道）
  采样频率
       第 2页： 创建的日期

DIVIDE
将选定的文件分割为两个文件。 (详见第 37 页的“分割
文件”。)

UNDO
分割文件后，可撤销此操作，将文件恢复到先前的状态。 
(详见第 38 页的“撤销文件分割 (UNDO/REDO)”。)

REDO
仅在撤销文件分割后才出现此选项。用于再次执行相
同的分割、将文件恢复到撤销操作之前的状态。 (详见
第 38 页的“撤销文件分割 (UNDO/REDO)”。)

CANCEL
对选定的文件不进行任何操作，并关闭文件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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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件夹和文件的名称

1. 选择需要编辑名称的文件夹或文件，然后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文件夹或文件弹出菜单。

2.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RENAME。 

    

文件夹菜单                                  文件菜单

3.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RENAME 画面。 

4. 编辑文件夹或文件的名称。 
关于编辑文件夹和文件名称的详情，请参见第 31页的“输
入和编辑字符”。 

5. 完成编辑文件夹名或文件名后，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Enter, 然后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名称更改。 
出现“RENAMING...”弹出窗口 , 进行文件夹名和文件名更
改。 

更改文件夹名或文件名后， BROWSE 画面再次打开。 

注意
• 也可直接从计算机访问 SD/CF/USB介质来更改文件名，
但这种做法可能更改文件以前的播放顺序。

• 无法编辑包含英文字母、数字和符号以外字符的名称（当
正在使用 RENAME功能时，将不显示名称）。

• 名称中不能使用下列符号和标点符号。
 ¥  \  /  ;  :  ,  *  ?  "  <  >  |

注释
除了使用 BROWSE 画面选择文件夹或文件以进行其名称
的更改之外，也可使用菜单画面 TRACK EDIT 页面上的 
RENAME 选项来编辑选定的文件夹或文件的名称。

删除文件夹和文件

可删除 SD卡、CF卡和 USB闪存驱动器中的文件夹和文件。
如果删除文件夹，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也将被删除。

1. 选择需要删除的文件夹或文件，然后按下 MULTI JOG 旋钮
打开文件夹或文件弹出菜单。

2.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DELETE。 

    

文件夹菜单                                  文件菜单

3. 按下 MULTI JOG 旋钮。 
出现确认信息弹出窗口。

注释
按下 EXIT/CANCEL [PEAK CLEAR]  按钮取消删除。 

4. 再次按下 MULTI JOG 旋钮，删除 SD卡、CF卡或 USB闪
存驱动器中选定的文件夹或文件。 
正在删除文件夹或文件时，出现“DELETING FILE...”弹出
窗口。 

完成删除后，BROWSE 画面再次打开。 

注释
除了使用 BROWSE 画面选择文件夹或文件以将其删除之
外，也可使用菜单画面 TRACK EDIT 页面上的 DELETE 
选项来删除选定的文件夹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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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和复制文件夹和文件

1. 选择需要移动或复制的文件夹或文件，然后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文件夹或文件弹出菜单。

2.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MOVE/COPY。 

    

文件夹菜单                                  文件菜单

3. 按下 MULTI JOG 旋钮。 
将要移动或复制的文件夹或文件的名称在 BROWSE 画面闪
烁。 

4. 使用 MULTI JOG 旋钮，在 BROWSE 画面上打开将要移动或
复制项目的目的地文件夹。 
如需移动到文件夹结构的更高一级，请选择更高的文件夹
（位于列表顶部）。
如果将光标移动到显示文件夹名和文件名的位置，将要移
动或复制的文件夹或文件的名称闪烁。 

5.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MOVE OR COPY 选择弹出菜
单。 

注释
如果目的地与选定子文件夹或文件在同一文件夹内，将
无法复制，因此将不出现 MOVE OR COPY 弹出菜单，在
同一文件夹内仅可移动。 

6. 选择 MOVE从其以前位置移动文件夹或文件。选择 COPY 
复制文件夹或文件。然后，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移
动或复制操作。 
根据选定项目的不同，出现“MOVING...”或“COPYING...”
弹出窗口，并将文件夹或文件进行移动或复制。 

选择 MOVE后

选择 COPY后

完成移动或复制后，BROWSE 画面再次打开。 

注释
使用 MOVE操作后，被移动的文件夹或文件将不留在原
来的文件夹位置上。 
使用 COPY操作后 , 被复制的文件夹或文件还留在原来的
文件夹位置上。

将文件夹和文件注册到播放列表 
可将文件夹和文件添加到所需的播放列表。 

1. 选择需要添加到播放列表的文件夹或文件，然后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文件夹或文件弹出菜单。 

2.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ADD P.L.。 

    

文件夹菜单                                  文件菜单

3. 按下 MULTI JOG 旋钮，将文件夹或文件添加到当前播放列
表，返回 BROWSE 画面。 

注释
• 如果选择某个文件夹，则将该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添加
到播放列表。但是，将不添加子文件夹中的文件。

• 最多可将 100个音轨添加至播放列表。
• 如果试图添加超过 100个音轨，将出现 P.LIST FULL警告
信息弹出窗口，并将不添加音轨。

• 文件将插入到当前播放列表的末尾 *。 
*当前播放列表 :如果介质为新品，当前播放列表将为
“Playlist001”。如果已创建其他播放列表，最后打开
的播放列表将是当前播放列表。详见 第 46页的“打
开播放列表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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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文件夹和文件信息

可查看文件夹和文件信息。 

1. 选择需要查看的文件夹或文件，然后按下 MULTI JOG 旋钮
打开文件夹或文件弹出菜单。 

2.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INFO。

    

文件夹菜单                                  文件菜单

3.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文件夹或文件信息弹出窗口。 
文件信息显示在两个页面上。再次按下 MULTI JOG 旋钮切
换到第二个信息页面。 

    

文件夹菜单                                  文件菜单

4. 查看信息后 ,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或 EXIT/CANCEL [PEAK 
CLEAR] 按钮，返回 BROWSE 画面。 

新建文件夹

1. 选择需要新建子文件夹的文件夹，然后按下 MULTI JOG 旋
钮打开文件夹弹出菜单。 

2.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CREATE。 

3.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CREATE 画面。 

4 输入文件夹名。关于输入文件夹名的详情，请参见第 31
页的“输入和编辑字符” 。

5. 完成输入文件夹名后，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Enter, 然
后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名称。 
出现确认信息弹出窗口。

注释
如需取消文件夹的创建，请按下 EXIT/CANCEL [PEAK 
CLEAR] 按钮。 

6.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新建文件夹。 
出现“CREATING...” 弹出窗口 , 进行新文件夹创建。 

新文件夹创建后， BROWSE 画面再次打开。 

注释
• 单个 SD卡、CF卡或 USB闪存驱动器可创建文件夹的最
大数量为 3000。 

• 当使用 2GB或以下容量的介质时，由于文件系统的限制，
根文件夹中创建的最大文件夹数可能无法达到上述数量。
（确切数量取决于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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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文件

可在任何需要的位置将一个文件分成两个文件。 

1. 选择需要分割的文件，然后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文件
弹出菜单。 

2.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DIVIDE。 

3.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DIVIDE 画面。 

4. 使用下列控制按钮设置分割点。 
  按下 PLAY 按钮播放文件
  按下 STOP 按钮停止播放
  按住 m[.]/,[/] 按钮进行搜索
  旋转 MULTI JOG 旋钮在标记间移动

