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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318 錄音筆 

          使用手冊 

 
快速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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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觀說明 

            

注:外型圖片以實物為准! 

● 按鍵功能 

（1）開關機鍵（長時間不使用時將開關撥在“關機”的位置） 

（2）播放鍵：開機、關機、播放、暫停 

（3）錄音鍵：一鍵錄音 

（4）上一首鍵：上一首、向上選擇（長按為快退） 

（5）下一首鍵：下一首、向下選擇（長按為快進） 

（6）音量加鍵：音量增大 

（7）音量減鍵：音量減小 

（8）目錄/刪除鍵：刪除模式（長按）、功能模式、播放設置（播放狀態下

短按）、確認 

（9）停止/切換鍵：錄音/音樂模式切換、保存錄音、返回上一層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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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螢幕說明 

     

1. 電池電量顯示 

2. 目前錄音文件序號 

3. 目前循環模式 

4. 目前錄音檔案比特率 

5. 目前錄音檔案格式 

6. 目前檔案總時間 

7. 目前檔案播放時間 

8. 目前檔案錄音時間 

9. 狀態顯示 

10. 目前檔案排序 

11. 總檔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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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機/關機 

（1）開機：將錄音筆的電源開關由“關機”的位置往上推動到“開機”的位

置（若電源開關處於“開機”的位置則長按“播放” 鍵）機器將會自動開

機 

（2）關機：長按“ ”鍵機器將會自動關機，再將電源開關由“開機”的

位置往下推動到“關機”的位置 

●  錄音 

（1）開始錄音：在開機狀態下，短按機器的 “錄音”鍵進入錄音模式，正

在錄音時，顯示幕左上角會顯示“REC”圖示並閃爍，此時若錄音燈設置

為“打開”則同時錄音指示燈點亮並閃爍 

（2）保存錄音：在錄音的過程中，按機器的 “停止/切換”鍵，機器將保

存當前錄音檔 

（2）自動保存錄音：本機有自動保存錄音功能，在不正常斷電情況下仍能

保存錄音，其方式為每 10秒保存一次，例如錄音到 33秒時不正常斷電，

前面的 30秒錄音檔案本機會自動保存。 

●  檔案刪除 

在停止或暫停狀態下，長按“目錄/刪除”鍵進入刪除檔案模式，在螢幕顯

示“ 刪除文件”,“刪除全部”或“退出”功能表以待確認，若想刪除音樂

或錄音檔的單個曲目，則按“上一曲”或“下一曲”鍵切換到“刪除文件”

按“目錄/刪除”鍵確認，再按“上一曲”或“下一曲”鍵選擇要刪除的檔

後按“目錄/刪除”鍵進入下級功能表，選擇“確定刪除”按“目錄/刪除”

鍵即可。若想刪除全部檔則選擇“刪除全部”按“目錄/刪除”鍵確認，再

選擇“確定刪除”按“目錄/刪除”鍵確認刪除目錄下的所有曲目（檔越多

刪除的時間越長，正在刪除檔時請勿將電源開關強行關閉，否則會引起檔損

壞），退出刪除模式則按“停止/切換”鍵將放棄刪除並返回到主介面 

● 播放/暫停 

在錄音或音樂模式下，按“播放”鍵開始播放，再次按“播放”鍵則暫停播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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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換曲目或錄音檔 

在播放狀態下，按“上一曲”鍵或“下一曲”鍵切換曲目 

 

● 音樂/錄音模式切換 

在待機或暫停狀態下，按“停止/切換”鍵將自動切換到音樂模式或錄音模

式，在音樂或錄音檔停止或暫停狀態下，短按“播放”鍵，開始播放當前檔

案。 

 
●  調節音量 

    在停止或播放檔的狀態下，按“音量加”鍵為增大音量，按“音量減”鍵為

減小音量 

● A-B 複讀 

在語音或音樂播放狀態下，長按“目錄/刪除”鍵一次，設置複讀起點“A”,

此時螢幕顯示“A-B”且閃爍，再長按“目錄/刪除”鍵一次，設置複讀終

點“B”，此時螢幕顯示“A-B”且停止閃爍，實現“A”和“B”兩點間的

複讀功能，取消“A-B”複讀則再次長按“目錄/刪除”鍵 

● 連接電腦 

將 USB 線的一端插入 USB 介面，另一端插入電腦的 USB 介面。 

請用正常的方法移除抽取式磁碟，以防止資料丟失。 

 

● 檔案選擇 

 

在錄音檔停止或暫停的狀態下，短按“目錄/刪除”鍵進入“目錄選項”，

選擇“檔案選擇”按“目錄/刪除”鍵進入，通過按“上一曲”或“下一

曲”鍵選擇具體的錄音檔，按“目錄/刪除”鍵進入錄音播放待機介面再按

“播放”鍵即可播放當前曲目 

 

