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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曼专业音视系统

多年以来，哈曼为格莱美、奥斯卡颁奖典礼奉献了一台又一台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哈曼
还为众多著名的演出场馆、全球知名的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节等提供了全球领先的音响解
决方案，如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悉尼歌剧院、O2世界舞台、派拉蒙剧院、枫叶中心、林肯中
心、美国偶像、奥斯卡颁奖典礼和巴西Rock in Rio 音乐节。还有如迪斯尼乐园、环球影城
等世界级主题乐园都配备哈曼专业音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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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an Professional 的联网设备通过 HiQnet® 协议实现通信，从而连通话筒和扬声器。

HiQnet  应用进行配置和控制：使用 HiQnet AudioArchitect™ 控制固定安装，使用 HiQnet 

Performance Manager™ 控制音频性能，使用 HiQnet Band Manager™ 控制便携音响系统。

上述每款应用均被精心设计为能够适应各个系统的特定要求。使用软件控制的 HiQnet 音频联

网解决方案包括AVB、Harman BLU link、Cirrus CobraNet® 和 Audinate Dante™，使得音

频联网就像ABCD 一样简单。

AKG 卓越的话筒和耳机结合了前沿的工业设计、创新的电子组件和世界级的原声效果。AKG 

同时也是一大技术巨擘，拥有逾 �,��� 项国际专利应用和全球最大、配备最齐全的研发设施。

逾 �� 年来，AKG 利用其丰富的专业积累和技术诀窍开发了多种面市产品，从音乐、录音、广

播到永久装置无所不包。很多客户都是奔着声音而来的，只要声音品质一如既往并且产品使用

寿命长，他们还将继续支持AKG。

作为发明了控制面板的公司，AMX®一直引领着自动化和视频分配领域的创新超过��年。我们

的“IT世界的AV”理念，为我们赢得了财富���强公司的公办空间，一流大学的教学中心，以

及全球范围内的总统，总理，国防部和情报部门的总控中心内的一席之地。 AMX擅长打造创

新的、可扩展的技术解决方案，以满足楼宇空间范围的视频分配和管理解决方案。

BSS Audio 在为音乐家提供可靠设备以满足其实际需要方面享有国际声誉。录音室和广播室作

品上也不乏 BSS 的踪迹。不论现场演出系统或固定装置，所有 BSS产品均须经过充分研究和检

验，最终呈现功能强大、符合人体工学包装的设备。BSS Audio 系统通过采用卓越设计和质量

保证实现完整的可靠性，这一点正是世界顶级演艺中心和剧院定期选用它的原因所在。

逾 �� 年来，Crown 始终在世界级专业音频产品的设计和制造方面占据领导地位，包括功放及

系统集成、巡回演出、影院和便携扩声等多种面市的系统控制产品。如今，Crown 产品被全球

最大、最知名的一些音箱公司用于各种现场演出和固定应用场合。娱乐界很多知名度最高的公

司都采用 Crown 产品为最大的音乐舞台提供最高品质的声音。

是什么促使 dbx 成为最备受推崇的动态处理公司？ 除占据处理领域多年的领导地位和拥有多

年的专业积累以外，我们还结合采用了分别被命名为 True RMSLevel Detection 和 True RMS 

Power Summing 的检测方法和混合方法，以打造贴近人耳听到的声音。dbx 设计的专利集成

回路能够检测并处理信号范围广泛的自然声音。所有音乐家不都希望自己的声音以最佳效果呈

现给听众吗？

品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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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述

回望过去 �� 年间录制的音乐和电影，您总能够看到一个身影：JBL。在 THX、Dolby、立体声

以及音箱面市以前，JBL 曾经风靡一时。如今，JBL 家喻户晓的声誉已超越其扬声器在各类专

业场合的使用，包括传奇的录音室、著名的音乐厅和高级放映厅。纵观 �� 年来取得的技术突

破，JBL 可谓备受赞誉。

�� 年来，Studer 一直是专业音频领域创新、优雅设计及无可比拟的工程技术优势的代名词。

如今，Studer 已成为公认的数字混音技术领导者，并能提供比任何制造商更为范围广泛的数字

广播台和系统组件。

凭借 �� 年的混音台设计和制作经验，Soundcraft 逐渐对专业音频要求形成了独到的见解。从

现场演出到录音和广播，Soundcraft 混音台专为日复一日地播报和传递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事

件而设计。凭借专业特色、直观的操作和始终如一的声音品质，Soundcraft 建立了始终带来最

佳声音表现的全球声誉。

作为为娱乐、建筑和商业等领域提供动态照明解决方案的世界领导者，Martin 照明和视频系

统可谓家喻户晓。此外，Martin 还供应各种高级照明控制器以及与智能照明匹配的全套烟雾

机。Martin 掌管业界分布最广泛、功能最强大的经销商网络，在近 ���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本

地合作伙伴。作为信息娱乐和音频公司HARMAN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的照明事业部，

Martin 成立于 ���� 年，总部设于丹麦奥尔胡斯。

Lexicon 衡量成败的标准在于其是否为工程师、制作人和演员在数字处理领域的全球首选。

Lexicon 多年来始终保持的完整性如今已成为其一大成功要素。自���� 年 AES 会议上推出混

响系列起，Lexicon 的历史便拉开了序幕。尽管被视为首款具有商业价值的数字混响系统，

Lexicon 并未就此停止创新。我们继续开发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此确保我们的系统能够始终

满足客户的需求。

品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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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L  CV3000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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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L  CV3000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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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L CV3018S/JBL CV3025

60°×60°喇叭均匀覆盖
用于高效电声转换的双15“自定义低频驱动器
Jbl 2408H-1高频压缩驱动器的低失真
用优质胶合板建造并在DuraFlexTM涂层中完成的外壳
用于安全挂起安装的多个M10硬件
两个整体手柄，便于运输和安装。
高强度前格栅保护系统不受外来物体的影响。

主要特色 ：

CV 3025/66是一个双15“双向扬声器系统，由JBL为商业安装的声音应用程序设计。

CV 3025/66采用15“自定义低频驱动器和JBL 2408H-1高频压缩驱动器，能够在高清晰度、低失
真和低功率压缩的情况下再现声音。60°×60°喇叭安装在不同大小的空间中，保证了观众的均
匀和均衡的覆盖。为了获得最优的频率响应和最小的机柜共振，CV 3025/66在细致的计算和仿
真的基础上，用优质的厚木结构和位置传感器和元件构成机柜，从而使整个系统的重量轻、体积
小。

CV 3025/66设计其机柜以满足严格的悬挂要求。多个高强度M10螺纹点，使飞行安装和定位微
调容易和方便。为便于运输和安装，提供了两个完整的手柄。一对NL4 Neutrik Speakon连接器
允许多个扬声器进行循环连接。为提高耐磨性和延长寿命，CV 3025/66用DuraFlexTM涂层完成
其机柜，并用高强度钢制成的格栅保护内部部件不受外来物品的影响。

在与其他CV 3000系列中，CV 3025/66的目标，是带来非凡的多功能性，可靠性和易用性，最重要
的是，惊人的声学性能，各种商业应用，无论是背景音乐播放或事件在小到大型餐厅或酒店宴会
厅。

JBL  CV3000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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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HST系列

频率范围 （ - 10dB ）                    50 Hz ‒ 20 kHz
频率响应 (± 3dB)                    68 Hz - 18 kHz
覆盖模式                                    180 ° H x 160 ° (V 1 2 kHz ‒ 千赫兹 (标称)
                                                                   160 ° 150 ° (H × V ， 1 kHz ） ‒ 16 kHz
指向性因子 (Q)                                     5.4 K ‒ 16 (1 kHz)
指向性指数 (DI)                                     7.2 K ‒ 16 dB (1 kHz)
功率额定值系统 (IEC)                   100 (W) 400W 峰值 ， 2 小时。          75（W）300 W (峰值) 、 100 小时。
灵敏度 (2.83 V @ 1m)                    88 dB （ 大道 80 Hz ‒ 20 kHz ）
最大声压级SPL4                   直通8Ω： 108 dB (dB) 的峰值 114
交叉网络                                   1.6 kHz 、 3 阶 （ 18 dB / oct) HF 为高通、低通二阶到 LF
标称阻抗                                    8 欧姆
变压器抽头                                    70V ： 60W ， 30W ， 15W ， 7.5 W        100V ： 60W ， 30W ， 15W
低频驱动器                                    CMMD ™ 金属基陶瓷锥形隔膜 ， 25 毫米 (1 英寸) 。
高频驱动器                                    两个张开 CMMD 用铝隔膜 ， 包围聚氨酯、聚酰亚胺骨架、 钕磁铁、和冷却流体。
外壳                                                    玻璃纤维增强 ABS
附件                                                    四个 M6 点包括 U 形支架。M6 插入件提供额外的点添加二级安全电缆
                                                                   连接。U 型支架必须被利用。必须安装在壁表面。不要安装在电杆上。
格栅                                                    铝格栅 ， 柜体 ， 涂颜色。
输入连接                                    可拆卸有锁Euro-block4针插头，带有安装裸机的下压终端两针用于输入，两针用于平行的环通                                  
尺寸                                                    362 × 256 × 184 mm (14.25 x 10.1 x 7.2 in ） ， 机柜 208 mm (8.2) 
颜色                                                    黑色和白色 
净重                                                    3.6 公斤 （ 8 磅 ） ， 4.3 公斤 (9.5 磅) 与 U 形支架
包括配件                                    U 形托架 ， 扬声器匹配颜色 (黑色或白色) 、含锌厚粉涂层钢板。

参数规格表

频率响应和阻抗 波束宽度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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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墙反射
       这项正在申请专利的设计包括一个面向墙壁的低音炮，两个水平展开的高音单元，一个隔开扬声器与墙
壁所需距离的墙壁支架，以及一个提供适当的声音加载和分散的锥形机箱。在大多数壁上(表面安装)扬声
器中，扬声器的挡板距离墙有一段距离，它的性质是低频和中低频声波包裹在扬声器周围，他们从墙上反
射回来，与原来的声音重新组合。当发生这种情况时，部分频率会与原声叠加，而其他频率则会被取消从
而导致所产生的频率响应的峰值和下降，以及倾听空间内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不一致。通过大幅减
少这种情况，ControlHST能够在整个房间内提供更平坦的频率响应和更加一致的声音特征。

