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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CKETRAK PR7是雅马哈新近开发的线性

PCM 超便携录音机，可随时随地为您轻松提

供高品质的录音。 PR7 配备有全新开发的交叉

XY 立体声话筒，能够拾取高精度的立体声，然

后稳定录制原汁原味的声音。PR7 可谓任何音

乐家的重要工具，它提供了内置调音器和节拍

器等重要功能，同时 , 强大的录音功能，如叠加

录音和标记等—都可通过简洁、直观的外观界

面直接操作。它甚至为多种用途量身定制了

5 种优化预设，因此，无论排练、创作、出席演

讲还是进行现场录音，都能以前所未有的便捷

性获得录音棚级的音质。

音质超群，操作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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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取高品质的声音

PR7 的大型内置 XY立体声话筒在同一条轴线上左右排
列。采用这种结构，能使两只话筒永远与声源等距，实
现了无相变的声音定位。另外，精心设计的话筒罩加强
了振膜的性能，能以自然的深度和精准的立体声像录制
出完美的立体声。

全新开发的交叉式 XY
立体声话筒

线性 PCM 录音采用 24-bit/96kHz 规格，远胜 CD 级音质，这样，用户可以忠实地捕
捉空气的反射和演奏中的精妙细节。PR7 还能以多种格式进行时间更长的录音。  

24-bit/96kHz
录音

PR7 带有为多种用途和不同的录音环境量身打造的 5 种
录音预设，包含优化的 HPF 和动态控制设置。OFF 设
置最适于录制音乐演出，NEAR设置适合个人的乐器练习，
BAND 设置更适合录制多乐器合奏。而 FIELD 适合户外
录音，SPEECH 适合录制会议、讨论和发言。

录音
预设

PR7 的 HPF 设置能够最大化地降低嘴部气息或户外风声导致的噗声噪音，而动态控
制功能可用来调节输入电平，防止失真。

HPF 和动态控制

外接话筒和线路信号输入口可以接收多种外接输入声源，例如，电容话筒和键盘。

话筒 / 线路输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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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7 可以方便地安装在常规三脚话筒架上，加强了话筒定位的能力。通过使用
简易转接适配器还可安装在话筒立架上。

易于三脚话筒架安装

PR7 总是会在缓存中持续录制 3 秒钟的音频，这样可以在您实际按下录音按钮
的前几秒即开始录音。因此，它从不会遗漏最重要的第一个音符、第一声或第一
个乐句。

预录功能

PR7能够在保持音高始终如一的前提下，在 50%到 200%范围内调节播放速度。
慢放功能有助于音乐家把握难度更大的乐句，而快放能让用户快速检查较长时
间的录音。

可调节的播放速度

内置扬声器可以在您拾取音频后快速试听录音。

内置扬声器

标记编辑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功能，用户可以在录音
和播放过程中，向音频文件中插入多达 36 个标记，
从而方便地定位播放位置。用户还能在练琴或学习
乐曲的特定乐句时，利用标记来循环特定的音频文
件范围。

录音和回放过程中的
标记编辑

PR7 带有专门的叠加录音按钮，可用来在现有的文件中快速添加独奏乐段、和
声或叙述语音。用户甚至能在音频文件的特定部分中进行穿入穿出录音，确保
文件中只留下您需要的部分，如合唱或独奏等。

方便的
叠加录音

仅靠一节 AAA 电池，PR7 就能以 MP3 格式连续录音约 44 小时，也能以 PCM 
16-bit/44.1kHz 规格录制 29.5 小时的声音。

PCM 16-bit/44.1kHz 规格下具备 29.5 小时的电池续航能力

PR7具有大容量的内存，因此可以开箱即
用。同时它还备有最大容量达 32GB 存储能
力的 micro SD/SDHC 卡插槽，使您能以 16-
bit/44.1 kHz 的规格录制最多 50 小时的音频。

2GB 内置存储器和
micro SD/SDHC 存储卡插槽

WaveLab LE 软件提供了 2 轨编辑功能，它具备
专业级 EQ 和动态处理能力，能够实现音轨的母
带制作或加强操作。您甚至可以利用专门的播客
功能将自己的音频文件上传到网络。
* 包装内有免费下载的许可证密码。

附赠 WaveLab LE 音频编辑软件 

PR7 内置调音器和节拍器功
能，这对于每天的练习非常
实用。

调音器和节
拍器

针对音乐用途的实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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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指南
以下是 10 种不同的用途、推荐录音设置和话筒摆位的实例。

录制钢琴时的推荐录音预设是 OFF。将话筒置于钢

琴后方，稍高于钢琴后方的弧线，这样可以保证最

佳覆盖范围并能提供高音、中音和低音的最佳平衡。

对于更多的摆位，PR7 还可以通过转接适配器安装

在标准话筒架上。

录制人声的推荐预设是 NEAR。PR7 应以向上的角

度朝向演唱者。气息或大声的唱段会造成噗声，标

准防喷罩也有助于将讨厌的噪音或噗声降至最低。

录制管乐的推荐预设是 NEAR。与人声录音一样，

话筒应该避免直接放置在号角前方，以避免接触直

接作用于话筒导致噗声的声压。您甚至可以采用每

天使用的谱架优化话筒的摆位。

录制弦乐的推荐录音预设是 OFF。将话筒直接朝向 f

孔会产生丰富的低音，稍微远离 f 孔会让录音更清晰、

富于穿透力。通过转接适配器，PR7 能够轻松安装

在常规话筒架上， 形成更准确的话筒摆位。

吉他的推荐录音预设是 NEAR。话筒的摆位应该正对

吉他音孔，以垂直角度朝向吉他。对于旋律性乐段，

要将 PR7 靠近音孔， 以确保得到充足的低音。对于

扫弦或更具冲击力的部分，要将 PR7 移动到靠近琴

颈的位置，以获取最佳效果。

话筒设置
录音预设

钢琴
推荐
录音预设  /   OFF

推荐
录音预设  /  OFF推荐

录音预设  /  NEAR原声吉他

人声

管乐
推荐
录音预设  /  NEAR

推荐
录音预设  /  NEAR

弦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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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排练