在音樂檔停止或暫停狀態下，按“目錄/刪除”鍵進入“目錄選項”，選擇

“檔案選擇”按“目錄/刪除”進入，選擇根目錄“ROOT”按“目錄/刪

除”即可進入音樂待機介面，按播放鍵便可播放當前曲目；也可進入“檔案

選擇”後通過按“上一曲”或“下一曲”鍵選擇具體的音樂檔，按“目錄/

刪除”鍵進入音樂播放待機介面再按“播放”鍵即可播放當前曲目 

 

● 錄音設置 

1. 錄音品質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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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錄音檔停止或暫停的狀態下，短按“目錄/刪除”鍵進入“目錄選項”，

然後按“上一曲”或“下一曲”鍵選擇“錄音設置”，按“目錄/刪除”鍵

進入下一層目錄，選擇“錄音品質”按“目錄/刪除”鍵確認，依據所需選

擇“長時錄音(32K)”、”標準錄音(192K)”或“優質錄音(384K)”錄音類型中

任一種，再短按“目錄/刪除”鍵進行確認。 

 

2．錄音燈 

在錄音檔停止或暫停的狀態下，短按“目錄/刪除”鍵進入“目錄選項”後

按“上一曲”或“下一曲”鍵選擇“錄音設置”，按“目錄/刪除”鍵進入

下一層目錄，選擇“錄音燈”按“目錄/刪除”鍵進入，選擇“關閉”或“打

開”後按“目錄/刪除”鍵確認此設置 

3. 靈敏度選擇： 

在錄音檔停止或暫停的狀態下，短按“目錄/刪除”鍵進入“目錄選項”後

按“上一曲”或“下一曲”選擇“錄音設置”，按“目錄/刪除”鍵進入下

一層目錄，選擇“靈敏度選擇”按“目錄/刪除”鍵進入，按“音量加”或

“音量減”鍵選擇 0-7 個級別中的任一級別後按“目錄/刪除”鍵確認（級

別越高錄音距離越遠，雜訊也越大，級別越低錄音距離越近，雜訊也相應

較小，可以插上耳機監聽即時的錄音效果，根據不同的場景環境去設置等

級） 

4. 錄音監聽： 

在錄音檔停止或暫停的狀態下，短按“目錄/刪除”鍵進入“目錄選項”後

短按“上一曲”或“下一曲”選擇“錄音設置”，按“目錄/刪除”鍵進入

下一層目錄，選擇“錄音監聽”按“目錄/刪除”鍵進入，選擇“關閉”或

“打開”後按“目錄/刪除”鍵確認此設置 

5. 聲控開關： 

在錄音檔停止或暫停的狀態下，短按“目錄/刪除”鍵進入“目錄選項”後

短按“上一曲”或“下一曲”選擇“錄音設置”，按“目錄/刪除”鍵進入

下一層目錄，選擇“聲控開關”按“目錄/刪除”鍵進入，選擇“關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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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後按“目錄/刪除”鍵確認此設置（聲控開關打開後錄音，顯示幕

會顯示“VOR”聲控錄音標誌） 

6. 聲控靈敏度： 

在錄音檔停止或暫停的狀態下，短按“目錄/刪除”鍵進入“目錄選項”後

短按“上一曲”或“下一曲”選擇“錄音設置”，按“目錄/刪除”鍵進入

下一層目錄，選擇“聲控靈敏度”按“目錄/刪除”鍵進入，按“音量加”

或“音量減”選擇 1-10 個級別中的任一級別後按“目錄/刪除”鍵確認

（級別數值越高，觸發錄音計數器的靈敏度越高，環境噪音越高的地方設

置靈敏度應該低一些，環境噪音越小的地方設置靈敏度應該高一些，根據

不同的環境去設置） 

■● 系統設置 
1. 系統時間 

在檔停止或暫停的狀態下，短按“目錄/刪除”鍵進入“目錄選項”，按

“上一曲”或“下一曲”鍵選擇“系統設置”後按“目錄/刪除”鍵進

入，選擇“系統時間”後按“音量加”或“音量減”鍵進行年、月、日、

時、分、秒的切換，按“上 一曲”或“下一曲”鍵進行具體數位的設置，

按“目錄/刪除”鍵確認。  

 

2. 背光時間 

在停止或暫停狀態下，短按“目錄/刪除”鍵進入“目錄選項”，選擇“系

統設置”後按“上一曲”或“下一曲”鍵切換到“背光時間”，按“目錄/

刪除”鍵進入，按“上一曲”或“下一曲”鍵選擇所需的背光時間（0-30

秒可調），按“目錄/刪除”鍵進行確認 

3. 語言選擇 

在停止或暫停狀態下，短按“目錄/刪除”鍵進入“目錄選項”，選擇“系

統設置”後按“上一曲”或“下一曲”鍵切換到“語音選擇”，按“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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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鍵進入，然後按“上一曲”或“下一曲”鍵切換所需的語言（有簡體

中文，繁體中文，英文等 24 種語言可選），按“目錄/刪除”鍵確認所選

語言 

4. 關機設定 

在停止或暫停狀態下，短按“目錄/刪除”鍵進入“目錄選項”，選擇“系

統設置”後按“目錄/刪除”鍵確認，按“上一曲”或“下一曲”鍵切換到

“關機設定”，按“目錄/刪除”鍵進入，選擇“省電模式”或“睡眠模式”

