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VT1000

DVT1500

DVT3000

DVT3100

DVT3500

DVT5000

DVT5500

DVT7000

CN	 使用手册

在 www.philips.com/welcome
上注册您的产品并获得技术支持



2  目录



3 目录

目录

1	 重要安全信息		 5
1.1	安全说明	 5

2	 关于本用户手册	 7
2.2	所用符号标志	 7

3	 数字语音示踪	 8
3.1	产品亮点	 8
3.2	盒中物品	 9
3.3	产品概述	 10
3.3.1	前侧和后侧	(DVT1000,	DVT1500)	 10
3.3.2	前侧和后侧	(DVT3000,	DVT7000)	 11
3.3.3	按键	(DVT1000,	DVT1500)	 12
3.3.4	按键	(DVT3000	–	DVT7000)	 13
3.3.5	遥控装置	(DVT5500,	DVT7000)	 14

3.4	启动屏幕	 15
3.4.1	菜单概览	 16

4	 第一步	 17
4.1	插入电池	 17
4.2	对设备中充电电池进行充电	 18
4.3	开机/关机	 18
4.4	初始化安装过程	 18
4.4.1	选择语言	 19
4.4.2	设置日期和时间	 19

4.5	显示录音和设备信息	 19
4.6	启用/禁用键盘锁	 20

4.7	插入	Micro	SD	卡	 20
4.8	抽出支架	(DVT3000	-	DVT7000)	 20
4.9	使用遥控装置	(DVT5500,	DVT7000)	 21
4.10	如何使用遥控装置	 21
4.11	附件	 22
4.11.1	如何连接耳机	 22
4.11.2	连接外部麦克风	 22
4.11.3	如何使用电话拾音器麦克风	 23
4.11.4	如何使用会议麦克风	 24

4.12	连接到计算机	 24
4.12.1	从设备或向设备传输文件	 25
4.12.2	从计算机断开连接	 25

5	 录音	 26
5.1	录音设置	 26
5.1.1	使用外部麦克风录音	 27
5.1.2	添加索引标记	 27
5.1.3	使用缩放功能录音	 27
5.1.4	使用预录音功能	(DVT3000	-	DVT7000)	 27

5.2	自动开始录音	 28
5.2.1	使用定时器功能	 28
5.2.2	使用声控功能	 28

6	 播放	 29
6.1	选择录音	 29
6.1.1	使用日历搜索来查找所需文件		

(DVT3000		–		DVT7000)	 29
6.2	播放录音或音乐文件	 30
6.3	调整播放速度	 30
6.4	快速搜索	 30
6.5	重复文件/重复序列	 31



4  目录

7	 编辑和删除	 32
7.1	编辑录音	 32
7.1.1	添加或覆盖某一录音	 32
7.1.2	分割录音	 33

7.2	删除设备上录音	 33

8	 收音机	DVT5000	–	DVT7000	 34
8.1	收音机模式	 34
8.2	预设电台	 34
8.2.1	自动保存电台	 34
8.2.2	手动保存电台	 35
8.2.3	删除预设电台	 35

8.3	设置无线电播放输出设备	 35
8.4	从	FM	收音机录音	 35

9	 设置	 37
9.1	录音设置	 37
9.1.1	设置文件位置	 37
9.1.2	自动调整录音设置	(DVT3000	–	DVT7000)	 37
9.1.3	设置录音质量	 38
9.1.4	设置麦克风灵敏度	 38
9.1.5	启用/禁用滤风器	(DVT3000	–	DVT7000)	 39
9.1.6	启用/禁用降噪功能	(DVT3000	–	DVT7000)	 39
9.1.7	设置编辑模式	 40
9.1.8	启用/禁用安静录音	(DVT3000	–	DVT7000)	 40
9.1.9	启用/禁用预录音功能	(DVT3000	–	DVT7000)	 41
9.1.10	设置定时器	 41
9.1.11	启用/禁用声控录音	 42
9.1.12	设置自动划分	 42
9.1.13	启用/禁用录音指示灯	 43
9.1.14	选择外部声源	 43

9.2	显示屏设置	 44
9.2.1	选择语言	 44
9.2.2	调整显示屏对比度	 44
9.2.3	启用/禁用背光照明功能	(DVT3000	–	DVT7000)	 44

9.3	设备设置	 45
9.3.1	设置日期和时间	 45
9.3.2	启用/禁用	ClearVoice	 46
9.3.3	均衡器设置	(DVT3000	–	DVT7000)	 46
9.3.4	自动关闭	 47
9.3.5	闹钟	 47
9.3.6	启用/禁用按键和信号音	 48

10	维护	 49
10.1	维护功能	 49
10.1.1	显示设备信息	 49
10.1.2	格式化存储器	 49

10.2	更换干电池或充电电池组	 50
10.3	更换遥控装置电池	(DVT5500,	DVT7000)	 50
10.4	更新固件	 51
10.5	故障排除	 52

11	附录	 53
11.1	技术参数	 53



5 目录

1	 重要安全信息	

请勿进行任何未在本手册中所述的调整和更改。请遵循所有安全说明，
确保正确操作本设备。制造商对于因违反安全说明导致的损坏不承担
赔偿责任。

1.1	安全说明

• 防止本设备遭受雨淋或进水，避免出现短路。
• 请勿将本设备置于加热设备上或直射阳光环境中，避免将其暴露于过
热的环境中。

• 防止电缆因缠扭而损坏，特别注意插头处和电缆伸出机壳的地方。
• 请备份数据和录音。制造商对任何数据丢失概不负责。
• 请勿进行任何未在本用户手册中所述的维护操作。请勿将本设备拆解
为零部件进行修理。本设备仅可由授权维修中心进行修理。

1.1.1	电池和充电电池

• 本设备仅可使用 AAA 型干电池或充电电池，遥控装置仅可使用 
CR2025 型电池 (DVT5500, DVT7000)。

• DVT1000, DVT1500:严禁对电池进行充电。
• DVT3000 – DVT7000:除了充电电池，还能够使用 AAA 型干电
池。LFH9154 Philips 充电电池可在本设备中进行充电。将本设备连
接到计算机或使用外部电池充电器。

• 首次使用前，请充满充电电池。当本设备连接到计算机时，完全充电
周期约需 2.5 小时。 

• 如长时间不使用本设备，请取出电池或充电电池。电池或充电电池泄
漏可损坏本设备。

• 设备正在录音时，请勿拆卸电池或充电电池。如这样做，则可损坏或
丢失数据。设备也可能会出现故障。

• 电池和充电电池含有可能污染环境的物质。使用过的电池或充电电池
应弃置于官方收集点。

1.1.2	存储卡

• 本设备支持 Micro SD 存储卡，支持容量高达 32 GB。
• 请确保存储卡具有足够高的数据传输速率。制造商不保证无故障操
作。

• 格式化存储卡会删除其中全部数据。请务必在本设备中格式化存储
卡，确保格式正确。使用计算机格式化存储卡可在读取或写入数据时
导致最终出错。

1.1.3	听力保护

当使用耳机时，请遵循以下准则：
• 将音量设置为中等音量，不要长时间使用耳机聆听。
• 应特别小心，避免将音量调到听力无法忍受的水平。
• 请勿将音量调的过高而无法听到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 在具有潜在危险的情况下，必须非常小心或暂时停止使用。
• 在操作机动车辆、自行车或滑板等时请勿使用耳机。 您可能对自己
及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并可能触犯法律。

1.1.4	最大声功率

• 制造商保证其音频播放器符合相关监管机构确定的最大声功率，但
只限于使用提供的原装型号耳机。如需要更换这些耳机，我们建议联
系经销商订购各原装 Philips 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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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录音相关法律约束

• 本设备的录音功能的使用受您所在国适用法律的约束。如对谈话或演
讲进行录音，还应尊重第三方的隐私和个人权利。

• 请注意，在某些国家可能法律规定，对电话交谈进行录音时，您应通
知对方，否则电话录音则是非法的。对电话录音之前，请检查使用这
种数据在您的国家是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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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本用户手册

您可在下列页面中找出设备的快速概览。有关详细说明，请参阅本用户
手册中以下章节。请仔细阅读本用户手册。

2.1	特定型号的功能和图表

本用户手册介绍了一系列型号的设备产品。请注意，某些功能仅由特定
型号提供。

2.2	所用符号标志

提示

• 此符号标志指明帮助您更加高效简便使用设备的信息。

注意

• 此符号标志指明处理或操作设备时必须遵守的各种注意事项。

小心

• 此符号标志警告可能发生的设备损坏和数据丢失。操作不当，可能
导致损坏。

警告

• 此符号标志警告人身伤害危险。操作不当，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设
备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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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语音示踪

我们非常高兴您选择 Philips 设备。请访问我们的网站获取全面支
持，如用户手册、软件下载、保修信息等。www.philips.com/welcome.