5. 按照上述操作找到需要分割文件的大概位置后，按下 
PAUSE 按钮进入刮擦播放模式。

在刮擦播放模式 , 可旋转 MULTI JOG 旋钮一次移动
20 msec。 

6. 确认分割点后 , 按下 MULTI JOG 旋钮。出现确认信息弹出
窗口。

注释
如需取消文件的分割，请按下 EXIT/CANCEL [PEAK 
CLEAR]  按钮。 

7. 按下 MULTI JOG 旋钮，分割文件。 
出现“DIVIDING...”弹出窗口 , 进行文件分割。 

完成分割后，BROWSE 画面再次打开。 

注释
• 处于停止状态时，可按下 EXIT/CANCEL [PEAK CLEAR]  按
钮不分割文件而返回 BROWSE 画面。 

• 使用 m[.]/,[/] 按钮无法移动到音轨的起点或
终点。在刮擦播放模式，使用 MULTI JOG  旋钮仅可进行
精细调整。按住 m[.]/,[/] 按钮 , 可连续移动
分割点。 

• 分割文件后，创建了将“_a”和“_b”添加到原来文件
名末尾的两个新文件。 
 示例：
 分割前的文件名
  TASCAM_0000.wav
 分割后的文件名
  TASCAM_0000_a.wav (分割点前的部分 )
  TASCAM_0000_b.wav (分割点后的部分 )

• 使用 BROWSE 画面选择需分割的文件之外，也可使用菜
单画面 TRACK EDIT 页面上的 DIVIDE 选项来分割选定
的文件。

注意
• 如果完整的文件路径和文件名总计超过 255个字符，将
无法进行分割。

• 如果分割后的文件名与现有文件名相同，将无法进行分
割，出现 “- CANNOT DIVIDE - Duplicate name error.”弹
出消息。

技巧
• 录制过程中，可在需要分割文件的位置添加标记。 (详见
第 29 页的“录制时添加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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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文件分割 (UNDO/REDO)
此功能仅可在分割文件后使用。 
分割文件后，可撤销此操作，将文件恢复到先前的状态。 
撤销文件分割后，UNDO选项变成 REDO。用于再次执行相同
的分割，将文件恢复到撤销操作之前的状态。（分割点的设置
将与首次进行分割操作时一样。） 
UNDO和 REDO选项仅在已经分割文件后才出现。

注释
当撤销时 ,打开文件菜单前，在 BROWSE 画面上选定哪一
个文件夹或文件并不重要。

1. 选择已经分割的文件，然后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文件
弹出菜单。 

2.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UNDO。 

3. 按下 MULTI JOG 旋钮。 
出现确认信息弹出窗口。

注释
如需取消撤销操作，请按下 EXIT/CANCEL [PEAK CLEAR]  
按钮。 

4.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撤销文件分割。 
出现“UNDO WORKING...”弹出窗口 , 进行文件分割撤销。 

完成撤销后，BROWSE 画面再次打开。将选定执行了撤销
操作的文件。 

注释
如需取消撤销操作，请按下 EXIT/CANCEL [PEAK CLEAR]  
按钮。 

5. 撤销文件分割后 , 如果需要恢复分割 , 可执行 REDO 菜单选
项。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文件弹出菜单。 

6.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REDO。

7.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确认信息弹出窗口。

注释
如需取消恢复操作，请按下 EXIT/CANCEL [PEAK CLEAR]  
按钮。 

8. 可按下 MULTI JOG 旋钮恢复操作。 
出现“REDO WORKING...”弹出窗口 , 进行文件再次分割。 

完成恢复操作后，BROWSE 画面再次打开。 

注释
从 BROWSE 画面，无法撤销或恢复当前选定文件的分割。
如需撤销或恢复文件分割，请使用 TRACK EDIT 菜单页
面上的 UNDO 和 REDO 选项。 

撤销文件分割

恢复文件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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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阐述 SD卡、CF卡和 USB闪存驱动器上存储的音频文
件的播放功能。

下列阐述假设本设备中已装入包含音频文件的 SD卡、CF卡
或USB闪存驱动器，设备已开启并且当前介质的设置适当。 (详
见第 21 页的“选择使用的介质”。)

可播放的文件类型

本设备可播放下列格式的文件。 
• WAV和 BWF格式 (wav扩展名 ) 

(44.1/48/88.2/96/176.4/192kHz采样频率 , 16/24位 )
• DSDIFF格式 (dff扩展名 ) (2.8224/5.6448MHz采样频率 )
• DSF格式 (dsf扩展名 ) (2.8224/5.6448MHz采样频率 )

技巧
如果文件格式为上述格式之中的一种格式 ,即使本设备没
有录制此文件 ,也可播放该文件。例如，如果使用计算机
或其他音频设备将满足上述条件的文件复制到 SD卡、CF
卡或 USB闪存驱动器，并将该介质装入本设备，应该可
以播放该文件。换句话说，可以高效地准备素材在本机
上播放。 

文件和音轨

音频数据以“文件”保存在介质上。 
如果将 CHANNEL 画面上的 MODE 选项设置为 STEREO, 将把一
个立体声文件用作一个音轨。如果设置为 MONOx2, 将把两个
单声道文件用作一个音轨。 (详见第 23 页的“设置录制文
件格式”。)
本手册阐述录制和播放时，通常将音频文件称为“音轨”（或
有时称为“曲目”）。在阐述介质管理时，主要使用术语“文件”。
任何情况下，这些术语是指同一事物。

基本播放操作

本节阐述包括开始播放、播放待机和停止的基本操作。

下面的阐述假设已经完成了必要的连接、已接通设备电源、
设置了当前装置、包含音频文件的介质装入了该装置并打开
了主画面。

播放

如需开始播放 , 请按下 PLAY 按钮 (或遥控器的 PLAY 按钮 )。
如果当前介质中没有本设备可播放的音频文件，主画面将显
示如下。

如需停止播放：
按下 STOP 按钮。

如需暂停播放并进入播放待机： 
按下 PAUSE 按钮。 

选择音轨

如果播放区有一个以上的音轨，可以向后或向前跳至音轨或
直接输入音轨编号，选择播放的音轨。 

跳至前一个或下一个音轨

使用设备主体或遥控器的 m[.]/,[/] 按钮跳过音
轨。

直接选择音轨

在 BROWSE 画面 , 可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某个音轨，然
后按下 PLAY 按钮开始播放。 

向后和向前搜索

聆听音频文件的过程中可在音轨内向前或向后搜索。 

1. 播放需要的音轨或将其置于播放待机状态。 
2. 按住前面板或遥控器上的 m[.]/,[/] 按钮，开
始向后或向前搜索。  
向后 /向前的常规速度是正常播放速度的 10倍，但在向
后搜索过程中再次按下m[.]按钮，或在向前搜索过
程中再次按下,[/]按钮，只要按住按钮，速度就将
增大至 100倍。

3. 如需停止搜索，松开按住的按钮。 
设备将返回搜索前的状态（播放待机或播放）。

注释
• 如果向前搜索到某个音轨的终止位置，搜索将跳至下一
音轨的开始位置并继续搜索。

• 如果向前搜索到最后一个音轨的终止位置，设备将进入
播放待机状态，除非重复设置为 ALL，在这种情况下，
搜索将跳至第一个音轨的开始位置并继续搜索。 (详见
第 41 页的“重复播放”。)