高音喇叭 箱体安装

需倾斜安装的0.75寸流体冷却
高音单元覆盖范围极广，水平
覆盖高度为180°，垂直覆盖高度
为160°，接近整个球面。

面对壁低音

该阻尼低音很好地结合了金属
基体陶瓷隔膜的 CMMD 中的非
常高的强度 -重量比 , 具有耐潮
湿和长期耐久性。

箱体材质采用玻璃纤维加固的
ABS（附带说明：必须安装于
墙 壁 表 面 ， 请 勿 安 装 于 柱 子
上）。

JBL  HST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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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T 81C/T 是一款全频扣板式音箱，可直接嵌入 2'×2'的美式网格吊顶中，
无需切割顶棚即可实现简单轻松、成本低廉的清洁安装。厚度仅为 100 mm (4") 

的半高设计，使该款音箱可轻松胜任其他较厚音箱无法安装的位置。 

此款音箱可在各类广泛应用中用于呼叫系统和轻中型音乐场景，包括教室、商业音乐系统、
零售店、音乐/呼叫系统、机场、接待室/等候室、大堂、法庭、会议室及其他场所。 

96dB 的高灵敏度，使其在低档设置下亦能实现最大声级。LCT 81C/T 内置一个 200 mm (8") 的双音盘驱动器，灵敏度高达 96dB。该驱动器

配有一个直径 25mm (1") 的音圈，采用 Kapton 线圈架和高温绕线，以确保更佳功耗表现与耐久品质。音箱的内置 10 瓦变压器使其应用更

为广泛，可使用 100 伏或 70 伏分布式音箱线路，以及 8 欧（低阻抗）电流通过低阻抗功放直接驱动。后盖侧面有旋转开关，调节方便。配

有两个安全防震固件用于天花板固定，四角还各有一个安装孔。多孔栅格的颜色为白色。

不适用 600×600 的吊顶系统。

LCT 81C/T
配备 200 mm (8") 驱动器的半高,嵌入式 2'×2'  扣板式音箱

• 高效 200mm (8")双音盘驱动器

• 可轻松嵌入 2'×2' 的美式网格吊顶无需切割吊顶

• 附送多孔金属栅格

• 兼容 70伏/100 伏及低阻抗下直接使用

• 8欧（低阻抗）20 瓦直接设置

• 70V/100V 下 10 瓦多档位设置，包括 10W、5W、2.5W (以及 

1.3W，仅用于 70V)

• 厚度仅为 103mm (4.1") 的半高造型，可安装于较浅或存在障

碍物的顶棚

• 保护箱内轻松实现裸线连接。线路可从顶部或侧部安装孔均可

穿入

• 96dB 的极高灵敏度，可为听众将小型功放的功率转为最高声级

• 专为高语音清晰度而设计

• 100 度覆盖模式（锥形）

• 对于在天花板增压空间的使用，符合 UL1480A 和 UL2043 规范

LCT 81C/T

传感器 高效 200 mm（8"）双音盘驱动器，采用直径 25 mm(1") 的音圈、Kapton 线圈架和高温音圈绕线

频率范围（-10 dB） 100 Hz – 16 kHz

标称灵敏度 96 dB

标称覆盖角度 100 度锥形覆盖（平均 1 kHz - 4 kHz）

额定最大声压级 平均值 108 dB @ 1 m (3.3 ft) , 峰值 108 dB ( 8Ω 设置下)

标称阻抗 8 欧（直接或通过 8 欧设置）

变压器档位 10 W、5 W、2.5 W @ 70V 或 100V (另有 1.3 W，仅限 70V)

推荐的保护性高通 90 Hz 高通 (24 dB/oct)，用于 8 欧直接使用，或任何 70V 或 100V 档位设置

功率电容（低阻抗下） 40 瓦连续节目功率；20 瓦连续粉红噪声

输入连接 内部裸线采用防接触布线盒加以保护

档位选择器 可通过后盖边上的旋钮选择

材料 钢制后盖、前挡板及多孔栅格

栅格颜色 白色

安全认证
可用于通过以下认证的空气处理场所：《UL1480A:商业和专业用途的扬声器》；《UL2043 空气处理场所中空气
分离产品及附件燃烧时可见和热烟雾释放试验标准》；NFPA90 及 NFPA70；S7232/UL 认证的信号扬声器

尺寸 607 mm ×607 mm ×103 mm (23.9"×23.9"×4.1")

净重 7.1 kg (15.7 lbs.)

装运重量 8.3kg 每个; 16.5 kg 每对 (18.3 lbs 每个; 36.4 lbs 每对)

天花板挖空尺寸 无需挖孔。扬声器可嵌入天花板顶格

悬挂/安全抗震安装点 后挡板上有两个安装条，角上另有四个安装孔

JBL  LCT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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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的 90 度宽带模式控制
• 组件： 

① 300 mm (12") 低音单元，配有Kevlar 
增强音盘，带 50 mm (2 ") 音圈； 
② 25 mm (1") 压缩驱动器

• 扩展音乐频率响应，可实现非凡的人
声及乐音清晰度

• 高灵敏度 250 瓦功率处理，带来高声
压级性能

• 高级陡坡变频网络，可实现稳定覆盖
以及流畅自然的中部音域

Control 321C
配备高频压缩驱动器的 12" 同轴吸顶
音箱
Control 321C 的设计旨在通过一个同轴点音源
吸顶音箱，实现出色的新一代音效性能。

Control 321C Control 321CT Control 322CT

频 率 范 围  
( - 1 0dB） 34 Hz ‒ 18 kHz 32 Hz ‒ 20 kHz 34 Hz ‒ 18 kHz

长期系统 / / 400 W (峰值 1600 W), 2 小时

额定功率 200 W (峰值 600 W),100 小时 200 W (峰值 600 W),100 小时 250 W (峰值 1000 W),100 小时

档位 / 70V: 100W, 50W, 25W, & 12.5W
100V: 100W, 50W & 25W

70V: 68W, 34W, 17W, 8.5W
100V: 68W, 34W, 17W

灵 敏 度
 

 
( 2 . 8 3 V @1m)

94 dB，在空间一半位置测得 
99 dB，与竞品比较的计算值 95dB，在空间一半位置测得 94 dB，在空间一半位置测得 

99 dB，与竞品比较的计算值

频 率 响 应  
（ ± 3dB） 47 Hz ‒ 16 kHz 48 Hz ‒ 19 kHz 47 Hz ‒ 16 kHz

覆盖模式 9 0 °  锥 形 ； 宽 带     
( 平 均 值 1 k - 16kHz)

9 0 °  锥 形 ； 宽 带    
( 平 均 值 1 k - 16kHz) 90° 锥形；宽带 (平均值 1k - 16kHz)

方向性因子(Q) 8.7 (1k - 16kHz) 9 (1k - 16kHz) 8.7 (1k - 16kHz)

方向指数(DI) 9.4 (1k - 16kHz) 9.5dB (1k - 16kHz) 9.4 (1k - 16kHz)

变频网络 1.8 kHz；二阶低通至低频
三阶 (18 dB/oct)高通至高频 / 1.8 kHz；二阶低通至低频

三阶 (18 dB/oct)高通至高频
标称阻抗 8 欧 / /

最大声压级 / 121 dB 持续平均值 (124 dB 峰值) /

• 一致的 90 度宽带模式控制
• 组件： 

① 300 mm (12") 低音单元，配有Kevlar 
增强音盘，带 50 mm (2") 音圈； 
② 25 mm (1") 压缩驱动器

• 扩展音乐频率响应，可实现非凡的人
声及乐音清晰度

• 高灵敏度 250 瓦功率处理，带来高声
压级性能

• 高级陡坡变频网络，可实现稳定覆盖
以及流畅自然的中部音域

Control 321CT
配备高频压缩驱动器的 12" 同轴吸顶
音箱
Control 321CT 的设计旨在通过一个同轴点音
源吸顶音箱，实现出色的新一代音效性能。

• 始终如一的 90 度宽带模式控制
• 组件： 

① 配有Kevlar 增强音盘的 300 mm (12")

 

低音单元，带 75 mm (2" 音圈； 
② 尺寸适中的压缩驱动器

• 扩展音乐频率响应，可实现非凡的人
声及乐音清晰度

• 高灵敏度 400 瓦功率处理，带来高声
压级性能

• 高级陡坡变频网络，可实现稳定覆盖
以及流畅自然的中部音域。

Control 322CT
高输出12" 同轴吸顶音箱

Control 322CT 可通过一个同轴点音源吸顶
音箱，实现出色的新一代音效性能。

JBL  Control  300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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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C-300T150
150 瓦变压器

• 坚固的19号钢结构，持久可靠
• 雕塑式设计外形优雅，可与任何装饰或建筑设计完美搭配
• 锌制底板，表面防锈防刮，使用多年亦无需维护
• 粉末喷涂表面处理，可减少刮痕并可轻松重新涂色以匹配房间色彩

MTC-300SG12
用于 Control 300 系列 12 " 驱动器的正方形栅格
专业系列

• 加厚 16 号钢结构
• 衬以 12mm (½ 英寸) 厚的 MDF，以消除共振并提升低音箱应顶

部和四边均有安装孔
• 挡板配有双安装系统
• 用于可选高功率 70V/100V 变压器的安装平台

MTC-300BB12
3 立方英尺用于 Control 300 系列 12 " 驱动器的背盒
专业系列

用于 70V 或 100V 扬声器线路。

MTC-300SG12

材料 镀锌 19 号钢

表面 粉末喷涂，缎面RAL 9016

栅格到挡板的安装 角上有 4 个 4mm 机械螺丝

尺寸 (H × W × D) 414 × 414 mm (16.3 × 16.3 ") 正方形栅格 
× 至挡板后部深度 10.2 mm (0.4 ")

净重 0.9 kg (2.0 lb)

装运重量 1.8 kg (4.0 lb)

包含附件
5 件用于角部的 4 mm × 38 mm 粉末喷涂机
械螺丝
5 件用于角部的 4 mm × 38 mm 粉末喷涂埋
头垫圈

MTC-300BB12

外部体积 3 立方英尺，标称尺寸

内部体积 2.4 立方英尺

安装孔 直径 22.1 mm (0.87 ") 开口
五 (5) 个位置： 顶板 1 个；各边及后部各1个

高度 高出天花板 308 mm (12.1 ") 
总高度 324 mm (12.6 ")

宽度 587 mm (23.1 英寸)

深度 箱体 461 mm (18.2 英寸) 
包括侧部安装条 505 mm (19.9 ")

天花板挖空 378 mm × 378 mm (14.9" × 14.9")

装运重量 23.1 kg (51 lbs.)