3.1	产品亮点

• MP3 格式的立体声录音，音质卓越
• 变焦麦克风功能，具有长达 15 米/50 英尺的录音距离
• ClearVoice 清晰自然的语音再现
• 声控录音模式，无需按按钮（免提操作）
• 预录音功能，避免错失单个单词
• 录音及通过 USB 端口供电，实现无限制录音
• Micro SD 卡插槽，用于扩展存储
• 使用索引标记突出显示重要录音部分
• 日历搜索功能，快速查找所有录音

http://www.philips.com/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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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盒中物品

a		 设备
b		 快速启动指南
c		 DVT1000, DVT1500:两块电池 (AAA)

DVT3000 – DVT7000: 两块充电电池 (AAA)
d		 连接计算机的 USB 数据线 
e		 DVT3000 – DVT7000:立体声耳机
f		 DVT3500:电话拾音器麦克风,用于电话录音
g		 DVT5500, DVT7000:遥控装置(嵌入式电池)
h		 DVT7000:会议麦克风
i		 DVT3500 – DVT7000:箱子
j		 DVT1500:配有语音识别软件的 DVD

注意

• 请注意,向您交付的型号中可能不包括某些个别组件。如出现物品
缺失或损坏，请与经销商联系。

M
E

N
U

 
IN

D
E

X
/a

Register your product and get support at

www.philips.com/welcome
DVT1000

DVT1500

DVT3000

DVT3100

DVT3500

DVT5000

DVT5500

DVT7000

Quick start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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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产品概述

3.3.1	前侧和后侧	(DVT1000,	DVT1500)

a		 开机/关机键、键盘锁
b		 麦克风
c		 状态 LED红色 - 设备正在录音

绿色 - 设备正在重放录音 
黄色 - 正在向/从计算机传输数据

d		 显示屏
e		 扬声器
f		 用于连接计算机的微型 USB 端口（未显示）
g		 按键式操作面板
h		 外部麦克风插口（3.5mm 立体声插头)
i		 耳机插口（3.5mm 立体声插头)
j		 电池盒
k		 存储卡插槽(Micro SD 卡)

M
E

N
U

 
IN

D
E

X
/a

MIC 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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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前侧和后侧	(DVT3000,	DVT7000)

a		 开机/关机键、键盘锁
b		 存储卡插槽(Micro SD 卡)
c		 麦克风
d		 状态 LED红色 - 设备正在录音

绿色 - 设备正在重放录音 
黄色 - 正在向/从计算机传输数据

e		 显示屏
f		 扬声器
g		 用于连接计算机的微型 USB 端口（未显示）
h		 按键式操作面板
i		 折叠架
j		 电池盒
k		 DVT5500, DVT7000:红外线遥控信号传感器窗口
l		 耳机插口（3.5mm 立体声插头)
m		 外部麦克风插口、直插式插口（3.5mm 立体声插头)

F1 F2

M
E

N
U

 
IN

D
E

X
/a

E
A

R
M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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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按键	(DVT1000,	DVT1500)

a	e 短按：录音重放（重放键）、重放暂停（暂停键）
长按：设置重放速度

b	+ 增大音量、菜单导航：选择菜单功能
	 b 短按：跳至下一索引标记，跳至下一录音

菜单导航：显示下一菜单选项卡 
按住：快速向前搜索模式

	 – 减小音量、菜单导航：选择菜单功能
	 h 短按：跳至上一索引标记，跳至上一录音

菜单导航：显示上一菜单选项卡 
按住：快速向后搜索模式

c	i 停止重放（停止键）、关闭菜单
d	z 删除录音（删除键）
e		 短按：调用菜单功能（菜单 键）
f	g 开始录音（录音键），确认选择
g		 停止模式：更改文件夹，录音：设置索引标记（索引/a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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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按键	(DVT3000	–	DVT7000)

a		 DVT5000 – DVT7000:软键 F1
b		 DVT5000 – DVT7000:软功能键 F2

软功能键的功能取决于操作条件；显示屏上显示所分配的功能
c	e 短按：录音重放（重放键）、重放暂停（暂停键）

长按：设置重放速度
d	+ 增大音量、菜单导航：选择菜单功能
	 b 短按：跳至下一索引标记，跳至下一录音

菜单导航：调用下一菜单寄存器 
按住：快速向前搜索模式

	 – 减小音量、菜单导航选择菜单功能
	 h 短按：跳至上一索引标记，跳至上一录音

菜单导航：显示下一菜单选项卡 
按住：快速向后搜索模式

e	j 停止重放（停止键）、关闭菜单
f		 删除：删除录音（删除键）
g		 短按：调用菜单功能（菜单 键）
h	g 开始录音（录音键），确认选择
i		 停止模式：更改文件夹，录音：设置索引标记（索引/a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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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遥控装置	(DVT5500,	DVT7000)

a		 开始录音（录音键）、暂停录音（暂停键）
b		 停止录音（停止键）
c		 电池盒（未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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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00:42

01 / 05

3.4	启动屏幕

a	‚ 声控开启
b		 麦克风灵敏度° – 口述 ¯ – 会话, ± – 语音识别

² – 自动缩放功能 µ – 缩放功能：演讲 · – 缩放功能：
长距离 ¸ – 手动麦克风灵敏度， Ë – 语音直录源

c		 编辑模式设置：Å – 添加录音 Æ – 覆盖录音
d	Ç ClearVoice 已开启（用于更佳的重放质量）
e		 设置重复模式/连续循环Â – 循环播放文件Á – 循环播放

文件夹 Ã – 重复选择/序列 Ä – 随机重复模式
f		 À – 定时器开启 ¿ – 报警开启
g		 均衡器模式设置（用于播放音乐）È – 流行音乐 É – 爵士

音乐 Ê – 古典音乐
h	¾ 电池电量水平
i	j 播放S – 正常 { – 暂停 j – 停止 c – 慢速 U – 快

速 g – 录音 | – 录音已暂停  V W – 搜索 
j		 DVT5000 – DVT7000:软功能键功能
k		 录音索引标记设置
l		 当前播放/录音位置指示器
m		 播放/录音持续时间、录音总时间
n		 左、右通道的播放/录音电平
o		 所选文件夹，取决于所选存储介质（u – 内存 

à – microSD 卡）/当前录音数/文件夹中录音总数
p		 设置录音质量‡ – PCM, … – SHQ, ƒ – HQ, 

ˆ – SP, † – LP, „ – MP3（音乐播放） 
‰ – WMA（音乐播放） 注意

• 各符号标志的位置可能因型号、模式和所选功能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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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菜单概览

注意

• 所选菜单选项卡的符号标志以黑色突出
显示。

a	Ò 文件夹和文件菜单：
使用日历搜索来查找所需文件 

(DVT3000  –  DVT7000)
分割录音
重复文件/重复序列

b	Ó 录音设置：
录音设置
设置麦克风灵敏度
设置录音质量
启用/禁用滤风器 (DVT3000 – DVT7000)
启用/禁用降噪功能 (DVT3000 – DVT7000)
设置编辑模式
启用/禁用安静录音 (DVT3000 – DVT7000)
启用/禁用预录音功能 (DVT3000 – 

DVT7000)
设置定时器
启用/禁用声控录音
设置自动划分
选择外部声源

c	Ô 显示设置：
选择语言
调整显示屏对比度
启用/禁用背光照明功能 (DVT3000 – 

DVT7000)

d	Õ 设备设置：
设置日期和时间
启用/禁用 ClearVoice
均衡器设置 (DVT3000 – DVT7000)
自动关闭
闹钟
格式化存储器
启用/禁用录音指示灯
启用/禁用按键和信号音
设置文件位置
显示设备信息

e	Ö 收音机设置：
收音机模式
预设电台
设置无线电播放输出设备

f		可用菜单功能列表

g		所选菜单选项卡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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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一步