• 如果向后搜索到某个音轨的开始位置，搜索将跳至前一
音轨的终止位置并继续搜索。

• 如果向后搜索到第一个音轨的开始位置，设备将进入播
放待机状态，除非重复设置为 ALL，在这种情况下，搜
索将跳至最后一个音轨的终止位置并继续搜索。 (详见
第 41 页的“重复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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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至指定位置

如果您使用带有数字键盘的 USB键盘，或 USB数字键盘，在
设备停止、播放或处于播放待机状态时，可以定位至指定位置。

按下 *（星号）键清除音轨编号和时间显示，并准备设备接收
数字输入。

使用数字键盘按以下顺序输入数字。 

 p 音轨编号：3位
 p 从音轨开始位置的经过时间 :小时、分钟、秒各 2位
例如，如果需要指定从音轨 2的开始位置 1分 30秒的位置，
按以下顺序按下按键。

0 w 0 w 2 w 0 w 0 w 0 w 1 w 3 w 0
完成输入九个数字后，设备将自动定位到指定的位置。

定位到新位置后，设备将恢复与之前相同的状态（停止、播
放待机或播放）。

这意味着只有在播放过程中才自动从定位的位置开始播放。 

定位到部分输入后的位置

完成输入时间前，如果按下前面板上的 MULTI JOG 旋钮、 
PLAY 按钮或 PAUSE 按钮 (或遥控器的 PLAY 按钮或 F1 按钮 ), 
将定位至该点指定的位置。

例如，假设只输入：

0 w 0 w 2 w 0 w 0 w 1 w 2
然后，如果按下 MULTI JOG 旋钮、 PLAY 按钮或 PAUSE 按钮 , 
设备将定位至音轨 2开始位置后的 12分钟的位置。 
定位时按下的按钮决定定位后的状态。

按下MULTI JOG 旋钮时 : 
根据定位前的状态，设备恢复播放或播放待机状态。 

按下 PLAY按钮时 : 
开始播放。 

按下 PAUSE按钮时 : 
设备进入播放待机状态。 

按下遥控器 PLAY按钮时： 
如果定位前正在播放，定位后暂停播放。 
如果定位前处于停止或播放待机状态，定位后开始播放。

播放过程中手动添加标记

处于停止、播放待机状态或播放过程中时，可手动在需要的
任何位置将标记添加至音轨。在音轨播放过程中，可快速移
动到标记。

播放过程中添加标记

在音轨处于停止、播放或播放待机状态时，在需要添加标记
的任何点按下 MULTI JOG 旋钮 (或遥控器的 MARK 按钮 ) 。

注释
• 每个音轨最多可存储 99个所添加标记的信息。
• 录制过程中也可添加标记。 (详见第 29 页的“录制过
程中手动添加标记”。)

• 手动添加标记时，标记名称为“MARKxxx” * 。 
* “xxx” 为该音轨内所有标记的增量数值。

定位至标记

在音轨处于停止、播放或播放待机状态时，可旋转 MULTI 
JOG 旋钮 (或使用遥控器的 F3 [+]/F4 [−] 按钮 )定位至标记。 
向右旋转 MULTI JOG 旋钮，定位至当前位置后面最近的标记，
或向左旋转定位至当前位置前面最近的标记。 
当定位 MARK点时，MARK点名称将显示于主画面的按钮部分。
而且，播放过程中经过 MARK点时，也会显示 MARK点名称。
通过按下 HOME/DISPLAY按钮，也可显示当前位置的 MARK
点名称。

删除标记

在停止或播放待机状态时可删除添加的标记。 
1. 移动到需要删除的标记。 (详见第 40 页的“定位至标
记”。)

2.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DELETE MARKS弹出窗口。 

3.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是删除文件中的一个标记还是
删除文件中的所有标记。 
选项： 
 SINGLE: 仅删除选定的标记。 
 ALL: 删除添加到当前文件的所有标记。 

4. 按下 MULTI JOG 旋钮，删除标记。
如果选择 SINGLE，删除选定的标记后，主画面将再次出现。
如果选择 ALL，将出现确认信息弹出窗口。 

再次按下 MULTI JOG 旋钮，删除添加到当前文件的所有标
记。 
删除所有标记后，主画面将再次出现。

注释
如需取消标记的删除，请按下 EXIT/CANCEL [PEAK 
CLEAR]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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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PLAY模式
设置 PLAY模式。

1. 按下MENU按钮，打开菜单画面的 PLAY FUNC 页面，然
后旋转MULTI JOG 旋钮选择 PLAY MODE。

2. 按下MULTI JOG 旋钮打开 PLAY MODE画面。

3. 旋转MULTI JOG 旋钮选择播放模式。 
选项："CONTINUE" （默认状态） -从音轨 1到最后一个音
轨连续播放所有音轨。 
"SINGLE" - 仅播放当前选定音轨。

4. 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选择并返回菜单画面。

注释
当使用重复播放和播放模式 = SINGLE组合时，可以无限
循环播放单个音轨。

重复播放

可设置设备重复播放音轨。

1. 重复按下MENU 按钮，打开 PLAY FUNC 菜单 , 然后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REPEAT。 

2.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REPEAT 画面。 

3.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重复播放模式。 
选项：
 OFF (默认状态 )：  禁用重复播放
 ON:   启用重复播放

4. 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选择并返回菜单画面。 
5. 完成设置后，按下 HOME/DISPLAY 按钮（或遥控器 F2 按
钮），返回主画面。 

6. 选择需要重复播放的音轨并开始播放。 

设置无间隙播放模式

可设置本机以在播放期间移除音轨间的空白（无声间隔）。

如需使用自动音轨和音轨增加功能录制的音轨等数据，在音
轨间进行连续无间断播放，请将间隙模式设置为 GAPLESS。
当音轨间隙模式设置为 NORMAL时，音轨之间将出现短暂无
声间隔。

1. 按下MENU按钮，打开菜单画面的 PLAY FUNC页面，然
后旋转MULTI JOG旋钮选择 TRACK GAP。 

2. 按下 MULTI JOG旋钮，打开 TRACK GAP画面。 

3. 旋转MULTI JOG旋钮，选择音轨间隙模式。 
选项：NORMAL (默认状态 )、GAPLESS

4. 按下 MULTI JOG旋钮，确认选择并返回菜单画面。 

注意
• 如果在 DSD文件播放期间选择了 GAPLESS

根据音频数据的状态，可能因 DSD文件的类型而在音轨
间隔之间产生噪音。如果该噪音造成干扰，请将间隙模
式设置为 NORMAL以避免该噪音。（例如，在对使用本机
的自动音轨和音轨增加功能所创建音轨的音频进行无间
隙播放时，不会产生噪音。）

• 使用级联功能时
请将主设备和从设备设置为相同的音轨模式。如果这些
设备未设为相同设置，在音轨更改时它们将不能同步。
如果音轨间隙模式设置为 NORMAL，由于从设备在每个
音轨播放结束后都需要等待来自主设备的播放开始信号，
如果从设备进行播放，每次一个音轨播放结束后都会在
下一个音轨的起始处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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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联功能概述