管弦乐 / 人声合唱

现场演出

推荐
录音预设  /  BAND

推荐
录音预设  /  OFF

推荐
录音预设  /  BAND

录制乐队演出的推荐录音预设是 BAND。将 PR7 直

接放置于最响声源的对面，同时保持一个能覆盖所

有乐器和或乐器音箱的角度能获得乐队录音的最佳

效果。

有多个演奏者参与表演的现场、原声演出等用途，

推荐的录音预设是 OFF。PR7 应该摆放在舞台前方，

所有的演奏者和乐器都应处于拾音范围内。

录制使用了扩声设备的现场演出，推荐预设为

BAND。PR7 应该摆放在舞台前方，让 L 和 R PA 音

箱处于拾音范围内。

户外录音 推荐
录音预设  /  FIELD

户外录音的推荐预设是 FIELD。录制精细、低音量的
自然界声音，建议将 REC 电平设置为高于 30，而在
拾取飞机、火车等大动态声源时，将 REC 电平设定
为 20 左右可以确保清晰的录音。安装标准防风罩对
户外录音同样有益。

会议
推荐
录音预设  /  SPEECH

会议录音的推荐预设是 SPEECH。要让 PR7 位于其

话筒夹角能包含所有演讲者的位置。选择 SPEECH

设置能自动启用 ALC HIGH 功能，使演讲者声源无

论与 PR7 的距离远还是近，所有输入电平都能保持

平衡。

每种声环境都有不同的录音要求。利用手动 HPF 调整方式和动
态控制设置或尝试不同的话筒摆位，都能进一步形成个性化录
音设置，使 PR7 表现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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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客工作界面

录制、优化   处理和分享 !
既然录音已达到录音棚级的品质，您一定希         望与别人分享。WaveLab LE 是一

种编辑和母带化处理录音、最终与您的听众         进行分享的必要工具。

步骤

录音 音频编辑

乐队排练 下载

播客

导入文件

音频编辑

无论是录制了乐队的排练还是拾取了供原创的几轨音频，您都会

希望制作出品质尽可能高的原始录音。只要选择好话筒的摆位和

录音预设，剩下的工作 PR7 一定会令您满意。

作曲

步骤

WaveLab LE 不仅能用来编辑高品质的 2 轨音频素材，还能通过

专业级插件加强您的录音。

利用 WaveLab LE 的播

客功能，只需添加一个

标题和简介，您就可以

将制作的作品发布出去。

您还可以创建几个章节，

并将它们直接上传到选

定的服务器。

您更可以将已完成的

WaveLab 文件通过

e-mail 与别人分享，或

烧录成 CD。

您可以用包装内附带的许可

码，从下列网址下载

WaveLab LE。

利用 WaveLab LE，可以对您的录音进行标准编辑，如剪切、分

割、复制和粘贴，还可以添加淡入淡出效果。WaveLab LE 还
带有强大的 Steinberg 专业插件，能提高和优化处理您的录音，

如压缩器、限制器和 StudioEQ 等。

将 PR7 连接到装有

WaveLab LE 的计算机，然

后导入已录制的文件。

步骤

分享

分享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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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规格

录音格式
WAV （量化：16/24-bit，采样频率：44.1/48/88.2/96kHz）
MP3 （Bit率：32/64/128/192/320kbps）

播放格式
WAV （量化：16/24-bit，采样频率：44.1/48/88.2/96kHz）
MP3 （Bit率：16-320kbps）
WMA （Bit率：32-192kbps）

内部存储器 2GB

外部存储器
micro SD 卡(16MB-2GB)， 
micro SDHC卡(4GB-32GB)

功能

叠加录音、录音预设(OFF/NEAR/BAND/SPEECH/
FIELD)、标记编辑、调音器、节拍器、PRC （预录）、
HPF(ON/OFF)、 动态控制(OFF/LIM*/ALC** HI/ALC 
LO)、话筒输入灵敏度选择 （ALC OFF：60级， ALC 
ON：2级）
*LIM=限制器， **ALC=自动电平控制

播放速度
50% - 200%

（例外：50% - 150% @PCM 96/88.2kHz）

内置话筒 单向电容话筒、立体声、XY型

话筒/线路输入口
1/8"(ø3.5mm)立体声mini phone型口
（支持插头供电）

耳机/线路输出 1/8"(ø3.5mm)立体声mini phone型口

其它 内置扬声器 Micro SD卡插槽  1

USB 接口/格式 Mini-B 型， USB 2.0 高速(1500 kbps)， Mass strage级

电池 可用电池 AAA 碱性电池或 AAA NiMH 电池  1

录音 电池续航
MP3(64kbps)：约44小时， 
PCM(16bit/44.1kHz)：约29小时30分钟

回放 电池续航 （耳机）
MP3(64kbps)：约30小时， 
PCM(16bit/44.1kHz)：约22小时30分钟

尺寸 （宽 高 深） 约 46.6 （宽）  132.1 （高）  28.7 （深） mm

重量 约82g （含电池）

附件 USB线 1， AAA 碱性电池 1

■ 预计可录音时间  （使用内部2GB存储器）

PCM 24位 96kHz 约55分钟

PCM 16位 44.1kHz 约2小时55分钟

MP3 320kbps 约12小时45分钟

MP3 128kbps 约32小时

MP3 64kbps 约6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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