使用下述页面中的安装指南快速轻松开始使用设备。

小心

• 请按照说明操作设备，特别是电池和充电电池说明 （请参阅第 5 
页章节 1.1.1 电池和充电电池）。

4.1	插入电池

本设备附带两块 AAA 型干电池 (DVT1000, DVT1500) 或两块 AAA 型
充电电池 (DVT3000 – DVT7000)。

1	 DVT1000, DVT1500:向下滑动电池盒盖。

2	 DVT3000 – DVT7000:通过打开锁扣和取下外盖来打开设备后侧的
电池盒盖。

3	 如图所示，将干电池或充电电池插到设备内。确保电池极性正确。

4	 关闭电池盒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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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对设备中充电电池进行充电

DVT3000 – DVT7000

注意

• LFH9154 Philips 充电电池可在本设备中进行充电。将本设备连接
到计算机或使用外部充电器。

• 首次使用前，请充满充电电池。
• 完全充电周期约需 2.5 小时。对电池充电时，必须打开计算机。
如计算机的 USB 端口不能提供足够的电能，请使用外部电池充电
器。

1	 将 USB 连接器插到计算机的 USB 端口上。

2	 将微型 USB 插头插到设备底部的 USB 端口上。

4.3	开机/关机

1	 向下滑动设备侧面的电源开关约两秒。
 X 设备开启并显示启动屏幕。

2	 如要关机，再次下拉设备侧面的电源开关并按住约两秒。

注意

• 如在预先设置的时间内未按下任何键，则设备会自动关机。 （请
参阅第 47 页章节 9.3.4 自动关闭）

4.4	初始化安装过程

当首次使用本设备或可能出现长时间电源中断时，初始化安装过程开
始。所输入的日期和时间与每次录音一起保存为录音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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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选择语言

1	 使用 +	/	– 键选择所需的显示语言。

2	 按下录音键 g进行确认。

注意

• 可能未提供您所需的语言。请选择替代语言。

4.4.2	设置日期和时间

1	 按 +	/	– 来设置年。

2	 按 b。

3	 按 +	/	– 来设置月。

4	 按 b。

5	 按 +	/	– 来设置日。

6	 按 b。

7	 按 +	/	– 切换 12/24 小时系统。

8	 按 b。

9	 按 +	/	– 来设置小时。

10	按 b。

11	按 +	/	– 来设置分钟。

12	按下录音键 g进行确认。

提示

• 您能够使用设置菜单随时更改语言、日期和时间 （请参阅第 44 
页章节 9.2.1 选择语言） （请参阅第 45 页章节 9.3.1 设置日期
和时间）。

4.5	显示录音和设备信息

1	 在停止模式下按停止键（启动屏幕） j。

a	显示屏显示所选录音的属性。存储位置符号标志、录音日期和
时间、录音质量、录音长度及以 Mb 为单位的文件大小。

b	显示屏显示一般设备相关数据：日期和时间、在所选存储器中
保存录音时间、设备的固件版本。

2	 按停止键 j 可返回到停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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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启用/禁用键盘锁

键盘锁禁用设备上的所有键。设备的定时器功能持续运行。

1	 向上滑动保持开关至 保持 位置可锁定设备键盘。
 X 显示屏短暂显示“暂停”然后关闭。

2	 向下滑动保持开关至 Off 位置，可解除键盘锁。
 X 显示屏短暂显示“关闭暂停”然后关闭。

4.7	插入	Micro	SD	卡

小心

• 录音期间请勿拆卸存储卡。如这样做，则可损坏或丢失数据。

1	 DVT3000 – DVT7000:往侧面掀开存储卡插槽盖。

2	 将 Micro SD 卡插到卡槽内，触点向上。

3	 插入存储卡直到卡入到位。

4	 如要移除存储卡，则轻按存储卡，直到卡紧装置解锁并且弹出存储
卡。

注意

• 如要确保本设备将录音保存到存储卡上，则必须从内存切换到 
Micro SD 存储卡。 （请参阅第 37 页章节 9.1.1 设置文件位
置）显示屏显示文件夹图标，它指示当前录音存储位置。u, v, 
w, x, y – 内存 à, á, â, ã, ä – 存储卡。

4.8	抽出支架	(DVT3000	-	DVT7000)

当要把设备立于桌子上时，例如开会录音，使用设备后侧的支架。这样能
够充分利用设备后侧的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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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抽出设备后侧的支架。

2	 将设备置于平整的表面上，例如桌子。

4.9	使用遥控装置	(DVT5500,	DVT7000)

电池已嵌入到遥控装置中。它通过塑料条保护，确保运输过程中无电能
消耗。

1	 从遥控装置底部的电池盒抽出塑料条。

4.10	如何使用遥控装置

注意

• 当遥控装置停止工作时，更改电池。 （请参阅第 50 页章节 10.3 
更换遥控装置电池 (DVT5500, DVT7000)）

• 如不使用并且要长时间存放遥控装置，则取出其中的电池。
• 使用过的电池或充电电池应弃置于官方收集点。

将遥控装置指向设备侧面的接收器。设备角度不应超过 80 度，距离不
应超过 3 米。确保遥控装置和设备之间没有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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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附件

根据设备类型，产品包可包括各种不同附件。其他附件可直接从零售商
获取。

4.11.1	如何连接耳机

交货范围：DVT3000 – DVT7000

警告

• 将音量设置为中等音量，不要长时间使用耳机聆听。暴露于强声
环境会导致听力损伤。请遵守听力安全说明（请参阅第 5 页章节 
1.1.3 听力保护）。

1	 插入耳机之前，调低音量。

2	 将插头插到设备顶部 (DVT1000, DVT1500) 或侧面的 (DVT3000 
– DVT7000) EAR 耳机输出端。

MICEAR

E
A

R
M

I
C

E
A

R

MICEAR

3	 调高音量直到达到舒适的听力水平。连接耳机后，扬声器会关闭。

4.11.2	连接外部麦克风

注意

• 如向设备连接了外部麦克风，则录音源会自动切换且设备麦克风会
关闭。

1	 停止当前正在进行的录音。

2	 将插头插到设备顶部 (DVT1000, DVT1500) 或侧面 (DVT3000 – 
DVT7000) 的 MIC 麦克风输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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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EAR

MIC

E
A

R
M

I
C

M
I
C

4.11.3	如何使用电话拾音器麦克风

交货范围：DVT3500

小心

• 电话录音受您所在国家适用法律约束。对电话录音之前，请检查使
用这种数据在您的国家是否合法。

采用电话拾音器麦克风对电话录音。

MICEAR

E
A

R
M

I
C

1	 停止当前正在进行的录音。

2	 将插头插到设备顶部 (DVT1000, DVT1500) 或侧面 (DVT3000 – 
DVT7000) 的 MIC 麦克风输出端。

3	 将麦克风耳机放入耳中。

4	 开始录音

5	 使用任何手机或座机打电话。将手机或电话接收器置于麦克风旁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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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	如何使用会议麦克风

交货范围：DVT7000
会议麦克风可在开会期间或多方会谈期间使用。为了获得最佳的声音质
量，与会者与麦克风的距离不应超出两米。

1	 停止当前正在进行的录音。

2	 将插头插到设备顶部 (DVT1000, DVT1500) 或侧面 (DVT3000 – 
DVT7000) 的 MIC 麦克风输出端。

MICEAR

E
A

R
M

I
C

3	 将外部源设置切换到单声道麦克风 （请参阅第 43 页章节 9.1.14 
选择外部声源）。

4	 开始录音

提示

• 如在较大房间或有众多与会者的会议中录音，则可通过连接最多
三个会议麦克风来扩大录音范围。

4.12	连接到计算机

一旦将本设备连接到计算机，则可选择以下任一选项。
• 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您可以使用文件资源管理器来访问设备数据，
而无需另行安装软件。设备自动显示为可移动驱动器。这是存储、备
份和和移动文件的便捷方法。（请参阅第 25 页章节 4.12.1 从设备或
向设备传输文件）.