使用DA-3000的级联连接功能，可同时控制多个DA-3000设备。 
同步录制和播放可实现多声道系统。

 主设备

 从设备

同步录制开始

 按下录制按钮

定时调整期

采用级联连接录制和播放包括以下两种类型的同步（定时和
时钟）。

定时同步 
根据级联的设置，在录制 /播放开始时，从设备将与主设
备同步。

时钟同步
录制和播放期间，将主设备的内部时钟或外部时钟发生器
用于同步。

注意
使用级联连接同步录制 / 播放过程中无法使用以下功能。

• 随附的 RC-10 遥控器无法控制从设备。
• 无法使用 DIGITAL IN (AES/EBU) 插孔进行 PCM 录制。
• 无法使用 DIGITAL IN (S/PDIF/CASCADE) 插孔进行 PCM 
录制。

• 无法使用同步录制功能。
• 禁用 LEVEL、 DD 和 TIME 模式的自动音轨功能。
• 无法使用自动标记功能。

 

连接和准备

准备介质

当进行同步录制和播放时，主设备和从设备使用相同的介质
（同一品牌、容量和型号）。使用不同的介质可能引起介质访
问速度的差异，导致同步差异和其他不可预知的问题。 
在蒂雅克株式会社（TEAC）全球网站 (http://teac-global.com/)
上已经发布经确认可用于级联操作的介质列表。

选择介质

设置将要级联的设备（主设备和从设备）使用的介质。所有
设备选择相同类型的介质（CF或 SD）。
详见 第 21页的“选择使用的介质” 。

准备连接线

使用高品质的数字同轴连接线（75Ω阻抗）进行级联连接。（严
禁使用模拟 RCA连接线。否则可能导致故障。）
使用字时钟时，连接高品质 BNC连接线（75Ω阻抗）。

设置录制文件格式 
录制时，设置主设备和从设备使用相同的录制文件格式。（可
使用不同文件格式和采样频率的设备进行录制和播放，但无
法达到采样频率精度的同步）。 (详见第 23 页的“设置录制
文件格式”。)

注意
级联操作期间，严禁在同一文件夹内采用不同文件格式
或采样频率录制文件或从计算机复制这样的文件。否则
可能导致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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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并设置设备

连接主设备和从设备。

根据同步的方法，以下列方式连接设备。

注意
在各设备的顶部安装设备时，设备间留出空间，以利于
散热。 
在机架中安装时，各设备上方至少留出 1U的空间。

 8 主设备使用 S/PDIF作为主时钟进行同步 

连接
使用同轴数字连接线将主设备的 DIGITAL OUT 连接到从设
备的 DIGITAL IN (S/PDIF/CASCADE)。 
当连接第二个从设备时，使用同轴数字连接线将第一个从
设备的 DIGITAL OUT 连接到第二个从设备的 DIGITAL IN 
(S/PDIF/CASCADE)。
主设备

从设备 1

从设备 2

设置
按下 MENU 按钮，打开菜单画面的 GENERAL 页面。设置 
CLOCK MSTR 和 CASCADE 选项如下。(详见第 25 页的
“设置主时钟”。) (详见第 44 页的“设置主设备和从设
备”。)

GENERAL页面

CLOCK MSTR设置 CASCADE设置

主设备 Internal MASTER

从设备 DIN SLAVE

 8 使用主设备作为字时钟同步的主时钟

连接
使用同轴数字连接线将主设备的 DIGITAL OUT 连接到从
设备的 DIGITAL IN (S/PDIF/CASCADE) ，使用 BNC连接线
将 WORD SYNC THRU/OUT 连接到从设备的 WORD SYNC 
IN。 
当连接第二个从设备时，使用同轴数字连接线将第一个
从设备的 DIGITAL OUT 连接到第二个从设备的 DIGITAL 
IN (S/PDIF/CASCADE) ，使用 BNC连接线将第一个从设备
的 WORD SYNC THRU/OUT 连接到第二个从设备的 WORD 
SYNC IN。
主设备 

从设备 1

从设备 2

ON 75Ω/OFF开关  
(WORD OUT)

ON 75Ω/OFF开关  
(THRU)

此外 , 设置主设备和从设备上的 75Ω ON/OFF [THRU/
WORD OUT] 开关如下。 

ON 75Ω/OFF [THRU/WORD OUT] 开关 

ON 75Ω/OFF THRU/WORD OUT

主设备 ON WORD OUT

从设备 OFF THRU
从设备 
(最后一个 )

ON WORD OUT

设置
按下 MENU 按钮，打开菜单画面的 GENERAL 页面。设置 
CLOCK MSTR 和 CASCADE 选项如下。(详见第 25 页的
“设置主时钟”。) (详见第 44 页的“设置主设备和从设
备”。)

GENERAL页面

CLOCK MSTR设置 CASCADE设置

主设备 Internal MASTER

从设备 WORD SL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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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使用外部时钟发生器作为主时钟

连接
按如下所示，使用同轴连接线连接主设备和从设备的 
DIGITAL IN/OUT (S/PDIF / CASCADE) 连接器。
使用 BNC连接线将外部时钟发生器字时钟输出连接器连
接到主设备和从设备的 WORD SYNC IN 连接器。
设置主设备和从设备的 75Ω ON/OFF [THRU/WORD OUT] 
开关为 ON 75Ω/WORD OUT。

主设备 

从设备 1

从设备 2

外部时钟发生器

设置
按下 MENU 按钮，打开菜单画面的 GENERAL 页面。设置 
CLOCK MSTR 和 CASCADE 选项如下。(详见第 25 页的
“设置主时钟”。) (详见第 44 页的“设置主设备和从设
备”。)

GENERAL

CLOCK MSTR设置 CASCADE设置

主设备 WORD MASTER

从设备 WORD SLAVE

设置主设备和从设备

1. 按下MENU 按钮，打开菜单画面的 GENERAL 页面 , 然后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CASCADE。

2.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CASCADE 画面。

3. 旋转 MULTI JOG 旋钮，将设备设置为 MASTER或 SLAVE。
选项：OFF (默认 )、MASTER、SLAVE

4. 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设置并返回菜单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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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级联的设备

操作级联的设备时，下面的通用规则适用于录制和播放。 

播放主设备和从设备
可从音轨的开始位置和中间位置同步播放。

主设备 

从设备 

从开始位置同步播放

 从中间位置同步播放

操作： 
 o 按下主设备的 PLAY 按钮开始主设备和从设备的播放，按
下主设备的 STOP 按钮停止同步播放。 

 o 同步播放期间 , 按下主设备的 PAUSE 按钮暂停播放。 
 o 使用主设备的 m[.]/,[/] 按钮跳过音轨，按
住 m[.]/,[/] 按钮向后 /向前搜索。(详见
第 39 页的“跳至前一个或下一个音轨”。) (详见
第 39 页的“向后和向前搜索”。)

 o 按下主设备的 MULTI JOG 旋钮，将标记添加到主设备和从
设备。 (详见第 40 页的“播放过程中添加标记”。)

 o 旋转 MULTI JOG 旋钮，移动到主设备上设置的标记。 (详
见第 40 页的“定位至标记”。)

注释
• 当向后 /向前搜索时，可能出现主设备和从设备之间操作
速度的差异。

• 无法移动到从设备上设置的标记。

录制到主设备和从设备
可从音轨的开始位置进行同步录制。 

同步录制开始

主设备 

从设备 

操作： 
 o 按下主设备的 RECORD [TRK INC] 按钮，使主设备和从设
备进入录制待机状态。然后，按下主设备的 PLAY 按钮开
始录制。按下 STOP 按钮停止同步录制。 

 o 同步录制期间 , 按下主设备的 PAUSE 按钮暂停录制。 
 o 同步录制期间 , 按下主设备的 RECORD [TRK INC] 按钮增加
音轨编号 (新建音轨并继续录制 )。 

 o 同步录制期间 ,如果主设备自动音轨功能设置为 SIZE，将
自动增加音轨。 (详见第 28 页的“手动创建高编号音
轨”。)

 o 按下主设备的MULTI JOG 旋钮，将标记添加到主设备和从
设备。 (详见第 29 页的“录制时添加标记”。)