JBL  Control  300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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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范围立体声音箱
• 适用于客房和客舱的特定应用功能
• 固定/可变源音量模式
• 具备红外学习功能，可与任何遥控器一起使用
• 中性房间装饰审美
• 音量控制
• 锁定板可防止篡改
• 适用于全球安装的内部通用电源，不会出现“插座不兼容”的

问题
• 可安全地安装在墙壁/桌面上，以防止盗窃或游轮上的移动
• 随附安装硬件、音频电缆、电缆适配器和遥控器

Pro SoundBar PSB-1 特点：

系统

频率范围 (-10 dB) 42Hz - 20kHz

频率响应 (+/-3dB) 56Hz - 20kHz

分频器 4300Hz，一阶低频，一阶高频

最大峰值 SPL(0 dBV) 90dB*

最大峰值 SPL(0 dBV) 94dB*（驱动两种通道）

输入连接器 RCA

输入灵敏度 (-10 dBV) 85dB / 1m

高频驱动器尺寸 19mm (0.75") 柔性球顶高音扬声器

低频驱动器尺寸 51mm (2.0") 低频扬声器

功放 每通道 20W，D 类

音箱材料 注塑 ABS

音箱饰面 黑

尺寸（高 × 宽 × 厚） 90mm × 900mm × 65mm (3.54" × 35.4" × 2.55")

重量 1.8kg (4.0lbs)

装运重量 2.5kg (5.5lbs)

* 全带宽粉红噪声测量的 C 加权

Pro SoundBar PSB-1 应用：

这款具有成本效益的商用级有源条形音箱专为酒店客
房和游轮客舱而设计。针对这些独特的应用，JBL Pro 
SoundBarPSB-1 降低了消费级条形音箱的成本和复杂
性，同时提供出色的音质、安全性和可靠性。

一体式设计提供全范围的声音，无需单独的低音扬声器
和 4 位音量限制开关来控制最大音量输出。

Pro SoundBar 支持固定和可变源音量。无论音量是直
接控制还是在电视机上控制，Pro SoundBar 都支持使
用单个遥控器通过红外学习来控制整个系统。在固定音
量情景中，Pro SoundBar 可以“学习”音量的增减控
制，让客人可以使用电视遥控器调整整个系统而无需
使用智能遥控器。为防止客人篡改音量控制和音量源选
择，还随附了锁定板。

Pro SoundBar PSB-1
2.0 声道商用级条形音箱

• 酒店客房
• 游轮客舱
• 会议室和公共空间

JBL  Contractor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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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C-81BB8 后盖

MTC-81BB8  安装托架

8138安装方式：

Backcar/Tilebridge Screws,M4× 12mm
(4 places, packaged with backcan)

Speaker Screws.M4 x40 mm
(4 places, packaged with speaker)

. Install screw through thru-hole in tile bridge, and 
screw into clip nut in backean.

· Install screw through thru-hole in speaker, 
screw into cfip nut in tile bridge, and through 
thru-hole in backcan.

Cefling Material

8138 Speaker



AW & AWC 全天候防水系列
适用于各种天气条件的全玻璃纤维外壳；差分 Drive® 低频驱动器；随附 U 型安装支架；适
于灵活安装应用的多种覆盖范围。

• 低频 2265H 和高频 2432H
• 600 W（持续粉红噪音）
• 100 dB
• 35 Hz - 20 kHz (-10 dB)
• 55 Hz - 17 kHz (±3 dB)
• 尺寸：31.9"高×19.1"宽×18.8"厚
• 净重：28.3 Kg

AW 526-LS
适用于各种天气条件的高功率
15" 两分频全频 120°×60° 音箱

• 低频 2265H 和高频 2432H
• 600 W（持续粉红噪音）
• 100 dB
• 35 Hz - 20 kHz (-10 dB)
• 54 Hz - 18 kHz (±3 dB)
• 尺寸：31.9"高 × 19.1"宽 × 18.8"厚
• 净重：28.3 Kg

AW 566-LS
适用于各种天气条件的高功率
15" 两分频全频 60°×60° 音箱

• 低频 2265H 和高频 2432H
• 600 W（持续粉红噪音）
• 100 dB
• 35 Hz - 20 kHz (-10 dB)
• 55 Hz - 19 kHz (±3 dB)
• 31.9"高×19.1"宽 ×18.8"厚
• 净重：28.3 Kg

AW 595-LS
适用于各种天气条件的高功率
15" 两分频全频 90°×50° 音箱

AW526-LS (EN54-24) AW566-LS (EN54-24) AW595-LS (EN54-24)

• 低频 2262H 和高频 2432H
• 500 W (持续粉红噪音)
• 98 dB
• 40 Hz - 20 kHz (-10 dB)
• 51 Hz - 18 kHz (±3 dB)
• 尺寸：28.8"高 × 16.1"宽 × 17.8"厚
• 净重：25.2 Kg

AW 266-LS
适用于各种天气条件的高功率
12" 两分频全频 60° × 60° 音箱

• 低频 2262H 和高频 2432H
• 500 W（持续粉红噪音）
• 98 dB
• 43 Hz - 20 kHz (-10 dB)
• 53 Hz - 18 kHz (±3 dB)
• 尺寸：28.8"高 × 16.1"宽 × 17.8"厚
• 净重：25.2 Kg

AW 295-LS
适用于各种天气条件的高功率 

12" 两分频全频 90°×50° 音箱

AW266-LS (EN54-24) AW295-LS (EN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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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C62

  

         awc62 是紧凑的、同轴驱动器, 2 路、高音域的扬声器系统的语音和音乐理想的填在各种各样的应用 ， 包括运
动场地、赛马场、体育场、游乐场、竞技、溜冰场、主题娱乐、游船、水上乐园、室外背景音乐 / 广播系统、游泳池和各
种室内或室外场所的其它类型。

高耐候性 IP56 额定值
110 x 110 ° ° 一致的宽带模式控制
成分 ：
(165mm) Kevlar - 6.5in 扩声器加固锥体和 38mm （ 1.5 ） 音圈
25mm (1in) 出口压缩驱动器
异常清晰的语音 ， 具有扩展的频率响应为音乐。
先进高分频网络的斜率恒定覆盖和平滑、自然的中音。
连续功率 175W 平均粉红噪声 (处理) 以高灵敏度提供高 SPL 能力
高机动被动式分频网络
过载保护
响应频率 70Hz - 18KHz
120W 70V / 100V (多抽头变压器) 或直接低阻抗 8 欧姆

产品特点： 规格参数：
深度 ： 10.10
高度 ： 在 10.20
阻抗 ： 8 欧姆
灵敏度 ： 92dB
宽度 ： 10.20 。
装运重量 ： 19.40 lbs
功率 ： 175 瓦
最大声压级 （ SPL ） ： 114 dB
产品重量 ： 14.99 磅
覆盖水平 ： 110 度
垂直覆盖范围 ： 110 度
70V 变压器头： 120W ， 60W 、 
40W 和 15W 瓦特
100V 变压器头： 120W ， 60W 功
率 30W
可持续性评定 ： IP56
施工 ： 采用 ABS 外壳玻璃
最小频率响应 (带宽) ： 70 Hz
频率响应带宽 (最小): 0.07 kHz
最大响应频率 (带宽) ： 18000 Hz
最大响应 (频率) 带宽 ： 18kHz
扬声器直径: 在 6.50
水平对称 - 是的
变压器选项 - 是的
垂直对称 - 是的

响应频率和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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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C82

         awc82是一个紧凑，同轴驱动，双向、高耐候性全范围扬声器系统，非常适合在各种各样的应用，语音和音乐填
补，包括体育设施、赛马场、体育场馆、游乐场、马术、溜冰场、主题娱乐场所、游船、水上乐园、室外背景音乐/广播
系统、游泳池，以及其他各种户外或室内场地类型。

       高耐候性 IP56 额定值
       120 ° × 120 ° 一致的宽带模式控制
       成分 ：
       200 毫米 （ 8 英寸 ） 的低音增强和 Kevlar 锥体 50 毫米 (2 英寸) 。
       25 毫米 (1 英寸) 的出口与压缩驱动器设计独特的专利技术和高
温聚合物隔膜。
       异常清晰的语音 ， 具有扩展的频率响应为音乐。
       先进高分频网络的斜率恒定覆盖和平滑、自然的中音。
       250 瓦功率处理连续平均 (粉红色) 噪声的能力提供高灵敏度高 SPL 。
       一种高功率被动分频网络。
       过载保护
       80 Hz ‒ 20 kHz 的频率响应。
       200 瓦 70V / 100V (多抽头变压器) 或直接低阻抗 8 Ω

产品特点： 规格参数：
深度：12.01
身高：11.81
阻抗：8欧姆
灵敏度：94分贝
宽度：11.81
重量：31.09磅
最大声压（声压级）：118分贝
覆盖水平：120度
覆盖垂直：120度
7 0 V 变 压 器 头 ：2 0 0 W 、1 0 0 W 、
50W、25W
100V变压器头：200W、100W、
50W
可持续性等级：IP56
颜色：Gray
保修（长度/类型）：5年有限公司
施工：ABS Glass Enclosure
最低的频率响应（带宽）：100赫兹
最低的频率响应（带宽）：0.1千赫
最大响应频率（带宽）：20000赫兹
最大响应频率（带宽）：20千赫
议长Diameter（司机）：8
warranty -是的
变压器的选择-是的
水平对称-是的
垂直对称-是的

响应频率和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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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c129 是紧凑的、同轴驱动器, 2 路、高音域的扬声器系统是理想的语音和音乐的各种应用 ， 包括运动场地、
赛马场、体育场、游乐场、竞技、溜冰场、主题娱乐、游船、水上乐园、室外背景音乐 / 广播系统、游泳池 ， 以及各种其
它室内或室外场所类型。

       高耐候性 IP56 额定值 一致的 90 ° × 90 ° 宽带模式控制
       成分 ：
       300 毫米 （ 12 英寸 ） 的低音喇叭圆锥体和 Kevlar 增强的 75 毫米 
(3 英寸) 。
       25 毫米 (1 英寸) 的出口与压缩驱动器设计独特的专利技术和高温
聚合物隔膜。
       异常清晰的语音 ， 具有扩展的频率响应为音乐。
       先进高分频网络的斜率恒定覆盖和平滑、自然的中音。
       400 瓦的功率连续平均粉红噪声 (处理) 的能力提供高灵敏度高 SPL 
       高机动被动式分频网络。
       过载保护55 Hz ‒ 20 kHz 的频率响应
       200 瓦特 70V / 100V (多抽头变压器)                           
       直接低阻抗 8 Ω 

产品特点： 规格参数：
阻抗：8欧姆
灵敏度：96分贝
重量：51.59磅
产品重量：35.05磅
覆盖水平：90度
覆盖垂直：90度
70V变压器头：200、100、50、25瓦
100V变压器头：200、100、50瓦
最低的频率响应（带宽）：55赫兹
最低的频率响应（带宽）：0.06千赫
最大响应频率（带宽）：20000赫兹
最大响应频率（带宽）：20千赫
扬声器安装型天花板
变压器的选择-是的