• 通过 USB 供电：通过 USB 供电时录音，不会耗尽电池电量。在存储
器已满之前，都可以一直录音。

提示

• 当设备连接到计算机时，按下并按住录音键 g 可开始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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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 USB 连接器插到计算机的 USB 端口上。

2	 将微型 USB 插头插到设备底部的 USB 端口上。
 X 设备在文件资源管理器中显示为大容量存储设备。

小心

• 从设备或向设备传输文件时，请勿从计算机断开设备（正在传输数
据时，状态 LED 指示灯以黄色闪烁）。这样可能损坏或毁坏文件。

• 请勿在计算机上格式化此设备驱动器。如希望删除所有数据，请使
用 。。。。。 功能。 （请参阅第 49 页章节 10.1.2 格式化存储器）

4.12.1	从设备或向设备传输文件

您可以使用文件资源管理器来访问设备数据，而无需另行安装软件。设
备自动显示为可移动驱动器。

1	 如上所述，将设备连接到计算机。

2	 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X 本设备会显示为大容量存储设备，名称为 PHILIPS。将 声音 
文件夹用于录音，将 音乐 文件夹用于音乐文件。

3	 将文件复制或移动到计算机上或删除文件以存档录音及释放设备
空间。

小心

• 从设备或向设备传输文件时，请勿从计算机断开设备（正在传输数
据时，状态 LED 指示灯以黄色闪烁）。这样可能损坏或毁坏文件。

• 请勿在计算机上格式化此设备驱动器。如希望删除所有数据，请使
用 。。。。。 功能。 （请参阅第 49 页章节 10.1.2 格式化存储器）

注意

DVT3000 – DVT7000:
• 本设备支持 WMA 和 MP3 格式的音乐文件, 可通过计算机将其传
输到本设备的 音乐 文件夹中。这些文件存储于设备的 y/ä 文
件夹中。

• 不支持具有复制保护（数字版权管理 DRM）的文件。
• 本设备能够存储多达 99 个音乐文件。

4.12.2	从计算机断开连接

1	 选择文件资源管理器中的“弹出 USB”。

2	 从计算机拔下 USB 数据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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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录音

本设备提供了多种功能，可在录音过程中使用或用于提高录音质量。索
引标记可用于将某一录音中的特定点标记为参考点。使用定时器和声控
功能自动开始录音。预录音功能允许在按下录音键前录制过去五秒。

5.1	录音设置

在开始录音之前，设置所需录音质量和麦克风灵敏度或选择自动调整。
此功能允许自定义设置（录音质量、麦克风灵敏度等）来以适合录音条
件。 （请参阅第 37 页章节 9.1.2 自动调整录音设置 (DVT3000 – 
DVT7000)）
如需要进行户外录音，则还可启用滤风器功能来降低因风产生的噪音。 
（请参阅第 39 页章节 9.1.5 启用/禁用滤风器 (DVT3000 – DVT7000)
）
当您在噪声嘈杂的环境（例如 在人群中或在火车或汽车旅行期间）
录音时，可以启用降噪功能来降低背景噪音。 （请参阅第 39 页章节 
9.1.6 启用/禁用降噪功能 (DVT3000 – DVT7000)）

小心

• 设备正在录音时，请勿拆卸电池或充电电池。如这样做，则可损坏
或丢失数据。设备也可能会出现故障。

1	 当设备已停止时，按 索引/a 键来选择所需文件夹。
 X 根据所选位置文件夹，会显示下列图标：显示u, v, w, 

x, y – 内存 à, á, â, ã, ä – 存储卡。

2	 将内置麦克风指向声源并按 g。
 X 录音/播放指示灯红灯点亮。录音持续时间和剩余录音时间显

示于显示屏的所选文件夹中。

3	 检查录音电平/音量。

4	 按 g 暂停录音。
 X 录音/播放指示灯会以红灯闪烁。

5	 按 g 键可恢复录音。

6	 按 j 键可停止录音。
 X 设备返回到停止模式。

注意

• 开始新录音：如要停止当前录音及开始新录音，请按 b。
• 开始播放：录音时，按 e。当前录音停止并播放最后三秒录音。
• 添加索引标记：录音期间，按 索引/a 可添加索引标记。 （请参
阅第 27 页章节 5.1.2 添加索引标记）

• 为了防止长时间录音期间文件越来越大，例如持续数小时的会议，
您可以自动分割录音。 （请参阅第 42 页章节 9.1.12 设置自动
划分）.

• 每个文件夹能够存储多达 99 个文件。存储大小取决于位置文件夹
和录音质量。 （请参阅第 38 页章节 9.1.3 设置录音质量）如录
音时间或文件数超出可用容量，则录音停止并显示警告消息。您不
能继续录音。请删除不再需要的录音，或将设备连接到计算机并将
文件传输到计算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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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 DVT3000 – DVT7000:手调麦克风灵敏度 
录音期间按 +	/	– 可调整麦克风灵敏度。

• 如要进行长时间录音，则在开始录音前更换电池或对电池充电。您
还可以使用 USB 数据线将设备连接到计算机。当设备连接到计算
机时，设备通过 USB 数据线供电，电池不再耗电。

• DVT5500, DVT7000:使用遥控装置控制录音。按 { 录音/暂停 键
可开始或暂停录音。按 j 停止 键可停止录音。

• DVT5000 – DVT7000:按 F1/F2 键可调用麦克风灵敏度和录音质
量设置菜单。

5.1.1	使用外部麦克风录音

如向设备连接了外部麦克风，则录音源会自动切换且设备麦克风会关
闭。当您向麦克风端口连接了单声道麦克风或放大录音源（例如：立体
声音响系统），则应设置外部录音源。 （请参阅第 43 页章节 9.1.14 
选择外部声源）

5.1.2	添加索引标记

索引标记可用于将某一录音中的特定点标记为参考点。按 h	/	b 可
选择索引标记。 （请参阅第 30 页章节 6.2 播放录音或音乐文件）

1	 录音期间，按 索引/a 键可添加索引标记。 
 X 索引编号显示 1 秒。每页可设置多达 32 个索引标记。

提示

• 暂停录音时也可添加索引标记。

5.1.3	使用缩放功能录音

使用缩放功能可聚焦于前麦克风，滤音器从侧面发出声音。这允许您进
行远距离演讲或语音录音。 （请参阅第 38 页章节 9.1.4 设置麦克风
灵敏度）

5.1.4	使用预录音功能	(DVT3000	-	DVT7000)

预录音功能允许在按下录音键前录制最后五秒。设备切换至待机模式并
进行五秒循环录音但不保存。按录音键可保存五秒循环录音。此功能允
许您自动对重要会话部分进行录音。

1	 开启预录音功能。 （请参阅第 41 页章节 9.1.9 启用/禁用预录音
功能 (DVT3000 – DVT7000)）

2	 按 g 键。
 X 设备切换至待机模式并进行五秒循环录音但不保存。

3	 按 g 键。
 X 设备开始录音并保存五秒循环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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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自动开始录音

提供了两种开始自动录音的选择，包括定时器功能和声控功能。

5.2.1	使用定时器功能

您可以使用此功能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开始录音。设备能够对设备的麦克
风、收音机或外部音源录音。

1	 在“设置”菜单自定义定时器设置，启用此功能。  （请参阅第 41 
页章节 9.1.10 设置定时器）

 X 如此功能已启用，则会显示 À 图标。设备会在指定时间开始
录音。此时可以关闭设备，也可锁定键盘。

5.2.2	使用声控功能

如启用声控录音，则当您开始讲话时会开始录音。当你停止讲话并沉默
三秒钟后，设备会自动暂停录音，仅当您再次开始讲话时，才恢复录音。
使用声控电平设置设备应开始录音的音量。

1	 在“设置”菜单自定义声控录音设置，启用此功能。  （请参阅第 
42 页章节 9.1.11 启用/禁用声控录音）

 X 如此功能已启用，则会显示 ‚ 图标。

2	 按 g 键。
 X 设备切换至待机模式。此时会显示 (|) 图标。当您开始讲话

时，会开始录音。当你停止讲话并沉默三秒钟后，设备会自动暂停录
音。

3	 按 j 键可停止录音。
 X 设备返回到停止模式。

提示

• 录音期间按 +	/	– 键可调整声控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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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播放

提示

• 打开 ClearVoice 功能可获得更佳的播放质量。低音片段得以动态
调整，使柔和的声音更加清晰、更加易于理解。 （请参阅第 46 页
章节 9.3.2 启用/禁用 ClearVoice）