使用主设备播放和使用从设备录制
可在主设备上从音轨开始位置播放音轨，同时在从设备上录
制。

主设备 

从设备 

同步播放

同步录制

操作： 
按下从设备的 RECORD [TRK INC] 按钮，使其进入录制待
机状态。然后按下主设备的 PLAY 按钮，启动主设备播放
和同步的从设备录制。 

注意
上述同步操作期间，从录制设备将不与以下操作同步

 i 按下 m[.]/,[/] 按钮跳过音轨
 i  按住 m[.]/,[/] 按钮向后 /向前搜索
 i 旋转 MULTI JOG 旋钮移动到某个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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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列表编辑概述

每当第一次将 SD卡、CF卡或 USB闪存驱动器装入本设备，
都将自动在该介质上创建一个空的播放列表。也可新建播放
列表。

打开播放列表画面

可从 BROWSE 画面查看播放列表。
已经使用本设备格式化介质时，文件名为“Playlist001”的文
件将自动创建在播放列表文件夹内，该文件夹位于 ROOT文
件夹的第一级。也可在播放列表文件夹内新建播放列表。 (详
见第 48 页的“新建播放列表”。)
下面的步骤说明如何查看格式化介质时自动创建的
“Playlist001”。

1. 按下MENU 按钮，打开菜单画面的 GENERAL 页面 , 然后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BROWSE。 

2.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BROWSE 画面。 

3. 选择 ROOT文件夹并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PLAYLIST
文件夹。 

按下 ,[/] 按钮进入 PLAYLIST文件夹，显示自动创建
的 Playlist001。 

4. 按下 ,[/] 按钮显示已经添加到 Playlist001的音轨。
如果尚未添加音轨，将显示空白。 

注释
新格式化的介质，“Playlist001”将是当前的播放列表。
已创建其他播放列表后，最后打开的播放列表将是当前
播放列表。 

将音轨注册到播放列表

可将音轨注册到播放列表。此外，可注册一个文件夹，以便
将该文件夹内的所有音轨一次进行添加。

详见 第 35页的“将文件夹和文件注册到播放列表”。 

使用播放列表菜单

如需使用“Playlist”文件夹或选定的播放列表，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播放列表弹出菜单。此菜单就是将要使用的
“Playlist”文件夹或播放列表的菜单。 

注释
当使用“Playlist”文件夹或当前播放列表并且打开弹出
菜单，将不显示 RENAME 和 DELETE 选项。 

SELECT
设置选定的播放列表为当前播放列表，并显示已添加的文
件。 (详见第 47 页的“在播放列表中移动”。)
在显示注册到播放列表中的文件时，如果选择此选项，
“Playlist”文件夹将再次打开。 

RENAME
更改播放列表名。 (详见第 47 页的“更改播放列表名”。)

DELETE
删除播放列表。 (详见第 47 页的“删除播放列表”。)

INFO
在弹出窗口中显示播放列表中包含的音轨的数量和总播放
时间，以及播放列表创建日期。 

CREATE
新建播放列表。 (详见第 48 页的“新建播放列表”。)

注释
当装入写保护的 SD卡时，无法使用 RENAME、 DELETE 
和 CREATE 选项。 (详见第 20 页的“SD卡写保护”。)

CANCEL
对当前选定的播放列表不进行操作，并关闭播放列表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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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播放列表中移动

按下 m[.] 按钮从当前位置向上移动一级 , 按
下,[/] 按钮向下移动一级。也可按下 MULTI JOG 旋钮
打开播放列表弹出菜单，然后选择 SELECT选项以相同方式向
上或向下移动一级。 

更改播放列表名

1. 选择需要更改名称的文件夹，然后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
开播放列表弹出菜单。

2.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RENAME。 

3.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RENAME 画面。 

4. 编辑播放列表名。 
关于编辑文本的详情，请参见第 31页的“输入和编辑字
符”。 

5. 完成编辑播放列表名后，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Enter, 
然后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名称。 
出现“RENAMING...”弹出窗口 , 进行播放列表名更改。 

更改播放列表名后， BROWSE 画面再次打开。 

注意
• 无法编辑包含英文字母、数字和符号以外字符的名称（当

RENAME功能正在使用时，将不显示名称）。
• 名称中不能使用下列符号和标点符号。

 ¥  \  /  ;  :  ,  *  ?  "  <  >  |

删除播放列表

可删除播放列表。 

注释
无法删除当前播放列表。 

1. 选择需要删除的播放列表，然后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播放列表弹出菜单。

2.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DELETE。 

3. 按下 MULTI JOG 旋钮。 
出现确认信息弹出窗口。

注释
如需取消播放列表的删除，请按下 EXIT/CANCEL [PEAK 
CLEAR]  按钮。 

4. 按下 MULTI JOG 旋钮，删除选定的播放列表。 
播放列表删除期间，出现“DELETING P.LIST.”弹出窗口。  

完成删除后，BROWSE 画面再次打开。 

注释
当删除播放列表时，不会删除音频文件。仅删除播放列
表信息。

如需删除实际的音频文件，请参照第 34页的“删除文
件夹和文件”中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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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播放列表

可在当前文件夹内新建播放列表。 

1. 在 BROWSE 画面上 , 选择“Playlist”文件夹或播放列表 , 
然后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播放列表弹出菜单。

2.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CREATE。 

3.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CREATE 画面。 

4. 输入需要给出的播放列表的名称。 
关于编辑文本的详情，请参见第 31页的“输入和编辑字
符”。 

5. 完成输入播放列表名后，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Enter, 
然后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名称。 
出现确认信息弹出窗口。

注释
如需取消播放列表的创建，请按下 EXIT/CANCEL [PEAK 
CLEAR] 按钮。

6.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新建播放列表。 
出现“CREATING...” 弹出窗口 , 进行新播放列表创建。 

完成创建后，BROWSE 画面再次打开。 

播放列表音轨菜单的操作

当选定了已经添加到播放列表中的音轨时，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播放列表音轨弹出菜单。

使用此菜单，对已添加到播放列表的音轨进行操作。 

SELECT
打开已添加到当前播放列表的音轨，返回主画面。

ORDER
更改播放列表中音轨的顺序。 (详见第 49 页的“更改播
放列表音轨顺序”。)

REMOVE
从播放列表移除音轨。 (详见第 49 页的“从播放列表移
除音轨”。)

INFO
显示已添加到播放列表的音轨的下列信息。
此信息显示在两个页面上。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第
二页。 
       第 1页： 总音轨时间 /文件容量
  文件格式 /录制模式（立体声 /单声道）
  采样频率
       第 2页： 创建的日期

注释
当装入写保护的 SD卡时，无法使用 ORDER 和 REMOVE 
选项。 (详见第 20 页的“SD卡写保护”。)

CANCEL
不执行与当前选定播放列表音轨相关的任何操作，并关闭
播放列表音轨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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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播放列表音轨顺序