响应频率和阻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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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L KP 6052 12英寸双向全距离扬声器系统

     KP6052是一种优质的高输出全量程扬声器。KP 6052使用12“JBL2262H差分驱动低音炮和
1.5”JBL 2408H-1环形聚合物膜片钕压缩驱动器。70°×60°覆盖模式在水平或垂直方向上提供平滑
均匀的覆盖。内部交叉网络为两个传感器提供了最佳的频率分离。

•  12“差动驱动低音炮，具有高功率处
理和轻重量设计• 
•  1.5“环形聚合物膜片压缩驱动器
•  外壳用15毫米胶合板建造，漆面耐
用
•  70°×60°覆盖模式，轴上和离轴响
应平稳
•  前格栅设计的特点是16规范钢与红
色装饰
• 用于最佳响应和性能的精密工程交
叉，特别是在发声范围内
• 单位置电杆插座，适用于需要安装电
杆的场合
•  全向功率限制保护网络和传感器而
不牺牲性能
•  水平和垂直安装的可旋转JBL娱乐
标志

• 高端卡拉OK配音
• 俱乐部现场强化声
• 用于低音炮或无低音炮

特征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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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差动驱动低音炮，具有高功率处
理和轻重量设计
•  1.5“环形聚合物膜片压缩驱动器
•外壳用15毫米胶合板建造，漆面耐用
•  70°×60°覆盖模式，轴上和离轴响
应平稳
•  前格栅设计的特点是16规范钢与红
色装饰
• 用于最佳响应和性能的精密工程交
叉，特别是在发声范围内
• 单位置电杆插座，适用于需要安装电
杆的场合
•  全向功率限制保护网络和传感器而
不牺牲性能
•  水平和垂直安装的可旋转JBL娱乐
标志

• 高端卡拉OK配音
• 俱乐部现场强化声
• 用于低音炮或无低音炮

特征

应用场景

JBL KP 6055 15英寸双向全距离扬声器系统

          KP 6055是一种优质的高输出全量程扬声器。KP 6055使用具有高功率处理的15“JBL 2265 H差动驱
动低音炮和1.5”JBL 2408H-1环形聚合物膜片钕压缩驱动器。70°×60°覆盖模式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
上都提供了平滑和均匀的覆盖。内部交叉网络为两个传感器提供了最佳的频率分离。

JBL KP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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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H15 15瓦传呼喇叭

     商业解决方案系列CSS-H15寻呼之角为公共广播系统、广播/寻呼、对讲机、安全、警报和工业应用提
供了极好的语音范围清晰。设计为苛刻的环境条件，CSS-H15是高度的耐候性(IP-65额定)，因此它可以
用于室内或室外的应用。宽覆盖模式允许喇叭覆盖比许多传呼喇叭更大的观众区域。

• 良好的语音范围清晰的通知和寻呼。
• 高灵敏度提供高声级和最小功率放大。
• 宽70°水平的90°垂直覆盖为中抛应用。
• 酚醛隔膜驱动器，用于户外耐久性和高可靠性。
• Ul注册15瓦多抽头变压器，8欧姆直接旁路.
• 内置的高通滤波器通过防止低频损坏来提高可靠性.
• 耐候性强，带有不锈钢支架和五金.

公众出入区
仓库
工厂
学校
娱乐设施
商业建筑
配送中心
公民中心
其他商业声音及保护信号系统

特征 适用场合

JBL CSS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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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频率响应（-10分贝）

方向性因子（Q） 15.8（2千赫）

指向性指数（D1） 12（2千赫）

30W（120W峰），100小时系统功率等级

灵敏度（1W，2.83V@1m） 108分贝1千赫-6千赫；     1.4千赫111、2分贝

123分贝（123dB峰值），1KHz-6KHz；

127分贝（133分贝峰值），1.4千赫，30W输入，

8欧姆设定

70V:30W,15W,7.5W,3.8W,1.9W

100V:30W,15W,7.5W,3.8W

最大SPL（1m）

标称阻抗

变压器抽头

司机 38毫米（1.5英寸）酚醛隔膜直径）

覆盖模式

包括高通滤波器

400赫兹-7.5千赫

喇叭材料

被动350赫兹高通滤波器内置，以防止损坏频率以下的工作范围）

水平50°，垂直70°（2kHz，平均1kHz-4kHz）

30W/70V，NC/100V抽头：167欧姆1

5W/70V，30W/100V抽头：333欧姆

7.5W/70V，15W/100V抽头：667欧姆

3.8W/70V，7.5W/10CV抽头：1333欧姆

1.9W/70V，3.8W/10CV抽头：2666欧姆

8欧姆直拨式8欧姆

安装硬件 不锈钢粉末涂覆U形支架（蛋黄）与3×10.4mm（0.41英寸）直径安装孔，不锈钢外部五金。

300毫米（12英寸）尾到裸电线；入口通过水密配件。电线颜色：红色=正（+）；黑色=负（-）。

IP-65额定每IEC529，盐喷雾每B117，不锈钢U-支架和外部硬件。

UL注册于UL1876电子设备用隔离信号和反馈变压器”

4.5磅/2.0公斤

6.0磅/2.7公斤

不锈钢安装支架

163×222×232毫米（6.5×8.8×9.2英寸）喇叭181×222×232毫米（7.1×8.8×9.2英寸），包括

安装支架，深度不包括电缆出口。

RAL 9016（喇叭和支架）

防抱死

颜色

输入连接

环境

安全机构评级

尺寸（HxWxD）

重量（EA）

航运重量（EA）

包括附件



CSS-H30 30瓦传呼喇叭

     商业解决方案系列CSS-H30寻呼之角为公共广播系统、广播/寻呼、对讲机、安全、警报和工业应用提
供了极好的语音范围清晰。为苛刻的环境条件而设计，CSS-H30具有高度的耐候性(IP-65等级)，可用于
室内或室外应用。聚焦覆盖模式允许喇叭将声音投射到比覆盖范围更广的寻呼喇叭中更远的距离。该产
品的典型应用是公共通道、仓库、工厂、学校、娱乐设施、商业建筑、配送中心、公民中心和其他商业声音
和保护信号系统。

• 良好的语音范围清晰的通知和寻呼。
• 高灵敏度提供高声级和最小功率放大。
• 聚焦50°水平，70°垂直覆盖为长掷能力。
• 酚醛隔膜驱动器，用于户外耐久性和高可靠性。
• Ul注册30瓦多抽头变压器，8欧姆直接旁路.
• 内置的高通滤波器通过防止低频损坏来提高可靠性.
• 耐候性强，带有不锈钢支架和五金.

公众出入区
仓库
工厂
学校
娱乐设施
商业建筑
配送中心
公民中心
其他商业声音及保护信号系统

特征 适用场合

JBL CSS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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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频率响应（-10分贝）

方向性因子（Q） 10.9（2千赫）

指向性指数（D1） 10.4（2千赫）

15W（60W峰），100小时系统功率等级

灵敏度（1W，2.83V@1m） 105分贝1千赫-6千赫；2千赫111分贝

117分贝（123dB峰值），1KHz-6KHz；

123分贝（129分贝峰值），2千赫，15W输入，

8欧姆设定

70V:15W,7.5W,3.8W,1.9W.0.9W

100V:15W,7.5W,3.8W,1.9W

最大SPL（1m）

标称阻抗

变压器抽头

司机 含酚隔膜直径33 mm（1.3英寸）

覆盖模式

包括高通滤波器

380赫兹-6千赫

喇叭材料

被动350赫兹高通滤波器内置，以防止损坏频率以下的工作范围）

15W/70V，NC/100V抽头：333欧姆

7.5W/70V，15W/100V抽头：667欧姆

3.8W/70V，7.5W/100V抽头：1333欧姆

1.9W/70V，3.8W/100V抽头：2666欧姆

0.9W/100V，1.9W100V抽头：5332欧姆

8欧姆直拨式8欧姆

安装硬件 不锈钢粉未涂覆U形支架（蛋黄）与3×8.8毫米（0.34英寸）直径安装孔，不锈钢外部五金。

300毫米（12英寸）尾到裸电线；入口通过水密配件。电线颜色：红色=正（+）；黑色=负（-）。

IP-65额定每IEC529，盐喷雾每B117，不锈钢U-支架和外部硬件。

UL注册于UL1876“电子设备用隔离信号和反馈变压器”

3.0磅/1.36公斤

3.7磅/1.68公斤

不锈钢安装支架

163×222×232毫米（6.5×8.8×9.2英寸）喇叭

181×222×232毫米（7.1×8.8×9.2英寸），包括安装支架，深度不包括电缆出口。

RAL 9016（喇叭和支架）

防抱死

颜色

输入连接

环境

安全机构评级

尺寸（HxWxD）

重量（EA）

航运重量（EA）

包括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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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L EON ONE PRO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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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M21

CSM21

CSM32

CSM32

          JBL® Commercial CSM-21/ 32 提供固定 I/O、预先配置的架构、全立体声或单声道操作、灵活路由和控
制多个音频源、简单的前面板配置和控制（无需使用计算机）、兼容 CSR 壁式控制盒、兼容 CSPM 公共广播麦
克风，以及通过 Cat5 线缆将音频通道复制至其它设备（可选）。
          此外还提供额外的二路输入，以实现音乐覆盖。首先，利用一路采用幻象电源且具有增益控制的麦克风
输入可将公共广播转向至不同的区域，按用户可配置的量掩蔽音乐。其次，线路输入可实现优先路由所有区
域，尤其适用于警报。
         通过区域遥控端口 1 和 2，能够方便地控制在每个输出区域中提供声源选择和/或音量控制功能的 CSR 
壁式控制盒。在前面板还可以控制声源选择、音乐音量和麦克风音量（按区域）。为实现额外控制，可利用二路
逻辑输入以方便地通过触点闭合实现公共广播转向和音乐静音。
         内含两个 RJ-45 链接端口，可连接多个 CSM 设备以增加输出区域的数量。连接 CSM 设备时，会通过 Cat5 
线缆共享主设备的输入，无需使用 Y 型线缆。
         随附的安全板可盖在前面板控件上，以避免已调试的系统受到未经许可的变更。

二路立体声输入
一路麦克风输入
一路优先级音频线路输入
一路带专用低音输出的立体声输出
通过前/后面板控件实现快速简单的配置
具备模拟控制功能的数字处理器
音乐均衡
全局麦克风均衡
AutoWarmth™ 和 LevelGuard™
CSR 控制器（可选）
触点闭合控制
链接总线（用于输入共享）
用于锁定前面板的安全板（已随附）