6.1	选择录音

1	 当设备已停止时，按 INDEX/a键可选择所需文件夹。
 X 根据所选位置文件夹，会显示下列图标：显示u, v, w, 

x, y – 内存 à, á, â, ã, ä – 存储卡。（A, B, C 和 D 
为录音文件夹 y/ä 文件夹包含音乐文件）。

2	 设备已停止时，按 b 。

a	位置指示器跳至文件末尾。

b	位置指示器跳至下一文件开头。

3	 设备已停止时，按 h 。

a	位置指示器跳至文件开头。

b	位置指示器跳至上一文件末尾。

注意

• 如文件包含索引标记，按 h	/	b 可跳至上一或下一索引标记
处。

 X 除了总录音时间，索引编号显示 1 秒，

注意

DVT3000 – DVT7000:
• 本设备支持 WMA 和 MP3 格式的音乐文件, 可通过计算机将其传
输到本设备的 音乐 文件夹中。这些文件存储于设备的 y/ä 文
件夹中。播放期间会显示音乐格式图标。„ – MP3 文件
‰ – WMA 文件

• 不支持具有复制保护（数字版权管理 DRM）的文件。
• 本设备能够存储多达 99 个音乐文件。

6.1.1	使用日历搜索来查找所需文件	(DVT3000		–		DVT7000)

设备的搜索功能提供全部存储记录的列表，此列表按录音日期排序。

1	 设备已停止时，按 菜单 。

2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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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 h	/	b 选择所需日期。 

4	 按 +	/	– 选择所需文件。
 X 每个突出显示的文件的前十秒能够进行预览显示。

5	 按 e 播放所选文件。

6.2	播放录音或音乐文件

提示

• 当设备处于停止模式时，播放将以三秒倒回开始。此功能在转录录
音期间特别有用。

1	 如上所述选择所需文件。

2	 按 e 播放所选文件。
 X 录音/播放指示灯会以绿灯点亮。显示屏上会显示当前文件的

总播放时间。

3	 按 +	/	– 按钮来调整音量。

4	 按 e 键可暂停播放。
 X 此时播放会停止且绿色 LED 指示灯会开始闪烁。

5	 按 j 键可停止播放。
 X 播放暂停于当前位置。设备返回到停止模式。当您恢复播放后，

会在当前位置前三秒开始播放。

6	 按 e 可从前一位置继续播放。

7	 按 h	/	b 可跳至文件开头或末尾。

提示

• DVT3000 – DVT7000:您可以在播放音乐文件时调用均衡器和播放
模式设置。

• DVT5000 – DVT7000:按 F1/F2 来调用播放速度和 ClearVoice 
功能或显示日期、时间和剩余录音时间。

6.3	调整播放速度

1	 播放期间按住 e 键至少 2 秒。

a	这样会将设备切换到慢速播放。此时会显示 c 图标。

b	这样会将设备切换到快速播放。此时会显示 U 图标。

c	这样会将设备切换到正常播放。此时会显示 S 图标。

6.4	快速搜索

您可以在当前文件中快速向前或向后扫描。这允许查找特定录音部分。

1	 播放期间或当设备已停止时，按住 h 或 b 按钮
 X 可在当前文件中快速向前或向后扫描。

2	 松开按键
 X 可以选定的速度从当前位置恢复播放。



31播放目录

6.5	重复文件/重复序列

您可以自动重复播放某个文件、文件夹或序列（=循环）。

1	 在停止模式（启动屏幕）下，按 菜单。

2	 按 +	/	– 选择 。。 功能。

3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4	 按 +	/	– 自动重复播放某个文件、文件夹或序列。
 X 此时会显示重复模式图标。Â – 重复播放某一文件

Á – 重复播放某一文件中所有文件
Ã – 重复播放某一选择区对象/序列
a	按 索引/a可在所选起始点重复播放某一序列。
b	按 索引/a可在所选结束点重复播放某一序列。
Ä – 随机播放

5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X 开始重复播放文件、文件夹或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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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编辑和删除

您能够覆盖某一录音某一部分或插入新录音。您可以将某一较大的录
音分割为多个单独的文件，便于进行编辑。您可以从设备中删除单个录
音。

7.1	编辑录音

7.1.1	添加或覆盖某一录音

您可以通过覆盖现有录音的某一部分或在其末尾添加新录音来对其进
行编辑。您可以使用覆盖模式从当前位置删除现有录音

注意

• 当进行编辑时，使用原始录音录音质量。

1	 设置所需编辑模式。 （请参阅第 40 页章节 9.1.7 设置编辑模
式）

 X 此时会显示所选编辑模式图标。Å – 添加录音Æ – 覆盖
录音

小心

• 您可以使用覆盖模式从当前位置删除现有录音

2	 设备已停止时（启动屏幕），按 索引/a 按钮来选择希望编辑其中
录音的文件夹。

注意

• DVT3000 – DVT7000:您不能编辑音乐文件夹中的文件 (y/ä)。

3	 按 h	/	b 来选择希望编辑的录音。

4	 覆盖录音：播放录音到希望添加新部分的位置点，使用快速搜索功
能或按 h	/	b 跳至索引标记处。

5	 按 e 键可暂停播放。

6	 按 g 键可开始录制新部分。
 X 新文件会根据设定的编辑模式覆盖其余录音或添加到其末

尾。

7	 按 g 暂停录音。

8	 按 j 键可停止录音。
 X 设备返回到停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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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分割录音

将某一较大的录音分割为两个单独的录音，以便能够更加轻松地进行
存档或经由电子邮件传输，或删除某一部分录音。

1	 设备已停止时（启动屏幕），按 索引/a 按钮来选择希望分割其中
文件的文件夹。

2	 按 h	/	b 来选择希望分割的录音。

3	 如要分割某一录音，则播放此录音并将其停止于应进行分割的位
置。按 j 键可停止播放。或者按 h	/	b 键跳至录音应进行分割
的索引标记位置。

4	 按 菜单键。

5	 按 +	/	– 选择 。。 功能。

6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7	 使用 +	/	– OK 进行选择。

8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X 录音已分割。自动重新分配顺序文件编号。

7.2	删除设备上录音

您可以从设备中删除单个录音。如希望重命名或删除整个文件夹，则将
设备连接到计算机。

小心

• 仅删除不再需要的录音。切记，所删除的录音无法恢复。

1	 设备已停止时（启动屏幕），按 索引/a 按钮来选择希望删除其中
录音的文件夹。

2	 按 h	/	b 来选择希望删除的录音。

3	 按住 z 和/或 删除 键至少 2 秒。

4	 按 g 来确认删除。
 X 录音已删除。自动重新分配顺序文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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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收音机	DVT5000	–	DVT7000

注意

• 耳机是设备的天线。仅当耳机已连接到设备时，才可使用无线电接
收。

8.1	收音机模式

1	 将耳机连接到设备。（请参阅第 22 页章节 4.11.1 如何连接耳机）.

2	 按住 菜单 键至少 2 秒进入收音机模式。

3	 按 h	/	b 选择所需频率。或者：按住 h	/	b 开始搜索下一
个电台。

4	 按 +	/	– 按钮来调整音量。

5	 按住 菜单 键至少 2 秒来退出收音机模式。

提示

• 按 F1 来退出收音机模式。

提示

• 您也可以使用菜单进入/退出收音机模式。

a	在停止模式（启动屏幕）下，按 菜单。

b	按 h	/	b 来选择收音机菜单 Ö。FM 。。。。。

c	按 +	/	– 来选择 FM 。。。。。 和 。 功能。

d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8.2	预设电台

收音机可以预设存储多达 20 个电台。

提示

• 按 F2 来搜索电台。

8.2.1	自动保存电台

1	 设备处于收音机模式时，按 菜单 。

2	 按 +	/	– 选择 。。。。 功能。

3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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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 +	/	– 选择 。。。。 功能。

5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X 设备自动搜索并在预设中自动存储无线电频率。本设备能够存

储多达 20 个电台。

8.2.2	手动保存电台

1	 设备处于收音机模式时，按 菜单 。

2	 按 +	/	– 选择 。。。。 功能。

3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4	 按 +	/	– 选择 。。。。 功能。

5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6	 按 h	/	b 选择所需频率。或者：按住 h	/	b 开始搜索下一
个电台。

7	 按 g 键在预设中保存所选电台。

8.2.3	删除预设电台

1	 按 h	/	b 来选择希望删除的电台。

2	 按住删除键 z 或 清除 键至少 2 秒。

3	 按 g 来确认删除。

8.3	设置无线电播放输出设备

在收音机模式下，插入耳机时，设备扬声器不会静音。您可以根据喜好
选择使用耳机或扬声器收听广播。

1	 设备处于收音机模式时，按 菜单 。

2	 按 +	/	– 选择 。。 功能。

3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4	 按 +	/	– 来选择使用耳机或扬声器收听广播。