可更改已添加到播放列表的音轨的顺序，每次一个。

1. 在 BROWSE 画面上选择需要重新排列的音轨，然后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播放列表音轨弹出菜单。

2.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ORDER。 

3. 按下 MULTI JOG 旋钮。将要重新排序的音轨闪烁。
4. 旋转 MULTI JOG 旋钮将该音轨移动到需要的位置，然后按
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新位置。 
在“MOVING ...”弹出窗口出现时，正在移动音轨。 

完成移动后，BROWSE 画面再次打开。 

从播放列表移除音轨

如需从播放列表移除音轨，请使用音轨菜单 REMOVE 选项。
此操作仅从播放列表移除音轨。不删除音频文件。

1. 选择需要删除的播放列表内的音轨，然后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播放列表音轨弹出菜单。 

2.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REMOVE。 

3. 按下 MULTI JOG 旋钮。 
出现确认信息弹出窗口。

注释
如需取消移除，请按下 EXIT/CANCEL [PEAK CLEAR]  按钮。 

4. 按下 MULTI JOG 旋钮，从播放列表移除文件。 
出现“REMOVING ...”弹出窗口 , 进行音轨移除。 

移除音轨后， BROWSE 画面再次打开。 

注释
如果需要删除音轨文件 ,详见第 34页的“删除文件夹和
文件”中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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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按钮和指示灯 
前面板中间的 INFO指示灯亮蓝灯时，如果按下 INFO 按钮，
显示屏上将显示设备当前的操作状态。INFO指示灯亮红灯时，
如果按下 INFO 按钮，显示屏上将出现错误信息。

操作状态显示（指示灯保持蓝色）

显示的信息：

 CLOCK 采样频率 /时钟源
 FILE 文件类型 /量化位率
  录制模式（立体声 /单声道）
  录制日期

指示灯亮蓝灯时，每按一次 INFO 按钮 , 显示屏将在操作状态
和主画面之间交替切换。

警告显示（指示灯保持红色）

          

 显示的警告 (1) 显示的警告 (2)

显示的信息：

(1)  剩余录制时间少于10分钟。当录制超过介质上仅能
存储10分钟数据的点时，显示此警告。

(2)  在不同的设备或计算机上格式化了介质。可能发生
录制或播放错误，所以建议在本设备上重新格式化
介质。

显示并确认警告后，直到录制停止前也不会重新显示警告 (1)，
直到插入不同介质前也不会重新显示警告 (2)。

错误信息（指示灯保持红色）

显示的信息：

 主时钟 /数字输入错误
按 INFO按钮，按照如下顺序切换显示：ALERT信息w错误
信息w操作状态w主画面。ALERT信息和错误信息显示仅
在发生此类事件以及 INFO按钮显示为红色时才会显示。 

介质间复制文件 (备份 )
可将一个介质中的所有内容复制到另一个介质（创建备份）。

注意
复制（备份）之前，将自动格式化目标介质。

1. 按下MENU 按钮，打开 MEDIA 菜单 , 然后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COPY。 

2.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带有复制（备份）目的地选项
的弹出窗口。 

3.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复制目的地。 
选项： 
 当前介质为 SD卡时： 
   SD>>>CF (默认 ), SD>>>USB
 当前介质为 CF卡时： 
   CF>>>SD, CF>>>USB
 当前介质为 USB卡时： 
   USB>>>SD, USB>>>CF

4.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确认信息弹出窗口。 

注释
如需取消复制（备份），请按下 EXIT/CANCEL [PEAK 
CLEAR]  按钮。 

5. 再次按下 MULTI JOG 旋钮，开始复制（备份）。 
复制（备份）时，出现“COPYING MEDIA⋯” 弹出窗口。
完成复制（备份）时，菜单画面将再次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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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介质信息

可查看当前装置中介质的信息。

1. 重复按下MENU 按钮，打开 MEDIA 菜单 , 然后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INFO.。

2.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MEDIA INFORMATION 画面。 
显示当前介质的信息。可查看其总容量、可用空间和文件
夹的总数。

恢复出厂设置

可将存储在设备备份存储器的所有设置恢复为出厂设置值。

按照这些步骤，使用菜单恢复设置。

1. 重复按下MENU 按钮，打开 UTILITY 菜单 , 然后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F.PRESET。 

2.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确认信息弹出窗口。 

注释
如需取消操作，请按下 EXIT/CANCEL [PEAK CLEAR]  按钮。 

3. 再次按下 MULTI JOG 旋钮，将设备的设置恢复为出厂默认
设置。 
出现“READING MEDIA ...” 弹出窗口。 
完成恢复后， 菜单画面再次出现。 

使用 USB键盘
通过将Windows兼容的 USB键盘或数字键盘连接到设备主体
前面板上的 KEYBOARD 连接器，可对本设备进行操作。 
可进行各种类型的控制，使用键盘输入文本尤为高效。

设置键盘类型

设置键盘类型以便与已经连接的键盘相匹配。

1. 重复按下MENU 按钮，打开 UTILITY 菜单 , 然后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KEYBOARD。 

2. 按下 MULTI JOG 旋钮，打开 KEYBOARD TYPE 画面。 

3. 旋转 MULTI JOG 旋钮选择 US (美式键盘 )或 JPN (日式键
盘 )。 
选项：JPN (默认 )、 US

4. 按下 MULTI JOG 旋钮，确认设置并返回菜单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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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键盘输入文本

可采用与计算机上键入文本相同的方式输入和编辑文件夹名
和文件名。

字符输入模式： 
可使用普通的数字、字符和符号键并直接输入字符。 

移动光标： 
使用普通的箭头 (s 和 w)键。 

删除字符： 
Delete键：删除光标位置的字符。 
Backspace键：删除光标左侧的字符。 

插入字符： 
可在需要的位置输入字符（在默认插入模式）。

如果字符输入模式不是默认插入模式，输入字符前，请按下
Insert键切换到插入模式。

编辑字符： 
按 Insert键进入改写模式，然后将光标移动到需要编辑和输
入新字符的字符位置。 

注意
• 名称中不能使用下列符号和标点符号。 

 ¥  \  /  ;  :  ,  *  ?  "  <  >  |
• 无法输入日文片假名。 

键盘操作列表

使用键盘不仅可输入文本，而且可以用于其它操作，如控制
走带和编辑。 
键盘上的按键具备对应于设备主体前面板上的按钮的功能，
如下所示。此外，根据设备当前的操作，自动激活字符输入
模式。

全键盘 

键盘上的按键 操作

Esc键 与 EXIT/CANCEL [PEAK CLEAR] 按钮相
同

F1键 与 HOME/DISPLAY 按钮相同

F2键 与 INFO 按钮相同

F3键 与 MENU 按钮相同

F12键 与 RECORD 按钮相同

R键 向后搜索

P键 跳至前一音轨

S键 停止

F键 向前搜索

N键 跳至下一音轨

Enter键 
与按下 MULTI JOG 旋钮相同 
(添加 /删除标记 )

空格键 与 PLAY 按钮和 PAUSE 按钮相同

2 键 走带操作过程中，与 / 按钮相同。
在其他时间向上移动光标。

x 键 走带操作过程中，与 . 按钮相同。
在其他时间向下移动光标。

s 键 
走带操作过程中，与向左旋转 MULTI 
JOG 旋钮相同 (移动到前面下一个标
记 )。 在其他时间向左移动光标。

w 键 
走带操作过程中，与向右旋转 MULTI 
JOG 旋钮相同 (移动到后面下一个标
记 )。在其他时间向右移动光标。

数字键盘（仅走带操作）

键盘上的按键 操作

.(句号 )键 STOP 按钮

0 键 与 PLAY 按钮和 PAUSE 按钮相同

1 键 与 m 按钮相同

2 键 与 , 按钮相同

3 键 与 RECORD 按钮相同

7 键 与 . 按钮相同

8 键 与 / 按钮相同

− 键 与向左旋转 MULTI JOG 旋钮相同 (移
动到音轨中前面的标记 )

+ 键 与向右旋转 MULTI JOG 旋钮相同 (移
动到音轨中后面的标记 )

Enter键 与按下 MULTI JOG 旋钮相同（添加标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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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信息列表
以下为某些条件下 DA-3000上可能出现的弹出信息列表。如果出现这些弹出信息的某一个信息，需要查看含义或确定如何对应，
请参考此列表。

信息 含义

Cannot set Mark. 
Limit reached.