後按“目錄/刪除”鍵確認 

省電模式： 

在待機狀態下；在設定的時間內（單位為秒）無任何按鍵操作，將在設定的

時間段執行關機 。當設為“0”時，將一直開機 ；在播放狀態下，“省電

模式”設置無效,將一直播放至電量不足自動關機； 

睡眠模式： 

在任何狀態下（包括待機狀態/播放音樂或語音狀態/錄音狀態），在設定的

時間內（單位為分）無任何按鍵操作，將在設定的時間段執行關機；當設為

“0”時，不執行睡眠功能（設置睡眠功能只在關機前有效，關機後自動恢

復到“0”設置即不執行睡眠功能） 

5. 對比度調節 

在停止或暫停狀態下，短按“目錄/刪除”鍵進入“目錄選項”，選擇“系

統設置”後按“上一曲”或“下一曲”鍵切換到“對比度調節”，按“目錄

/刪除”鍵進入，按“音量減”或“音量加”鍵可進行對比度的 0-15 級調

節，選擇所需要的對比度後按“目錄/刪除”鍵確認 

6. 儲存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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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停止或暫停狀態下，短按“目錄/刪除”鍵進入“目錄選項”，選擇“系

統設置”後按“上一曲”或“下一曲”鍵切換到“儲存狀況”，按“目錄/

刪除”鍵進入，螢幕將會顯示本機的總容量和當前使用記憶體的百分比 

注：由於本機系統會佔用一部分記憶體，與標稱容量不相符屬於正常現象 

7. 格式化設備 

在停止或暫停狀態下，短按“目錄/刪除”鍵進入“目錄選項”，選擇“系

統設置後按“目錄/刪除”鍵進入，按“上一曲”或“下一曲”鍵切換到

“格式化裝置”後按“目錄/刪除”鍵進入，此時螢幕顯示“格式化磁

片”，按“目錄/刪除”鍵進入後選擇“確定”再按“目錄/刪除”鍵即可將

本機磁片格式化，格式化時螢幕會顯示“正在格式化”，完成時會顯示“格

式化成功” 

8. 韌體版本 

在停止或暫停狀態下，短按“目錄/刪除”鍵進入“目錄選項”，選擇“系

統設置”後按“目錄/刪除”鍵進入，再按“上一曲”或“下一曲”鍵切換

到“韌體版本”，按“目錄/刪除”鍵進入，螢幕將會顯示本機的韌體版本

資訊 

9. 恢復出廠設置 

在停止或暫停狀態下，短按“目錄/刪除”鍵進入“目錄選項”，選擇“系

統設置”後按“目錄/刪除”鍵進入，按“上一曲”或“下一曲”鍵切換到

“恢復出廠設置”，按“目錄/刪除”鍵進入後選擇“確定”再按“目錄/

刪除”鍵即可將本機恢復到出廠時的設置 

 
● 充電 

   將USB線的一端插入USB介面，另一端插入電腦，充電時顯示幕會顯示“充

電中”，充滿時電池圖示顯示為滿格狀態且顯示幕會顯示“充電滿”，本機

充電時間約 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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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機有可設訂自動關機時間，停止狀態下可依設訂自動關機節電！ 

※本機支援資料夾播放功能 

 

 

技術規格 

外形尺寸 102X27X10.8MM 

顯示幕 單色顯示 

USB 介面 USB 2.0 High Speed 

記憶體 8GB 

電池 聚合物電池  

播放音樂續航

時間 
約 13 小時（充滿電後中等音量耳機、螢幕關閉播放 MP3） 

錄音續航最長

時間 
約 20 小時（充滿電後監聽關閉連續長時錄音） 

播放音樂格式 

MP3 
8KHz–48KHz  8Kbps-320 Kbps 

8Kbps–320Kbps 

WMA 
32KHz–48KHz 48Kbps–

192Kbps 

錄音格式

(wav) 
長時錄音(32Kbps) 約 550 小時 

  標準錄音(192Kbps) 約 90 小時 

  優質錄音(384Kbps) 約 45 小時 

耳機輸出 

最大輸出 10mW＋10mW(32Ohm) 

頻率回應 20Hz 至 20KHz 

信噪比 >80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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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真度 0.05% 

使用溫度 -5 至 40 攝氏度 

所支援作業系

統 
Windows XP / Windows 7 / Windows 8 

 

 

聲 明 

請使用者務必在使用過程中自行對資料備份,本公司對於因軟體,硬體的誤操作,

產品維修,電池更換或其它意外情況所引起的個人資料資料的丟失和損壞不負任

何責任,也不對由此造成的其它間接損失負責.同時我們無法控制用戶對本手冊

可能造成的誤解,因此,本公司將不對在使用本手冊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意外損壞

負責,並不對因使用產品而引起的協力廠商索賠負責。（本機系統軟體會占一部

分容量空間，與標稱容量會有一點差異屬於正常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