5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6	 按 菜单 来返回到收音机模式。

8.4	从	FM	收音机录音

您可以对 FM 收音机进行录音。

1	 如上所述启动收音机，然后选择希望录音的电台。

2	 按 g 键。
 X 录音/播放红色指示灯点亮。

3	 按 g 暂停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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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 j 键可停止录音。
 X 设备返回到收音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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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设置

当设备已停止时（启动屏幕），按 菜单 键进入设置菜单。

注意

• 在某一操作结束后按 j 键可返回到停止模式。在操作期间按 j 
键可取消操作，不必保存，便可返回到停止模式。

9.1	录音设置

9.1.1	设置文件位置

显示屏显示文件夹图标，它指示当前录音存储位置。u, v, w, x, 
y – 内存 à, á, â, ã, ä – 存储卡。

1	 在停止模式（启动屏幕）下，按 菜单。

2	 按 h	/	b 来选择设备设置菜单  Ö。

3	 按 +	/	– 选择 。。。。  功能。

4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5	 按 +	/	– 来选择希望将各文件保存到内存还是 Micro SD 卡。

6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7	 按 j 键可退出此菜单。

提示

• 按 j 键可取消操作，不必保存，便可返回到停止模式。

9.1.2	自动调整录音设置	(DVT3000	–	DVT7000)

此功能允许设备自动调整录音设置（录音质量、麦克风灵敏度等）以适
合录音条件。 

1	 在停止模式（启动屏幕）下，按 菜单。

2	 按 h	/	b 键来选择录音设置菜单  Ö。

3	 按 +	/	– 选择 。。。。。。 功能。

4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5	 按 +	/	– 启用/禁用此功能。

6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7	 按 j 键可退出此菜单。

提示

• 按 j 键可取消操作，不必保存，便可返回到停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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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设置录音质量

按照数据速率（比特率），使用录音质量设置来设置文件格式和录音质
量。录音质量越高，文件越大，所能创建的录音数越少。

1	 在停止模式（启动屏幕）下，按 菜单。

2	 按 h	/	b 键来选择录音设置菜单  Ö。

3	 按 +	/	– 选择 。。。。。。 功能。

4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5	 按 +	/	– 选择所需录音质量。
 X 此时会显示所选录音质量设置图标。‡ – 最高质量、未压

缩、格式：WAV, 1,411 kbit/s 
… – 卓越质量、格式：MP3, 192 kbit/s
ƒ – 高质量、格式：MP3, 96 kbit/s
ˆ – 高于平均录音时间MP3, 64 kbit/s
† – 较长录音时间、格式：MP3, 8 kbit/s

6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7	 按 j 键可退出此菜单。

提示

• 按 j 键可取消操作，不必保存，便可返回到停止模式。

提示

• DVT5000 – DVT7000:按 F1/F2 键可调用麦克风灵敏度和录音质
量设置菜单。

9.1.4	设置麦克风灵敏度

您可以自定义麦克风设置以满足录音条件。调整录音灵敏度，以避免录
音背景噪音及适应录音环境。使用缩放功能可聚焦于前麦克风，滤音器
从侧面发出声音。这允许您进行远距离演讲或讲话录音。 

1	 在停止模式（启动屏幕）下，按 菜单。

2	 按 h	/	b 键来选择录音设置菜单  Ö。

3	 按 +	/	– 选择 。。。。。 功能。

4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5	 按 +	/	– 选择所需录音质量。
 X 此时会显示所选麦克风/录音灵敏度图标。° – 。。 – 适用于

设备附近声源录音的最佳设置± – 。。。。 – 使用语音识别软件优化
的用于后续编辑的录音。̄  – 。。 – 适用于设备近旁多声源录音
的最佳设置。² – 。。。。 (DVT5000 – DVT7000) – 自动调整缩放功
能，适用于较长距离声源录音µ – 。。 – 适用于较长距离声源录
音的最佳设置。· – 。。。 (DVT5000 – DVT7000) – 适用于长达 
15 米/50 英尺距离声源录音的最佳设置。̧  – 。。。。 (DVT3000 – 
DVT7000) – 手动设置麦克风/录音灵敏度。按 h	/	b 可选择 1
（最低灵敏度、非常接近）到 9（最高灵敏度、远距离）的灵敏度级
别。录音期间按 +	/	– 键可调整麦克风/录音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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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7	 按 j 键可退出此菜单。

提示

• 按 j 键可取消操作，不必保存，便可返回到停止模式。

9.1.5	启用/禁用滤风器	(DVT3000	–	DVT7000)

如需要进行户外录音，则还可启用滤风器功能来降低因风产生的噪音。 

1	 在停止模式（启动屏幕）下，按 菜单。

2	 按 h	/	b 键来选择录音设置菜单  Ö。

3	 按 +	/	– 选择 。。。。。 功能。

4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5	 按 +	/	– 启用/禁用此功能。

6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7	 按 j 键可退出此菜单。

提示

• 按 j 键可取消操作，不必保存，便可返回到停止模式。

9.1.6	启用/禁用降噪功能	(DVT3000	–	DVT7000)

当您在噪声嘈杂的环境（例如 在人群中或在火车或汽车旅行期间）录
音时，可以启用降噪功能来降低背景噪音。 

1	 在停止模式（启动屏幕）下，按 菜单。

2	 按 h	/	b 键来选择录音设置菜单  Ö。

3	 按 +	/	– 选择 。。 功能。

4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5	 按 +	/	– 启用/禁用此功能。

6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7	 按 j 键可退出此菜单。

提示

• 按 j 键可取消操作，不必保存，便可返回到停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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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	设置编辑模式

您可以通过覆盖现有录音的某一部分或在其末尾添加新录音来对其进
行编辑。您可以使用覆盖模式从当前位置删除现有录音

1	 在停止模式（启动屏幕）下，按 菜单。

2	 按 h	/	b 键来选择录音设置菜单  Ö。

3	 按 +	/	– 选择 。。。。 功能。

4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5	 按 +	/	– 来选择希望向现有录音添加新部分还是希望删除现有录
音的某一部分并将其覆盖，或是关闭此功能。

 X 此时会显示所选编辑模式图标。Å – 添加录音Æ – 覆盖
录音

6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7	 按 j 键可退出此菜单。

提示

• 按 j 键可取消操作，不必保存，便可返回到停止模式。

9.1.8	启用/禁用安静录音	(DVT3000	–	DVT7000)

使用此功能关闭录音期间的显示屏指示、LED 状态及信号音。这允许您
在显示屏上无可视录音指示的情况下进行录音。

1	 在停止模式（启动屏幕）下，按 菜单。

2	 按 h	/	b 键来选择录音设置菜单  Ö。

3	 按 +	/	– 选择 。。。。 功能。

4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5	 按 +	/	– 启用/禁用此功能。

6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7	 按 j 键可退出此菜单。

提示

• 按 j 键可取消操作，不必保存，便可返回到停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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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	启用/禁用预录音功能	(DVT3000	–	DVT7000)

预录音功能允许在按下录音键前录制最后五秒。设备切换至待机模式并
进行五秒循环录音但不保存。按录音键可保存五秒循环录音。

1	 在停止模式（启动屏幕）下，按 菜单。

2	 按 h	/	b 键来选择录音设置菜单  Ö。

3	 按 +	/	– 选择 。。。 功能。

4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5	 按 +	/	– 启用/禁用此功能。

6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7	 按 j 键可退出此菜单。

提示

• 按 j 键可取消操作，不必保存，便可返回到停止模式。

9.1.10	设置定时器

您可以使用此功能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开始录音。设备能够通过设备的麦
克风、收音机或外部声源录音。

1	 在停止模式（启动屏幕）下，按 菜单。

2	 按 h	/	b 键来选择录音设置菜单  Ö。

3	 按 +	/	– 选择 。。。 功能。

4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5	 按 +	/	– 来选择 。。。。 功能设置闹钟。

6	 如上所述，设置日期和时间。 （请参阅第 45 页章节 9.3.1 设置日
期和时间）

7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8	 按 +	/	– 来选择 。。。 功能设置声源。

9	 按 +	/	– 来选择应通过麦克风、外部声源还是电台进行录音。在通
过 FM 收音机录音之间选择预设电台。

10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X 如此功能已启用，则会显示 À 图标。设备会在指定时间开始

录音。

11	按 +	/	– 来选择 。 功能关闭定时器。

提示

• 按 j 键可取消操作，不必保存，便可返回到停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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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	启用/禁用声控录音