已达到可设置标记的最大数量，无法添加新标记。 

Create Playlist  
failed. 新建播放列表失败。 

Divide failed. 无法分割。 

Operation Failed. 执行某些操作失败。 
Operation Failed. 
Folder limit.

已达到文件夹的最大数量，无法新建文件夹。 

Operation Failed.
long name  
Path Name is too long.

完整的文件路径和文件名的字符总数超过 255个。 

Rename failed. 无法执行重命名操作。 

SD Card Locked. SD卡被锁定。 
This file  
already exists. 当执行重命名或其他操作时，已经存在相同名称的其他文件。 

This folder  
already exists. 当执行重命名或其他操作时，已经存在相同名称的其他文件夹。 

Un/Redo failed. 撤销操作失败。 
CLOCK LOST .....
Switched to  
internal.

主时钟同步未锁定。设备切换到内部时钟。 

- CANNOT COPY -
Not Enough space on Media.

介质上没有足够的可用空间，无法复制。 

- CANNOT INC.-
Media full or  
too short  
interval.

时间间隔过短或介质没有足够的空间，无法增加音轨。 

- CANNOT MOVE -
Mono file is  
not supported.

不支持移动单声道 ×2 文件 , 无法移动。

- CANNOT MOVE -
This name  
already exists.

已经存在相同名称的其他文件，无法移动。 

--- CAUTION ---
Cannot execute.
Media Full.

介质没有足够的可用空间，无法编辑。 

--- CAUTION ---
Formatting not  
optimal for  
Recording/Search

不建议使用此介质的格式。 

--- CAUTION ---
Not possible now  
Please Stop first.

执行此功能前请停止设备。

--- CAUTION ---
Not recommended  
type for  
Recording/Search

不建议使用此介质。 

--- CAUTION ---
RECORD stopped.ABS time 
limit.

经过了 24小时以上，录制停止。 

--- CAUTION ---
RECORD stopped.Media Full.

介质可用空间用尽，录制停止。 

-- COPY FAILED -- 复制失败。 

- DEVICE ERROR - 设备出现错误。 

-- DIN ERROR -- 数字输入过程中出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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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含义

--- ERROR ---
INFO WRITING.

在录制结束时出现错误。 

--- ERROR ---
General Error  
needs to STOP.

出现一般错误。 

--- ERROR ---
Unsupported File.
(too many tracks)

不支持此文件。 

--- ERROR ---
Unsupported Fs.

不支持此采样率。 

- MEDIA ERROR - 出现介质错误。 

-- PLAY ERROR -- 出现播放错误。 
-- PLAY ERROR --
Buffer underrun.

出现缓存不足错误。 

-- READ ERROR -- 读取过程中出现错误。 

-- REC ERROR -- 录制过程中出现错误，录制停止。 
-- REC ERROR -- 
Buffer overflow.

出现缓存溢出错误，录制停止。 

- WRITE ERROR - 写入过程中出现错误。 
- CANNOT DIVIDE -
Duplicate name  
error.

与分割后新文件名同名的文件已经存在，无法分割。 

-CANNOT RECORD-
Media Full.

介质上没有可用空间，无法录制。 

-CANNOT RECORD-
Take limit  
reached.

已经达到文件的最大数量，无法录制。

- PLAYLIST ERROR -
There are some  
unusable entries

播放列表中的条目信息存在问题。

--- CAUTION ---
Cannot play 
while input 
monitoring.

当输入信号监听功能开启，并且 ADDA DIRECT 模式也启用时，无法播放任何音轨。

--- CAUTION ---
Cannot turn on. 
Cascade mode is 
not off.

当级联模式启用时，此功能不可用 (ADDA DIRECT 模式 )。

--- CAUTION ---
Cannot select as 
cascade mode. 
ADDA DIRECT - ON.

因为 ADDA DIRECT 模式已经启用，无法启用级联模式。

--- CAUTION ---
There is no 
entry.

本设备尝试播放等，但是播放列表内无项目，所以无内容可播放。

--- CAUTION ---
Cannot select 
as master clock. 
Fs convert on.

采样率转换器 (SRC)已经开启，所以数字输入 (DIN)无法选为主时钟。

--- CAUTION ---
Cannot turn on. 
D-IN is already 
Master Clock.

主时钟已设置为数字输入“DIN”，所以无法启用采样率转换器。

--- CAUTION ---
Must stop first.

现在无法更改此功能或设置。请停止设备，然后才能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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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电源无法接通。 

e 确认将电源插头牢固插入。 

 8 未检测到介质。 

e 确认 SD卡、CF卡或 USB闪存驱动器插入牢固。 
e 停止一次播放或录制。 

 8 无法播放。 

e 如果试图播放WAV文件 , 请确认使用了本设备支持的采样
频率 (44.1、48、88.2、96、176.4或 192kHz)和位深 (16/24位 )。
如果试图播放 DFF/DSF文件 , 请确认使用了本设备支持的
采样频率 (2.8224或 5.6448MHz)。

 8 没有声音。 

e 检查与监听系统的连接和放大器的音量。 
e 如果无法听见输入信号，请确认 INPUT MONITOR 画面
设置为 ON。 

e 如果无法听见播放信号，请确认 INPUT MONITOR 画面
设置为 OFF。 

 8 无法录制。 

e 检查各个连接。
e 调整录制电平。
e 如果介质没有足够的可用空间，请擦除不需要的数据空出
更多空间或更换介质。

e 如果文件夹已经包含大量条目 (文件、文件夹和其他项目
的总数 ), 请更改录制文件夹。

 8 未保存所更改的设置。 

e 无论何时更改设置，本设备都将设置进行备份。如果正在
写入此数据时，关闭了电源，此备份操作可能失败，因此
更改设置后，严禁立即关闭电源。

 8 听见了噪音。 

e 检查所有连接连接线是否存在接触不良。 

 8 编辑文本时，出现“Name Full” 。 

e 由于文件系统的限制，如文件和文件夹的名称等项目最多
可使用 255个字符（半角）。此外， BROWSE 画面上的文件
路径也限制在 255个字符。 

 8 无法使用遥控器（RC-10）操作。 

e 确认遥控器中安装了电池，并且仍然有电量。

如果设备无法正常工作，在要求维修之前，请检查下列项目。如果依旧无法解决问题，请联系您购买设备的经销商或 TASCAM客
户支持（见封底的联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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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和格式