三路立体声输入
一路麦克风输入
一路优先级音频线路输入
二路带专用低音输出的立体声输出
一路单声道隔离输出（用于等候音乐系统）
通过前/后面板控件实现快速简单的配置
具备模拟控制功能的数字处理器
音乐均衡（按区域）
全局麦克风均衡
AutoWarmth™ 和 LevelGuard™
CSR 控制器（可选）
触点闭合控制
链接总线（用于输入共享）
用于锁定前面板的安全板（已随附）

JBL CSM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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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立体声输入
一路麦克风输入
一路优先级音频线路输入
二路带专用低音输出的立体声输出
一路单声道隔离输出（用于等候音乐系统）
通过前/后面板控件实现快速简单的配置
具备模拟控制功能的数字处理器
音乐均衡（按区域）
全局麦克风均衡
AutoWarmth™ 和 LevelGuard™
CSR 控制器（可选）
触点闭合控制
链接总线（用于输入共享）
用于锁定前面板的安全板（已随附）

。

哈曼公司的JBL商业公司今天推出了全新的VMA系列混频器/放大器，专门为全球市场开发，要求为商业音频
安装提供符合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VMA系列混频器/放大器适用于在新兴市场以可负担的价格要求高质量设
备的应用。VMA系列混频器/放大器具有70V和100V的输出，具有灵活的全球使用功能。

JBL商业公司的VMA系列混频器/扩音器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以满足各种需求，哈曼专业解决
方案公司的解决方案经理、餐厅和零售经理埃米利安·沃伊托利茨说“对于需要性能和灵活性的安装，它们是一
个极好的解决方案。”

VMA系列包括许多方便和灵活的功能，包括蓝牙和USB媒体播放器；低阻抗功能(4欧姆/8欧姆)和高阻抗输
出(70V/100V)；每个输出通道的独立低音和高音控制；寻呼信号；以及优先级静音。机架安装硬件也包括在内。

JBL商用VMA系列混频器/放大器包括：

JBL VMA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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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或 X 2 通道输出 300W
• 内置 70V 和 100V
• 节省空间的 2 设计 Ru
• 禁用睡眠模式功能
• 有效能量放大器
• 时尚产业看起来与照明环制造旋钮容易观察和使用
• 支持 JBL CSR - V 壁式控制器经由 CAT5 线缆的 RJ45 连接器

JBL CSA1300Z/230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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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为永久性安装应用而优化的紧凑型线
性阵列模块

• 高科技组件传感器，轻量化大功率
• 户外 IP55 等级，防尘防水
• 全套吊装点，用于配置线性阵列
• 玻璃纤维箱体构造，高耐候性组件 
• 可采用双功放以实现最大声压级，或采

用无源模式以降低功放成本。
• 100 度水平覆盖模式

• 专为永久性安装应用而优化的紧凑型线
性阵列模块

• 高科技组件传感器，轻量化大功率
• 户外 IP55 等级，防尘防水
• 全套吊装点，用于配置线性阵列
• 玻璃纤维箱体构造，高耐候性组件
• 可采用双功放以实现最大声压级，或采

用无源模式以降低功放成本。
• 65 度水平覆盖模式

• 专为永久性安装应用而优化的紧凑型线
性阵列模块

• 高科技组件传感器，轻量化大功率
• 户外 IP55 等级，防尘防水
• 全套吊装点，用于配置线性阵列
• 玻璃纤维箱体构造，高耐候性组件
• 双 15" 传感器

VLA-C 2100
带2×10"差分驱动®低频的两分频音箱

VLA-C2100 采用了具备 JBL 成熟技术的组
件。高频部分为喇叭加载式，以实现最大
的灵敏度和最优的模式控制，并具有三个 
D2415 驱动器，采用 1.5" 直径的环形振膜，
1.5" 音圈和钕电动机。
低频部分采用 2261 的双 10" 差分驱动® 3"音
圈驱动器。
箱体采用多层强化玻璃纤维和钢制面板。栅
格为镀锌粉末喷涂 14 号穿孔钢，加以透声黑
色蒙布衬里，疏水性网格内衬和防水导轨系
统。 
吊装系统与系统身体的设计融为一体。在组
装阵列时，即可选定内部箱体角度。其他附
件包括一个吊装架、回拉杆，以及用于低音
单元的一个心形工具包。

VLA-C 265
带2×10"差分驱动®低频的两分频音箱

VLA-C265 采用了具备 JBL 成熟技术的组件。
高频部分为喇叭加载式，以实现最大的灵敏
度和最优的模式控制，并具有三个 D2415 驱
动器，采用 1.5" 直径的环形振膜，1.5" 音圈
和钕电动机。 
低频部分采用 2261 的双 10" 差分驱动® 3"音
圈驱动器。 
箱体采用多层强化玻璃纤维和钢制面板。栅
格为镀锌粉末喷涂 14 号穿孔钢，加以透声黑
色蒙布衬里，疏水性网格内衬和防水导轨系
统。 
吊装系统与系统身体的设计融为一体。在组
装阵列时，即可选定内部箱体角度。其他附
件包括一个吊装架、回拉杆，以及用于低音
单元的一个心形工具包。

VLA-C 125S
差分驱动® 双 15" 超低音箱

VLA-C125S 采用具备 JBL 成熟技术的组
件，并加入了差分驱动® 双 15" 传感器。
箱体采用多层强化玻璃纤维和钢制面板。
栅格为镀锌粉末喷涂 14 号穿孔钢，加以透
声蒙布衬里，疏水性网格内衬和防水导轨
系统。 
吊装系统与系统身体的设计融为一体。在
组装阵列时，即可选定内部箱体角度。其
他附件包括一个吊装架、回拉杆，以及一
个心形工具包。

VLA-Compact 系列
可变线性阵列 (VLA) 紧凑型系列是三个扬声器阵列模块系列，设计用于满足系统设计人员对需要更紧凑的线阵列解决方案的应用之需
求，该解决方案具有适用于体育场馆的安装条件或任何其他突出需求的紧凑型线性阵列。它拥有两款双 10" 全频模块化音箱，和一个
双 15"低音音箱。模块化设计理念为系统设计人员提供了构建大型线性阵列系统的能力，可用于大型场地应用或设计更小的线性阵列
系统，以用作体育馆、圆顶体育场和更大表演空间（包括大型礼拜堂）中的分布式集群。

• 体育场馆、竞技场、主题娱乐场所、游艇、表演艺术设施、剧院音箱设计、礼堂、礼拜设施、现场俱乐部、舞蹈俱乐部
VLA-Compact 系列应用：

VLA-Compact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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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C 2100

频率范围（-10 dB） 86 Hz ‒ 18 kHz

频率响应（±3 dB） 109 Hz ‒ 15.3 kHz

系统额定功率

全频 800 W 持续粉红噪声 (3200 W 峰值), 2 小时 ; 400 W 持续粉红噪声 (1600W 峰值), 100 小时

低频 800 W 持续粉红噪声 (3200 W 峰值), 2 小时 ; 400 W 持续粉红噪声 (1600W 峰值), 100 小时

高频 150 W 持续粉红噪声 (600 W 峰值), 2 小时 ; 50 W 持续粉红噪声 (200 W 峰值), 100 小时

最大输入电压

全频 80 V Rms (2 小时), 160 V 峰值

低频 80 V Rms (2 小时), 160 V 峰值

高频 50 V Rms (2 小时), 135 V 峰值

最大声压级（1 米） 131 dB 持续平均值 (2 小时), 137 dB 峰值

灵敏度

全频 102 dB (85 Hz - 19 kHz)

低频 100 dB (85 Hz - 950 Hz)

高频 107 dB (950 Hz - 19.2 kHz)

覆盖模式 (-6 dB) 水平：100° (+5°/-15°, 1.5 kHz 至 15 kHz) ; 垂直：随阵列尺寸和配置而不同

阻抗

全频 8Ω (6.7Ω - 200 Hz)

低频 8Ω, 6.9 Ω min @ 230 Hz

高频 16 Ω, 15.9 Ω min @ 1.1 kHz

放大器 Crown DCi 系列，带板载 DSP 
推荐:  Crown DCi 2 | 1250N ；Crown DCi 4 | 1250N/ND/DA ；Crown DCi 2 | 2400N ；Crown DCi 4 | 2400N

传感器

低频驱动器 2 × 2261FF, 254 mm (10 英寸) 直径，每个带 76 mm (3 英寸) 直径音圈, 钕差分驱动器®, 直冷™

高频驱动器 3 × 2415K, D2 双振膜双音圈压缩驱动器, 每个带 38 mm (1.5 英寸) 直径音圈; 21 mm (0.8 英寸) 出口

物理性质

箱体材料 玻璃纤维外壳，凝胶涂层表面，带 18mm 桦木胶合板内撑

栅格 粉末喷涂 14 号六角形穿孔钢，内层镀锌，配以透声蒙布和疏水屏幕

箱体内部角度

VLA-C2100 到 VLA-C2100：2.4°, 3.8°, 6.0°, 9.5°, 15°，采用 VLA-C2100 支板 (包含于 VLA-C2100 内)
VLA-C2100 到 VLA-C265 (任一型号在上/下): 1.9°, 3.0°， 采用 VLA-C2100 支板 (包含于 VLA-C2100 内)； 4.7°, 7.5°, 
11.9°， 采用 VLA-C265支板 (包含于  VLA-C265 内)
VLA-C2100 位于 VLA-C125S 超低音单元下方 (VLA-C2100 无法连至 C125S 上方): 0°, 7.5°，采用 VLA-C125S 支板 (包
含于 VLA-C125S 内)

耐候性 IEC529 标准 IP-55 级 (可防尘及喷射水流)

接线端子 CE 兼容的暗槽栅栏式条形端子
栅栏式端子可容纳最大 5.2 sq mm (10 AWG) 的线缆或最宽为 9mm (.0.375 英寸) 的平头接片。防触保护

颜色 -GR: 灰色 (类似 Pantone 428C), -BK: 黑色

尺寸 (H × W × D) 381 mm × 848 mm × 460 mm (15.0" × 33.4" × 18.1")

净重（每个） 37.7 kg (83 lbs.)

装运重量（每个） 44.0 kg (97 lbs.)