如启用声控录音，则当您开始讲话时会开始录音。当你停止讲话并沉默
三秒钟后，设备会自动暂停录音，仅当您再次开始讲话时，才恢复录音。
使用声控电平设置设备应开始录音的音量。

1	 在停止模式（启动屏幕）下，按 菜单。

2	 按 h	/	b 键来选择录音设置菜单  Ö。

3	 按 +	/	– 选择 。。 功能。

4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5	 按 +	/	– 选择 。 功能。

6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7	 按 h	/	b 可在声控级别 1（非常灵敏，设备以低音量切换）和级
别 9（最低灵敏度，设备以较高音量打开）之间进行切换。当设备处
于“录音”模式时，按 +	/	– 可调整声控级别。

8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X 如此功能已启用，则会显示 ‚ 图标。

9	 按 +	/	– 来选择 。 功能关闭声控录音。

提示

• 按 j 键可取消操作，不必保存，便可返回到停止模式。

9.1.12	设置自动划分

您可以自动划分长时间录音，如数小时会议录音。一旦达到设定时间，则
设备会停止当前录音并自动开始新录音。

1	 在停止模式（启动屏幕）下，按 菜单。

2	 按 h	/	b 键来选择录音设置菜单  Ö。

3	 按 +	/	– 选择 。。。。 功能。

4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5	 按 +	/	– 来选择希望每隔 30 分钟还是 60 分钟录音到新文件，还
是希望关闭此功能。

6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7	 按 j 键可退出此菜单。

提示

• 按 j 键可取消操作，不必保存，便可返回到停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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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3	启用/禁用录音指示灯

此功能允许您关闭状态 LED。

1	 在停止模式（启动屏幕）下，按 菜单。

2	 按 h	/	b 来选择设备设置菜单  Ö。

3	 按 +	/	– 选择 。。。。。 功能。

4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5	 按 +	/	– 启用/禁用 LED 指示灯。

6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7	 按 j 键可退出此菜单。

提示

• 按 j 键可取消操作，不必保存，便可返回到停止模式。

9.1.14	选择外部声源

如向设备连接了外部麦克风，则录音源会自动切换且设备麦克风会关
闭。当您向麦克风端口 (DVT3000 – DVT7000) 连接了单声道麦克风
或放大录音源（例如：立体声音响系统），则应设置外部录音源。 

1	 在停止模式（启动屏幕）下，按 菜单。

2	 按 h	/	b 键来选择录音设置菜单  Ö。

3	 按 +	/	– 选择 。。。。 功能。

4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5	 按 +	/	– 可连接外部单声道或立体声麦克风或放大录音源 ( 。。。。)。

6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7	 按 j 键可退出此菜单。
 X 使用 。。。。时，会显示 Ë 图标。

提示

• 按 j 键可取消操作，不必保存，便可返回到停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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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显示屏设置

9.2.1	选择语言

注意

• 可能未提供您所需的语言。请选择替代语言。

1	 在停止模式（启动屏幕）下，按 菜单。

2	 按 h	/	b 键来选择显示屏设置菜单  Ö。

3	 按 +	/	– 选择 。。 功能。

4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5	 使用 +	/	– 键选择所需的显示语言。

6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7	 按 j 键可退出此菜单。

提示

• 按 j 键可取消操作，不必保存，便可返回到停止模式。

9.2.2	调整显示屏对比度

1	 在停止模式（启动屏幕）下，按 菜单。

2	 按 h	/	b 键来选择显示屏设置菜单  Ö。

3	 按 +	/	– 选择 。。。 功能。

4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5	 按 h	/	b 选择所需显示对比度。

6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7	 按 j 键可退出此菜单。

提示

• 按 j 键可取消操作，不必保存，便可返回到停止模式。

9.2.3	启用/禁用背光照明功能	(DVT3000	–	DVT7000)

1	 在停止模式（启动屏幕）下，按 菜单。

2	 按 h	/	b 键来选择显示屏设置菜单  Ö。

3	 按 +	/	– 选择 。。 功能。

4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5	 按 +	/	– 启用/禁用背光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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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7	 按 j 键可退出此菜单。

提示

• 按 j 键可取消操作，不必保存，便可返回到停止模式。

9.3	设备设置

9.3.1	设置日期和时间

所输入的日期和时间与每次录音一起保存为录音时间。

1	 在停止模式（启动屏幕）下，按 菜单。

2	 按 h	/	b 来选择设备设置菜单  Ö。

3	 按 +	/	– 选择 。。/。。 功能。

4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5	 按 +	/	– 来设置年。

6	 按 b。

7	 按 +	/	– 来设置月。

8	 按 b。

9	 按 +	/	– 来设置日。

10	按 b。

11	按 +	/	– 切换 12/24 小时系统。

12	按 b。

13	按 +	/	– 来设置小时。

14	按 b。

15	按 +	/	– 来设置分钟。

16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17	按 j 键可退出此菜单。

提示

• 按 j 键可取消操作，不必保存，便可返回到停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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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启用/禁用	ClearVoice

打开 ClearVoice 功能可获得更佳的播放质量。动态增强低声通道，可
提高低声的清晰度。

1	 在停止模式（启动屏幕）下，按 菜单。

2	 按 h	/	b 来选择设备设置菜单  Ö。

3	 按 +	/	– 选择 ClearVoice 功能。

4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5	 按 +	/	– 启用/禁用此功能。
 X 如此功能已启用，则会显示 C 图标。

6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7	 按 j 键可退出此菜单。

提示

• 按 j 键可取消操作，不必保存，便可返回到停止模式。

9.3.3	均衡器设置	(DVT3000	–	DVT7000)

均衡器用于音乐播放。当通过自定义频率设置播放音乐时，此设置可以
提高听觉感受。

1	 在停止模式（启动屏幕）下，按 菜单。

2	 按 h	/	b 来选择设备设置菜单  Ö。

3	 按 +	/	– 选择 。。。 功能。

4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5	 按 +	/	– 来选择适当的设置或禁用此功能。
 X 如此功能已启用，则会显示所选均衡器模式。È – 流行音乐

É – 爵士音乐
Ê – 古典音乐

6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7	 按 j 键可退出此菜单。

提示

• 按 j 键可取消操作，不必保存，便可返回到停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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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	自动关闭

如在预先设置的时间内未按下任何键，则设备会自动关机。 这样节省
电能。

1	 在停止模式（启动屏幕）下，按 菜单。

2	 按 h	/	b 来选择设备设置菜单  Ö。

3	 按 +	/	– 选择 。。。。 功能。

4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5	 按 +	/	– 可在 5 分钟或 15 分钟不活动后自动关闭设备。

6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7	 按 j 键可退出此菜单。

提示

• 按 j 键可取消操作，不必保存，便可返回到停止模式。

9.3.5	闹钟

您可以将此设备用作闹钟或预约提醒器。在预设时间发出报警或播放选
定的文件。

1	 在停止模式（启动屏幕）下，按 菜单。

2	 按 h	/	b 来选择设备设置菜单  Ö。

3	 按 +	/	– 选择 。。 功能。

4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5	 按 +	/	– 来选择 。。。。 功能设置闹钟。

6	 如上所述，设置日期和时间。 （请参阅第 45 页章节 9.3.1 设置日
期和时间）

7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8	 按 +	/	– 来选择 。。。  功能设置闹钟信号。

9	 按 +	/	– 在要作为报警声播放的报警信号、选定录音或预设电台之
间进行选择。

10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X 如此功能已启用，则会显示 ¿ 图标。

11	按 +	/	– 来选择 。 功能关闭闹钟。

提示

• 按 j 键可取消操作，不必保存，便可返回到停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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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	启用/禁用按键和信号音

1	 在停止模式（启动屏幕）下，按 菜单。

2	 按 h	/	b 来选择设备设置菜单  Ö。

3	 按 +	/	– 选择 。。。。 功能。

4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5	 按 +	/	– 启用/禁用按键和信号音。

6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7	 按 j 键可退出此菜单。

提示

• 按 j 键可取消操作，不必保存，便可返回到停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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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维护

请勿进行任何未在本用户手册中说明的维护操作。请勿将本设备拆解为
零部件进行修理。本设备仅可由授权维修中心进行修理。

10.1	维护功能

10.1.1	显示设备信息

1	 在停止模式（启动屏幕）下，按 菜单。

2	 按 h	/	b 来选择设备设置菜单  Ö。

3	 按 +	/	– 选择 。。 功能。

4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X 屏幕上显示一般设备信息：当前日期和时间，选定存储器中剩