录制介质
SD卡：   支持 512MB–2GB SD卡 

支持 4GB–32GB SDHC卡
   介质弹出：推 - 推型
CF卡 :  支持 1GB–64GB 类型 I 
USB闪存驱动器：  支持 2GB–64GB

录制 /播放格式
  PCM模式

Fs:  44.1、48、88.2、96、176.4和 192kHz
位深： 16位和 24位
播放： BWF (.wav扩展名 )
录制： BWF和WAV (都是 .wav扩展名 )

  DSD模式
Fs:  2.8224和 5.6448MHz
播放和录制：   DSDIFF (.dff扩展名 ) 

DSF (.dsf扩展名 )
  声道数

2个单声道 /1个立体声

输入和输出

模拟输入

非平衡
连接器：  RCA针式插孔
参考输入电平： −10 dBV
最大输入电平： +6 dBV
输入阻抗：  大于或等于 22 kΩ
最小输入电平： −22 dBV

平衡
连接器：  XLR-3-31 (1:GND, 2:HOT, 3:COLD)
参考输入电平：  +4dBu或 +6dBu (仅当最大输入电平为

+15dBu时 )
最大输入电平：  +24dBu、+22dBu、+20dBu、+18dBu或

+15dBu (使用菜单进行设置 )
输入阻抗：   大于或等于 10 kΩ
最小输入电平：  −8dBu或 −6dBu (仅当最大输入电平为

+15dBu时 )

模拟输出

非平衡
连接器：  RCA针式插孔 
参考输出电平： −10 dBV
最大输出电平： +6 dBV
输出阻抗：  小于或等于 200 Ω 

平衡 
连接器：    XLR-3-32 (1:GND, 2:HOT, 3:COLD)
参考输出电平：  +4dBu或 +6dBu (仅当最大输入电平为

+15dBu时 )
最大输出电平：  +24dBu、+22dBu、+20dBu、+18dBu或

+15dBu (在菜单内设置 )
输出阻抗：  小于或等于 100 Ω 

PHONES插孔
连接器：  6.3mm (1/4")标准立体声插孔
最大输出：   45mW + 45mW （32Ω负载，0.1％失真率）

数字输入

S/PDIF/CASCADE (非平衡 )
连接器：  RCA针式插孔 
格式：  IEC60958-3 (S/PDIF)
输入频率：   44.1、48、88.2、96、176.4或 192kHz (SRC

为 OFF时 ) 
32kHz–216kHz (SRC为 ON时 )

许可频率偏差：  ±100ppm (SRC为 OFF时 )

AES/EBU(平衡 )
连接器：    XLR-3-31 (1:GND, 2:HOT, 3:COLD)
格式：    AES3-2003/IEC60958-4 (AES/EBU)
输入频率：   44.1、48、88.2、96、176.4或 192kHz (SRC

为 OFF时 ) 
32kHz–216kHz (SRC为 ON时 )

许可频率偏差：   ±100ppm (SRC为 OFF时 )

SDIF-3 (非平衡 )
连接器：   BNC连接器×2(L、R)
格式：   SONY SDIF-3/DSD-raw
时钟同步频率：   44.1 kHz (2.8MHz或 5.6MHz时 )

数字输出 

S/PDIF/CASCADE(非平衡 )
连接器：  RCA针式插孔 
格式：  IEC60958-3 (S/PDIF)

AES/EBU(平衡 )
连接器：   XLR-3-32 (1:GND, 2:HOT, 3:COLD)
格式：   AES3-2003/IEC60958-4 (AES/EBU)

SDIF-3 (非平衡 )
连接器：   BNC连接器×2(L、R)
格式：   SONY SDIF-3/DSD-raw
时钟同步频率：   44.1 kHz (2.8MHz或 5.6MHz时 )

其他连接器

WORD SYNC IN插孔 
连接器：   BNC
输入电平：   相当于 5V TTL
输入阻抗：    75 Ω ±10% 

(包括终端接通 /断开开关 )
输入频率：   44.1、48、88.2、96、176.4或 192kHz
许可频率偏差：  ±100 ppm

WORD SYNC THRU/OUT
连接器：  BNC
输出电平：  相当于 5V TTL
输出阻抗：   75 Ω ±10%
输出频率：    44.1、48、88.2、96、176.4或 192kHz(包

括 THRU/OUT打开 /关闭开关 )
频率稳定度：   小于或等于±1ppm(Ta=25ºC)

USB (DEVICE)
连接器：  USB A型 4针 
协议：  USB 2.0 HIGH SPEED (480 Mbps)
额定电源：  DC 5.0V 0.5A

USB (KEYBOARD)
连接器：  USB A型 4针
协议：  USB 1.1 FULL SPEED (12 Mbps)
额定电源：  DC 5.0V 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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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技术参数

音频性能

录制

失真 (THD+N,1kHz)
  PCM 24位模式和 DSD模式
小于或等于 0.003%（参考 :−16dB/平衡 , JEITA)
小于或等于 0.005%（非平衡 , JEITA)

信噪比
  PCM 24位模式
大于或等于 113dB(参考 :−20dB/平衡 , JEITA)
大于或等于 111dB（非平衡 , JEITA)

  DSD模式
大于或等于 106dB(参考 :−20dB/平衡 ,AES-17 20k LPF)
大于或等于 104dB(非平衡 , AES-17 20k LPF)

频率响应
  PCM模式

Fs = 44.1或 48kHz
 20 Hz–20 kHz: +0.1dB、−0.5dB(JEITA)
Fs = 88.2或 96kHz
 20 Hz–40 kHz: +0.1dB、−1dB(JEITA)
Fs = 176.4或 192kHz
 20 Hz–80 kHz: +0.1dB、−6dB(JEITA)

  DSD模式
20 Hz–50 kHz: +0.1dB、−3dB(JEITA)
20 Hz–100 kHz: +0.1dB、−12dB(JEITA)

串音 (1kHz)
  PCM 24位模式和 DSD模式
大于或等于 105dB（JEITA)

播放

失真 (THD+N,1kHz)
  PCM 24位模式和 DSD模式
小于或等于 0.003%（平衡 , JEITA)
小于或等于 0.001%（非平衡 , JEITA)

信噪比
  PCM 24位模式
大于或等于 118dB(参考 :−20dB/平衡 , JEITA)
大于或等于 116dB（非平衡 , JEITA)

  DSD模式
大于或等于 116dB(参考 :−20dB/平衡 , AES-17 20k LPF)
大于或等于 114dB(非平衡 , AES-17 20k LPF)

频率响应
  PCM模式

Fs = 44.1或 48kHz
 20 Hz–20 kHz: ±0.1dB(JEITA)
Fs = 88.2或 96kHz
 20 Hz–40 kHz: +0.1dB、−0.3dB(JEITA)
Fs = 176.4或 192kHz
 20 Hz–80 kHz: +0.1dB、−3dB(JEITA)

  DSD模式
20 Hz–50 kHz: +0.1dB、−3dB(JEITA)
20 Hz–100 kHz: +0.1dB、−12dB(JEITA)

控制装置输入

红外传感器
RC-10无线遥控器

概述

电源
AC 220V, 50Hz

功耗
24W

外形尺寸 (宽 × 高 × 深 )
483 × 45 × 305 (mm) / 19 x 1.75 x 12 (in)

重量
4.2 Kg (9.26 lb)

工作温度范围
0–40°C (32–10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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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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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意图和其他描述可能与真实产品存在部分差异。
• 由于产品改进所引起的技术参数和外形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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