包含附件 2 × VLA-C2100 支板 ；8 个 M10 × 35 mm 不锈钢螺栓 (1.5mm 螺距, 6 mm 六方形) 用于安装支板 
2 块用于支板的塑料装饰板，均需使用 4 个 (共 8 个) 3-32 × ½"扁圆头十字不锈钢螺丝进行安装

可选附件 用于该阵列的 VLA-C-SB 悬吊杆套装，包括两个相同的悬吊杆（可用于底部或顶部）
4 个 ¾-英寸 2 类螺旋销卸扣（每个悬吊杆必须使用 2 卸扣，装在两端通道而非中间）

VLA-Compact  系列

052



 VLA-C 265

频率范围（-10 dB） 85 Hz ‒ 19 kHz

频率响应（±3 dB） 108 Hz ‒ 16.5 kHz

系统额定功率

全频 800 W 持续粉红噪声 (3200 W 峰值), 2 小时 ; 400 W 持续粉红噪声 (1600W 峰值), 100 小时

低频 800 W 持续粉红噪声 (3200 W 峰值), 2 小时 ; 400 W 持续粉红噪声 (1600W 峰值), 100 小时

高频 150 W 持续粉红噪声 (600 W 峰值), 2 小时 ; 50 W 持续粉红噪声 (200 W 峰值), 100 小时

最大输入电压

全频 80 V Rms (2 小时), 160 V 峰值

低频 80 V Rms (2 小时), 160 V 峰值

高频 50 V Rms (2 小时), 135 V 峰值

最大声压级（1 米） 131 dB 持续平均值 (2 小时), 137 dB 峰值

灵敏度

全频 102 dB (85 Hz - 19 kHz)

低频 100 dB (85 Hz - 950 Hz)

高频 108 dB (950 Hz - 19.2 kHz)

覆盖模式 (-6 dB) 水平：65° (+15°/-10°, 1.5 kHz 至 15 kHz) ; 垂直：随阵列尺寸和配置而不同

阻抗

全频 8Ω (6.6Ω - 162 Hz)

低频 8Ω, 6.8 Ω min @ 162 Hz

高频 16 Ω, 16.2 Ω min @ 11 kHz

放大器 Crown DCi 系列，带板载 DSP 
推荐:  Crown DCi 2 | 1250N ；Crown DCi 4 | 1250N/ND/DA ；Crown DCi 2 | 2400N ；Crown DCi 4 | 2400N

传感器

低频驱动器 2 × 2261FF, 254 mm (10 英寸) 直径，每个带 76 mm (3 英寸) 直径音圈, 钕差分驱动器®, 直冷™

高频驱动器 3 × 2415K, D2 双振膜双音圈压缩驱动器, 每个带 38 mm (1.5 英寸) 直径音圈; 21 mm (0.8 英寸) 出口

物理性质

箱体材料 玻璃纤维外壳，凝胶涂层表面，带 18mm 桦木胶合板内撑

栅格 粉末喷涂 14 号六角形穿孔钢，内层镀锌，配以透声蒙布和疏水屏幕

箱体内部角度

VLA-C265 到 VLA-C265：1.5°, 2.4°, 3.8°, 6.0°, 9.5°，采用 VLA-C265 支板 (包含于 VLA-C265 内)
VLA-C265 到 VLA-C2100 (任一型号在上/下): 1.9°, 3.0°， 采用 VLA-C2100 支板 (包含于 VLA-C2100 内)； 4.7°, 7.5°, 
11.9°， 采用 VLA-C265支板 (包含于  VLA-C265 内)
VLA-C265 位于 VLA-C125S 超低音单元下方 (VLA-C265 无法连至 C125S 上方): 0°, 5°，采用 VLA-C125S 支板 (包含于 
VLA-C125S 内)

耐候性 IEC529 标准 IP-55 级 (可防尘及喷射水流)

接线端子 CE 兼容的暗槽栅栏式条形端子
栅栏式端子可容纳最大 5.2 sq mm (10 AWG) 的线缆或最宽为 9mm (.0.375 英寸) 的平头接片。防触保护

颜色 -GR: 灰色 (类似 Pantone 428C), -BK: 黑色

尺寸 (H × W × D) 381 mm × 848 mm × 460 mm (15.0" × 33.4" × 18.1 ")

净重（每个） 37.7 kg (83 lbs.)

装运重量（每个） 44.0 kg (97 lbs.)

包含附件 2 × VLA-C265 支板；8 个 M10 × 35 mm 不锈钢螺栓 (1.5mm 螺距, 6 mm 六方形) 用于安装支板
2 块用于支板的塑料装饰板，均需使用 4 个 (共 8 个) 3-32 × ½"扁圆头十字不锈钢螺丝进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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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LA-C 125S

频率范围（-10 dB） 52 Hz ‒ 210 Hz

频率响应（±3 
dB） 62 Hz ‒ 123 kHz

系统额定功率 1600 W 持续粉红噪声 (6400 W 峰值), 2 小时 ；800 W 持续粉红噪声 (3200W 峰值), 100 小时

最大输入电压 80 V Rms (2 小时), 160 V 峰值

最大声压级（1 米） 127 dB 持续平均值 (2 小时), 133 dB 峰值

灵敏度 98 dB (52 Hz ‒ 210 Hz, 2.83V)

阻抗 4Ω (3.0Ω - 195 Hz)

放大器 Crown DCi 系列，带板载 DSP ；推荐:  Crown DCi 2 | 2400N ；Crown DCi 4 | 2400N

传感器

低频驱动器 2 × 2275H, 304 mm (15 英寸) 直径，每个带 76 mm (3 英寸) 直径音圈, 钕差分驱动器®, 直冷™

物理性质

箱体材料 玻璃纤维外壳，凝胶涂层表面，带 18mm 桦木胶合板内撑

栅格 粉末喷涂 14 号六角形穿孔钢，内层镀锌，配以透声蒙布和疏水屏幕

箱体内部角度

VLA-C125S 到 VLA-C125S：0°，使用 VLA-C125S 支板 (包含在 VLA-C125S 内)
VLA-C265 位于 VLA-C125S 低音音箱下方 (VLA-C265 无法连接至 C125S 上方): 0°，5°，使用 VLA-C125S 支板 (包
含在 VLA-C125S 内)
VLA-C2100 位于 VLA-C125S 低音音箱下方 (VLA-C2100 无法连接至 C125S 上方): 0°, 7.5°，采用 VLA-C125S 支板 
(包含于 VLA-C125S 内)

耐候性 IEC529 标准 IP-55 级 (可防尘及喷射水流)

接线端子
CE 兼容的暗槽栅栏式条形端子。栅栏式端子可容纳最大 5.2 sq mm (10 AWG) 的线缆或最宽为 9mm (.0.375 英
寸) 的平头接片。防触保护。背部面板上的全套端子，加上操作用的柜内连接端子，均位于机柜的顶部和底部面
板

颜色 -GR: 灰色 (类似 Pantone 428C), -BK: 黑色

尺寸 (H × W × D) 508 mm × 848 mm × 634 mm (20.0" × 33.4" × 24.9")

净重（每个） 56.7 kg (125 lbs.)

装运重量（每个） 62.6 kg (138 lbs.)

包含附件 2 × VLA-C125S 支板 ；8 个 M10 × 35 mm 不锈钢螺栓 (1.5mm 螺距, 6 mm 六方形) 用于安装支板 
2 块用于支板的塑料装饰板，均需使用 4 个 (共 8 个) 3-32 × ½"扁圆头十字不锈钢螺丝进行安装

可选附件
用于该阵列的 VLA-C-SB 悬吊杆套装，包括两个相同的悬吊杆（可用于底部或顶部），4 个 ¾-英寸 2 类螺旋销卸
扣（每个悬吊杆必须使用 2 卸扣，装在两端通道而非中间）
VLA-C125S-ACC 套装 ‒ 用于在前部添加端子盒，以便对心形低音音箱进行轻松整洁的布线
VLA-C-ACC 套装 ‒ 用于添加前挡板端子，以进行心形低音音箱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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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功率 200 mm (8") 双线圈 CMCD™ 音盘中频压缩驱动器，可带来高灵敏度和强
大的持续声压级能力，同时能够降低失真、扩展音频带宽并改善相位的相干性

• 大型钕高频驱动器，可实现清晰无误的高频投射
• 大型 PT™ 渐进传导™ 波导，可在高声压级水平和流畅的频率响应基础上，提供

出色的模式控制和极低失真  
• 可旋转波导，使音箱可以水平或垂直放置

PD6200/43 /64 /66 /95
精准导向中高频音箱
PD6200 系列精准导向中高频音箱专为需要强大输出能力，同时兼备出色模式控制
的应用而设计。

PD6200/43 /64 /66 /95

频率范围 200 Hz 到 18 kHz (-10 dB)

频率响应 240 Hz 到 16 kHz (±3 dB)

覆盖模式 /43: 40°×30°；/64: 60°×40°；/66: 60°×60°；/95: 90°×50°

分频模式 双功放/无源可切换

无源分频 第六阶 (36 dB / oct) Linkwitz-Riley HP & LP, 1.7 kHz

传感器额定功率（AES） 中频：350 W (峰值 1400 W), 100 小时；高频：75 W (峰值 300 W), 2 小时

长期系统额定功率（IEC） 无源模式：300 W (峰值 1200 W), 100 小时

最大声压级 中频：137 dB 声压级 (143 dB 峰值)；高频：135 dB 声压级 (141 dB 峰值)
无源模式：136 dB 声压级 (142 dB 峰值)

系统灵敏度 (1w @ 1m) 无源模式：111 dB 声压级

中频驱动器 CMCD‒82H 音盘中频压缩驱动器，带有一体式 200mm (8") 直径的钕差分驱动 NDD™ 双音圈驱动器

高频驱动器 2432H，38 mm (1.5")输出压缩驱动器，带 75 mm (3") 音圈

标称阻抗 8 欧

箱体 梯形，带 15 度侧角，16mm (.625 英寸) 厚，11 层桦木胶合板

悬挂固定 20 个固定点（顶部 5，底部 5，侧面各 4，后方 2），M10 螺丝固定件（不含螺栓，见可选附件）

表面 黑色 DuraFlex™ 表面白色（-WH）可按需提供

可选高耐候版本 WRC 用于户外安装，可为音箱提供保护，不会直接暴露于外界物质。WRX 用于直接暴露或极端环境，如
热带或沙滩，或在有着盐雾空气、极高湿度或湿度快速变化的区域

栅格 粉末涂层 14 号穿透钢，磷酸锌镀层，泡沫衬里（白色单元为栅格布衬里）

输入接头 Neutrik Speakon® NL4, 另有 CE 兼容的暗槽栅栏式条形端子。栅栏式端子可容纳最大 5.2 sq mm (10 
AWG) 的线缆或最宽为 9mm (.375 英寸) 的平头接片。音箱插头与栅栏式条形端子可共同用于通路

耐候性规格 Mil-Std 810; IP-x3，按 IEC529 标准。对于更高的环境等级，请使用 WRC 或 WRX

尺寸 (H×W×D 垂直方向) 991 mm ×673 mm ×897 mm (39.0"×26.5"×35.3")

净重 69 kg (152 lb)