余录音时间、设备的固件版本。

5	 按停止键 j 可返回到停止模式。

10.1.2	格式化存储器

小心

• 格式化存储器会删除设备中保存的所有录音和文件。

您可以使用此功能删除所有数据及格式化选定的存储器。

1	 选择希望进行格式化的存储器（内存或 Micro SD 存储卡） （请
参阅第 37 页章节 9.1.1 设置文件位置）

2	 在停止模式（启动屏幕）下，按 菜单。

3	 按 h	/	b 来选择设备设置菜单  Ö。

4	 按 +	/	– 选择 。。。。。 功能。

5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6	 使用 +	/	– OK 进行选择。

7	 按录音键 g进行确认。

8	 按 g 来确认格式化。

9	 按 j 键可退出此菜单。

提示

• 按 j 键可取消操作，不必保存，便可返回到停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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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更换干电池或充电电池组

小心

• 设备正在录音时，请勿拆卸电池或充电电池。如这样做，则可损坏
或丢失数据。设备也可能会出现故障。

当电池电量即将耗尽时，电池指示灯闪烁，此时应更换电池。充电电池
组充电周期也是有限的。如充电电池通过计算机完成充电后不能提供
任何电能，则必须更换电池。
请按 4.1 插入电池 中说明操作。

注意

• 如电池更换时间超出 2 分钟，则可能必须重设时间。
• 严禁对碱性电池或非充电电池进行充电。
• 干电池和充电电池含有可能污染环境的物质。使用过的干电池或充
电电池应弃置于官方收集点。

10.3	更换遥控装置电池	(DVT5500,	DVT7000)

注意

• 请按照 1 重要安全信息中说明操作设备，特别是电池。遥控装置
仅使用 CR2025 型电池。

1	 通过打开遥控装置后部的电池盒锁扣来拆开电池盖，然后取出电
池盒。

2	 如图所示插入电池。确保电池极性正确。

3	 将电池盒插入遥控装置直到卡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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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更新固件

设备由一种称为固件的内部程序控制。更新固件和纠正错误是持续产品
维护的一部分。
自您购买设备后，可能已发布了新版本固件（“更新”）。在这种情况下，
您能够轻松将设备更新到最新版本。

小心

• 更新固件时，应将新干电池插入到设备中，或应将充电电池充满
电。这样是为了防止供电中断。

1	 如上所述，将设备连接到计算机。 （请参阅第 24 页章节 4.12 连
接到计算机）

2	 从网站 www.philips.com ，将适用型号的固件更新下载到计算机
上。

3	 将新固件文件复制到设备的根目录中。

4	 从计算机断开设备连接。
 X 此固件会自动更新。这可能需要几分钟。接着，设备会关机。

小心

• 在调用其他设备功能之前，请等待固件更新完成。未能正确更新固
件可能导致设备故障。

http://www.phili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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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故障排除

问题 可能原因/解决方案

设备不能开启。 • 没有正确插入干电池或充电电池。
 X 检查确保正确插入干电池或充电

电池。确保电池极性正确。
• 电池无电量。

 X 更换干电池或对电池充电。

设备不能播放录音。 • 键盘锁可能已启用。
 X 将“保持”开关滑至 Off 位置。

• 设备中未保存任何录音。

设备没有响应。 拆下干电池/充电电池，然后重新将其插
入。

Micro SD 卡不能选作录音
保存位置。

• 设备中无存储卡。
 X 向设备中插入存储卡。

• 存储卡未格式化（FAT32 文件系统）。
 X 在设备中格式化存储卡。

我从扬声器中听不到任何
声音。

• 设备已连接耳机。
• 音量处于最低设置。

问题 可能原因/解决方案

不能开始录音。 • 预录音或声控录音模式可能已启用。
• 键盘锁可能已启用。

 X 将“保持”开关滑至 Off 位置。
• 最大录音数可能已达到或者录音可用
空间已满。

 X 删除某些录音或将其移动到外部
设备上。

 X 选择其他位置文件夹。

我从耳机中听不到任何声
音。

• 耳机连接不正确。
 X 检查耳机连接。

• 音量处于最低设置。

外部麦克风仅录制单声道
声音。

将外部声源切换至立体声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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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录

本用户手册中信息按照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提供。它（特别是技术参数）
可能随时修改或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11.1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尺寸规格： DVT1000 – DVT1500:
40 × 112 × 19 mm
DVT3000 – DVT7000:
40 × 118 × 20 mm

重量 DVT1000 – DVT1500:
60 克（包括干电池/充电电池）
DVT3000 – DVT7000:
55 克（包括干电池/充电电池）

电池 设备：2 × AAA 碱性电池
Philips 充电电池 LFH9154
遥控装置CR2025

USB 连接 高速微型 USB 2.0

麦克风连接 3.5 mm 立体声插口

技术参数

耳机连接 3.5 mm 立体声插口

显示屏 27 × 27 mm
分辨率112 × 112 像素

内存 DVT1000 – DVT3500:
2 GB NAND-Flash
DVT5000 – DVT7000:
4 GB NAND-Flash

存储卡 Micro SD 卡
最多 32 GB SDHC

录音格式 PCM – WAV, 1,411 kb/s
SHQ – MP3, 192 kb/s
HQ – MP3, 96 kb/s
SP – MP3, 64 kb/s
LP – MP3, 8 kb/s

音乐播放 MP3, WMA
比特率8 – 320 kbps 
无 DRM

扬声器 频率范围70 – 15,000 Hz
输出110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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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录音时间
内部存储
DVT1000 – DVT3500

PCM – 3 h
SHQ – 23 h
HQ – 46 h
SP – 70 h
LP – 560 h

录音时间
内部存储
DVT5000 – DVT7000

PCM – 6 h
SHQ – 47 h
HQ – 95 h
SP – 142 h
LP – 1140 h

电池寿命
DVT1000 – DVT1500

LP 模式下录音（内置存储器/Micro SD 
存储卡）
33 h/14 h（碱性电池）

电池寿命
DVT3000 – DVT7000

LP 模式下录音（内置存储器/Micro SD 
存储卡）
48 h/18 h（碱性电池）
42 h/16 h（充电电池）

取样率 PCM/SHQ – 44.1 kHz
HQ – 32 kHz
SP – 22 kHz
LP – 16 kHz

技术参数

收音机 DVT5000 – DVT7000 FM 立体声
频率范围87.5 – 108 MHz
存储容量20 个电台

系统要求 操作系统Windows 7（32/64 位）
、Vista （32/64 位）、XP（32 位 SP 2
）、 MacOS X 10.6、Linux

温度 5 ºC – 45 ºC / 41 ºF – 113 ºF

湿度 10 % –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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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标志证实符合相关欧盟指令。

符合标准声明
Speech Processing Solutions GmbH  特此声明设备 DVT1000
、DVT1500、DVT3000、DVT3100、DVT3500、DVT5000、DVT5500、DVT7000 
完全符合指令 2006/95/EC, 2004/108/EC 及 2009/125/EC 中基本要
求和其他相关规定。
请访问 www.philips.com查看本产品的完整符合标准声明。

本产品采用可回收和重复使用的优质材料和组件生产制造。请遵守适用
法律规定，仅在官方收集点处置这些产品。正确处置设备有助于避免对
环境和健康产生潜在不良影响。

—			 Ÿ
包装：请遵守您所在国适用的回收及包装规定。
电池：使用过的电池应弃置于官方收集点。

›
产品：产品上的十字垃圾桶符号表示特殊废物法规应适用于其中所含
的电气和电子设备。
按照欧盟关于处置电气和电子设备废物及保护环境和健康的指令，不再
需要的废旧设备可按以下说明处置：
• 当您从经销商处购买新设备时，其将处理旧设备。
• 使用过的设备应弃置于官方收集点。
Speech Processing Solutions GmbH 及其附属公司对因事故、误用或
滥用本产品或进行未经授权的改动、维修、更改产品或不遵守 Philips 
提供的操作和维护说明对产品买方或第三方导致的损坏、损失、费用或
开销相关索赔不承担责任。
本用户手册为没有契约性质的文档。
我们对变更、错误或印刷错误不承担任何责任。
Philips 和 Philips Shield Emblem 为 Koninkl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 的注册商标，Speech Processing Solutions 经 
Koninkl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 特许使用其商标。各商标是各
自所有者的财产。

http://www.phili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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