可选附件 229-00009-01 套装，含三个 M10×35 mm 锻造钢制螺栓

PD6000  系列

055



• 300 mm (12") 
的持续声压级能力

• 大型 PT™ 渐进传导™ 波导，可在高声压级水平和流畅的频率响应基础上，提供
宽频模式控制和极低失真

• 可旋转低频及高频波导，使音箱可以水平或垂直放置
• 精巧的陡坡式设计无源分频网络，可切换双功放/无源分频模式

PD6212/43 /64 /66 /95
精准导向全频两路音箱
PD6212 系列精准导向音箱专为需要强大输出能力，同时兼备出色模式控制的
应用而设计。此款音箱可单独用于 80 Hz 的频率扩展可以胜任的音乐或演说系
统，或与低音单元共同创造出带宽更广的全频系统。

PD6212/43 /64 /66 /95

频率范围 80 Hz 到 18 kHz (-10 dB)

频率响应 90 Hz 到 16 kHz (±3 dB)

覆盖模式 /43: 40°×30°；/64: 60°×40°；/66: 60°×60°；/95: 90°×50°

分频模式 双功放/无源可切换

无源分频 第六阶 (36 dB / oct) Linkwitz-Riley HP & LP, 850 Hz

传感器额定功率（AES） 低频：400 W (峰值 1600 W), 2 小时；300 W (峰值 1200 W), 100 小时；高频：75 W (峰值 300 W), 2 小时

长期系统额定功率（IEC） 无源模式：300 W (峰值 1200 W), 100 小时

最大声压级 低频：137 dB 声压级；高频：135 dB 声压级 (141 dB 峰值)
无源模式：134 dB 声压级 (140 dB 峰值)

系统灵敏度 无源模式：109 dB 声压级

低频驱动器 M222-8A，300 mm (12")输出压缩驱动器，带 75 mm (3") 音圈

高频驱动器 2453H，38 mm (1.5")输出压缩驱动器，带 100 mm (4") 音圈

标称阻抗 8 欧

箱体 梯形，带 12.5 度侧角，外层厚度 16 mm (5/8")

悬挂固定 20 个点(顶部 5 个, 底部 5 个，侧部 4 个, 后部 2 个) × M10 螺丝配件

表面 黑色 DuraFlex™ 表面白色（-WH）可按需提供

可选高耐候版本 WRC 用于户外安装，可为音箱提供保护，不会直接暴露于外界物质

栅格 粉末喷涂 14 号穿孔钢，磷酸锌镀层，泡沫衬里

输入接头 Neutrik Speakon® NL4, 加 CE 兼容的暗槽栅栏式条形端子。栅栏式端子可容纳最大 5.2 sq mm (10 
AWG) 的线缆或最宽为 9mm (.375 英寸) 的平头接片。音箱插头与栅栏式条形端子可共同用于通路

耐候性规格： Mil-Std 810; IP-x3，按 IEC529 标准

尺寸 (H×W×D 垂直方向) 991 mm ×673 mm ×897 mm  (39.0"×26.5"×35.3")

净重 79.5 kg (175 lb)

可选附件 229-00009-01 套装，含三个 M10×35 mm 锻造钢制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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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两个大功率 300mm (12 英寸) 传感器，紧凑型插槽式配置，以实现 40 Hz 的
低音扩展

• 大功率 CMCD™ 音盘中频压缩驱动器，可带来高灵敏度和强大的持续声压级能
力，同时能够降低失真、扩展音频带宽并改善相位的相干性

• 大型钕高频驱动器，可实现清晰无误的高频投射
• 大型 PT™ 渐进传导™ 波导，可在高声压级水平和流畅的频率响应基础上，提供

稳定的模式控制和极低失真
• 可旋转中高频波导，使音箱可以水平或垂直放置
• 精巧的陡坡式设计无源中高频分频网络，可切换三功放/两功放模式

PD6322/43 /64 /66 /95
精准导向全频三分频音箱
PD6322 精准导向全频三分频音箱专为需要强大输出灵敏度，同时兼备出色模式控
制的应用而设计。它们可独立应用于要求严格，需要将低频扩展至 40 Hz的音乐或
演讲系统.

PD6322/43 /64 /66 /95

频率范围 41 Hz 到 17 kHz (-10 dB)

频率响应 49 Hz 到 15 kHz (±3 dB)

覆盖模式 /43: 40°×30°；/64: 60°×40°；/66: 60°×60°；/95: 90°×50°

分频模式 三功放/两功放（无源中高频）可切换

无源分频 第六阶 (36 dB / oct) Linkwitz-Riley HP & LP, 1.5 kHz

传感器额定功率（AES） 低频：1600 W (峰值 6400 W), 2 小时；1200 W (峰值 4800 W), 100 小时
中频：350 W (峰值 1400 W), 100 小时；高频：75 W (峰值 300 W), 2 小时

长期系统额定功率（IEC） 低频：1200 W (峰值 4800 W)；中频/高频：300 W (峰值 1200 W), 100 小时

最大声压级 低频：128 dB 声压级 (134 dB 峰值)；中频：137 dB 声压级 (143 dB 峰值)
高频：135 dB 声压级 (141 dB 峰值)；无源模式：136 dB 声压级 (142 dB 峰值)

系统灵敏度 (1w @ 1m) 无源模式：111 dB-声压级 (仅限中高频部分)

低频驱动器 2×2206H，300 mm (12")输出压缩驱动器，带 100 mm (4") 音圈

中频驱动器 CMCD-82H 音盘中频压缩驱动器，带有一体式 200mm (8") 直径的差分驱动双 75mm (3") 音圈驱动器

高频驱动器 2432H，38 mm (1.5")输出压缩驱动器，带 75 mm (3") 音圈

箱体 梯形，带 12.5 度侧角，16mm (.625 英寸) 厚，11 层桦木胶合板

悬挂固定 20 个固定点（顶部 5，底部 5，侧面各 4，后方 2），M10 螺丝固定件（不含螺栓，见可选附件）

表面 黑色 DuraFlex™ 表面白色（-WH）可按需提供

可选高耐候版本 WRC 用于户外安装，可为音箱提供保护，不会直接暴露于外界物质。WRX 用于直接暴露或极端环境，如
热带或沙滩，或在有着盐雾空气、极高湿度或湿度快速变化的区域

网格 粉末涂层 14 号穿透钢，磷酸锌镀层，泡沫衬里（白色单元为栅格布衬里）

输入接头 Neutrik Speakon® NL8, 另有 CE 兼容的暗槽栅栏式条形端子。栅栏式端子可容纳最大 5.2 sq mm (10 
AWG) 的线缆或最宽为 9mm (.375 英寸) 的平头接片。音箱插头与栅栏式条形端子可共同用于通路

耐候性规格 Mil-Std 810; IP-x3，按 IEC529 标准

尺寸 (H×W×D 垂直方向) 991 mm ×673 mm ×897 mm (39.0"×26.5"×35.3")

净重 87.3 kg (192 lb)

可选附件 229-00009-01 套装，含三个 M10×35 mm 锻造钢制螺栓

PD6000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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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5125
双 15 寸低频

• 两个大功率 380mm (15 英寸) 低频驱动器，采用独立的 691mm（27.2 英寸）开
口箱体

• 低频扩展至 40 Hz
• 箱体尺寸兼容所有 PD5000 和 PD700 型号

PD5125 是一款大功率低频音箱，具有两个 380 mm (15 英寸) VGC™ 开口式冷却低
频驱动器，采用前负载开口配置。该款梯形音箱配有 M10 螺丝悬挂点。

PD5125

频率范围 37 Hz 到 2.5 kHz (-10 dB)

频率响应 42 Hz 到 2.1 kHz (±3 dB)

功率（AES） 2000 W (峰值 8000 W), 2 小时

长时系统额定功率（IEC） 1200 W (峰值 4800 W), 100 小时

最大声压级 支持 50 Hz - 125 Hz 136 dB-声压级，持续平均值 (142 峰值) 125 Hz - 800 Hz 135 dB-声压级，持续平均
值 (141 峰值)，大功率低频模块

输入模式 驱动器平行/离散式

标称阻抗 平等驱动模式下为 4 欧，在离散驱动模式下为 2×8 欧 

低频驱动器 2×JBL 2226H 380 mm (15") VGC 驱动器，带 100 mm (4") 音圈，低频转换器为 2226H

箱体 梯形，带 15 度侧角，16mm (.625 英寸) 厚，11 层桦木胶合板

悬挂固定 20 个固定点（顶部 5，底部 5，侧面各 4，后方 2），M10 螺丝固定件（不含螺栓，见可选附件）

表面 黑色 DuraFlex™ 表面白色（-WH）可按需提供

可选高耐候版本 WRC 用于户外安装，可为音箱提供保护，不会直接暴露于外界物质。WRX 用于直接暴露或极端环境，如
热带或沙滩，或在有着盐雾空气、极高湿度或湿度快速变化的区域。

网罩 粉末涂层 14 号穿透钢，磷酸锌镀层，泡沫衬里（白色单元为栅格布衬里）

输入接头 Neutrik Speakon® NL8, 另有 CE 兼容的暗槽栅栏式条形端子。栅栏式端子可容纳最大 5.2 sq mm (10 
AWG) 的线缆或最宽为 9mm (.375 英寸) 的平头接片。音箱插头与栅栏式条形端子可共同用于通路

耐候性规格 Mil-Std 810; IP-x3，按 IEC529 标准。对于更高的环境等级，请使用 WRC 或 WRX

尺寸 (H×W×D 垂直方向) 991 mm ×476 mm ×609 mm (39.0"×18.75"×27.2")

净重 53.4 kg (118 lb)

可选附件 229-00009-01 套装，含三个 M10×35 mm 锻造钢制螺栓

PD6000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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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NANO系列 -  M08BT / M12BT
用户手册

®

Soundcraft M08BT/M12BTNANO 系列多通道模拟调音台

     NANO系列多通道模拟调音台继承了Soundcraft的经
典工艺，旨在满足专业录音与固定安装等各类应用需求除
传统型模拟调音台外，NANO系列还提供两款具备蓝牙传
输能力的型号：M08BT（8路通道）与M12BT（12路通道）。
    这两款型号一如既往沿袭了NANO家族的优良基因：品
质出众、可靠性佳、外观设计前沿时尚、声音演绎自然精
准。
   M08BT与M12BT调音台的工程设计融合了专业录音与
固定安装所需的各项功能：4/8路话筒输入（含超低噪音话
筒前放与+48 V幻象电源）；4/8路线路输入；3路立体声输
入（含2路TRS与1路RCA输入）；每路话筒/线路输入提供3
段式EQ；RCA输入提供2段式EQ；每路话筒/线路输入设有
断点插入。
   M08BT与M12BT拥有前沿时尚、极富科技感的外观设
计。内置USB播放器，支持音频播放与录音储存。24位DSP
效果器，提供100种预设效果。蓝牙功能方便与智能设备的
无线连接。USB声卡接口，支持连接电脑或DAW软件进行
录音或回放。
      M08BT与M12BT调音台采用耐用型钢质结构，所有接
口均使用专业级金属材质，机身紧凑轻便、外观设计动感
时尚，是专业录音或固定安装等应用的理想之选。

•  4 / 8路话筒输入
（含超低噪音话筒前放与+48 V幻象

源）
•  3路立体声输入（含2路TRS与1路
RCA输入）
•  每路话筒/线路输入设有断点插入
•  每路话筒/线路输入支持低切
•  前2 / 4路话筒/线路输入配备压缩
器
•  每路话筒/线路输入设有3段式EQ，
RCA立体声通道设有2段式EQ
•  主混音输出提供两种输出接口：平
衡式XLR接口与平衡式TRS接口
•  24位DSP效果器提供100种预设效
果
•  USB播放器用于音频回放与录制
•  内部开关模式电源，可兼容
100-240V电压
•  USB声卡接口用于录音与回放
•  蓝牙音频传输

I

 

M12BT

M08BT

08BT/12BT
NANO系列多通道模拟调音台                            

Soundcraft NANO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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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预设 说明 参数

00~09 Echo（回声） 经过一段间隔或延时，在输出重现输入的声音。 延时时间：145~205ms

10~19 Echo+Verb
（回声 + 回响） 回声加室内效果。 延时时间：208~650ms 

衰减时间：1.7~2.1s

20~29 Tremolo（震音） 信号振幅调制。 速率：0.6 Hz~5 Hz

30~39 Plate（声乐板） 将换能器声音模拟成经典响亮的声乐板。 衰减时间：0.9s~3.6s

40~49 Chorus（合唱） 营造单一乐器声音发出多种乐器声音的感觉。 速率：0.92Hz~1.72Hz

50~59 Vocal（人声） 通过轻微的衰减时间以模拟一个细小空间。 相对衰减时间：0.8~0.9s
 预延时：0~45ms

60~69 Rotary（旋转） 模拟通过旋转号角扬声器和低音筒实现的声音效果。 调制深度：20%~80%

70~79 Small Room（小房
间）

模拟响亮的录音棚房间。 衰减时间：0.7~2.1s 
预延时：20~45ms

80~89 Flanger+Verb（镶
边+回响）

模拟与另一个人一同演奏，从相同的乐器和回
响中发出相同的音调。

衰减时间：1.5~2.9s
速率：0.8Hz~2.52Hz

90~99 Large Hall（大
厅）

模拟在大型声学空间中演奏声音。 预延时：23~55ms
衰减时间：3.6~5.4s

效果预设

M08BT M12BT
增益
话筒输入增益 0 至 50 dB ，±5%
线路输入增益 -20 至 30 dB ，±5%
噪声
单声道通道话筒输入E.I.N.（最大增益，非加权） < -126 dBu（150Ω源）
立体声通道话筒输入E.I.N.（最大增益，非加权） < -114 dBu（150Ω 源）
串音 
衰减器切断，+4 dBu输入 @ 1kHz < -70 dBu
声像隔离，+4 dBu输入 @ 1kHz < -60 dBu
频率响应
话筒/线路输入至任意输出，20 Hz - 20 kHz < 1 dB
THD + N
+14 dBu @ 混音输出，最大增益旋钮，20 Hz - 20 kHz < 0.01% @ 1 kHz
CMRR
典型@最大增益@ 1 kHz > 80 dB
典型@任意增益@ 50 Hz > 60 dB
输入与输出阻抗
话筒输入 2.7 kΩ
线路输入 20.7 kΩ
立体声输入 10 kΩ
混音、辅助与插入点发送 120 Ω
输入与输出电平
话筒输入最高电平 +20 dBu
线路输入最高电平 +20 dBu
立体声输入最高电平 +20 dBu
耳机 (@ 200 Ω) 150 mW
压缩器
门限值 +4 dBu
压缩比 4 : 1
补偿增益 0 - 9 dB
USB 输入/输出
输入/输出 2-in, 2-out
位深 8-bit / 16-bit
采样率 32 kHz / 44.1 kHz / 48 kHz
USB 播放器
播放格式 MP3, WAV (PCM16, PCM24, ADPCM), Bluetooth
录音格式 WAV (IMA ADPCM @48kHz 16 bits) 
蓝牙
版本 BT4.2
设备名称 Soundcraft NANO M08BT Soundcraft NANO M12BT
电源
市电电压 100 V-240 VAC, 50/60 Hz, 通用输入
外观
净重/毛重 3.13 kg / 4.22 kg 4.38 kg / 5.37 kg
尺寸 313.6 x 339.6 x 74.4 mm 421.6 x 339.6 x 74.4 mm

技术参数 尺寸规格

M08BT

M12BT

单位：mm

339.6

313.6
421.6

339.6

74.4

6°

6°

74.4

Soundcraft NANO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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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craft Notepad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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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即将在家里就能从Notepad调音台的传统通
道里找到正确的方向。两路带均衡调节的通道能
让你方便地使用到在型调音台中预设的数据。当
带有LED指示的主控提示你输出信号过载时，旋
钮式的耳机音量控制让你简单地控制音量的小
专为乐曲独立创作和博客设计，Notepad系列
提供了专业的音色并使初学者易于学习。

出乎意外的熟悉，难以置信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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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们不懈努力为 Soundcraft 客户提供更多价值的一部分，在此我们非常高兴地宣布，将对 Si Impact 提供一项免费更新，可让您的通道总数从 
40  翻倍至 80  个！

Si Impact 汲取 40  余年现场调音经验，将最新数字调音技术革新与 Soundcraft 无与伦比的出色音质合而为一。虽然 Si Impact 的设计如模拟调音台
般简单，却能提供强大的工作流提升功能，如独家 FaderGlow™ 系统、大型 DSP 功能，以及纯粹的 32  路输入/输出 USB 音频接口，为不愿牺牲音
质的人士带来出色的现场数字调音和录制效果。

*USB 接口兼容性：
PC ：支持 Windows 7、Windows 8 和 Windows 10。
Mac: 支持 Mac OS 10 .7.x Lion，需使用 10 .11 .x El Capitan

• 在 Si Impact 控制台的 32  路 USB 输入之外再加入 32  调音输入，即可对总计 64  路通道进行调音  
• 加入一台Soundcraft 迷你舞台接口箱 32 i 或 16 i，即可对多达 64  个话筒通道进行调音。亦可加入一个 MADI 选项卡和两个迷你舞台接口

箱，实现对多达 96  个话筒前置放大器，以及总计 128  个可用输入和 80  个通道的调音   
• 加入 Dante 选项卡，实现 64  Dante 通道调音

•  最多可对 80  个通道进行调音
•  32  路话筒输入
•  8 个 XLR/1/4� 混用插孔，供线路输入和乐器使用
•  40  路 DSP 输入通道（32  路单声道输入，4 路立体声通道/返回）
•  31  条输出总线（均带有全程 DSP 处理和图形均衡器）
•  每个通道和总线上均带有 4 波段全参数均衡器
•  8 个 VCA  + 8 个静音组
•  26  个电动推子（24  路输入+ 左右/单声道）
•  4 个可全面定制的推子层
•  内置舞台接口箱连接
•  5 英寸触屏显示器
•  每个输入推子上均有彩色 LCD 通道显示器
•  4 个录音棚级 Lexicon 效果引擎及专用特效总线
•  每条总线上均配有 BSS 图形均衡器

•  20  条分组/辅助总线
•  4 条单声道/立体声矩阵总线
•  32×32  USB 音频接口，可用于多音轨录制和回放 *
•  可采用选项卡和舞台接口箱提升输入/输出能力： 

① 使用所附的 MADI 选项卡和 Soundcraft 迷你舞台接口箱 32 i或 
16 i，即可对更多话筒前置放大器、输入和通道进行调音 
② 加入一个 MADI 选项卡和两个迷你舞台接口箱 32 i 或 16 i，即可实
现对多达 96  个话筒前置放大器，以及总计 136  路输入和 80  路通道
的调音。 
③ 加入 Dante 选项卡，可对 64  通道 Dante调音 
④ 可用的其他选项卡：AVIOM A-Net, CobraNet, AES/EBU, BLU Lik

• 可用的其他 Soundcraft 舞台接口箱：Mini Stagebox 
32R, Mini Stagebox 16R, Compact Stagebox, 以及 Vi Stagebox

Si Impact
40  路输入数字调音台
32  路进/出 USB 接口及 iPad 控制

Soundcraft Si Impact 2.0 固件免费更新，让调音通道总数翻倍！

Si Impact创新数字调音，保留原始音质

更加出色的 Impact

关键特性：

Soundcraft Si Impact Mix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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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从 40  多年前在伦敦悄然出现，到如今仍坚守在英国设计制造，Soundcraft 在现场调音领域为“英伦音质”赋予
了特别的涵义。 
Soundcraft 共同创始人 Graham Blythe 饱受赞誉的话筒前置放大器和“英式”均衡器，使如今的 Si Impact 得以
自豪拥有 Soundcraft 的标志性音质。

Soundcraft 将“一钮一功能”的控制与类似 FaderGlow™的独有功能相结合，为模拟工作流增添了数字化的灵活
性。FaderGlow™ 以不同颜色照亮推子轨道，可精确显示推子所控制内容的即时状态信息，如辅助发送、特效发
送，甚至是每个总线上可用的图形化均衡器。 

的“涂写带”来对通道进行命名。

Si Impact 所具有的并非简单的 DSP 功能。它具有的是出自数字特效领域公认专家之手的 DSP 功能。这意味着来
自 Lexicon、传奇 dbx 动态和业界标准 BSS 图形均衡器的录音棚级回响、延迟调制。 

通过可选 Soundcraft 舞台接口箱的内置连接功能，Si Impact 让您可以将进/出接口放在需要的任何地方。 
在现场音响应用中按乐队配置来设置舞台接口箱，或放置在现场混响室进行录音棚录制，所有一切都只需一根
五类线。

/

Si Impact 内置 32  路进/出 USB 录制和回放通道，可轻松快捷实现一流音效的音频录制。
只需简单连接至 PC 或 MAC 电脑，即可直接对任何数字音频工作站进行多轨录音。发送多达 32  路输出加 32  路
输出进出您的数字音频工作站，用于录制和回放。

Si Impact 的调音功能，可通过 Soundcraft 远程 iPad® App 在场馆内的任何位置使用。 
在观众位置进行主扩调音，在舞台上进行监听调音，或是由乐手们使用多台 iPad® 设备来设置自己的监听调音。

 iPad® 

Soundcraft Si Impact Mix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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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 Stagebox 32R/16R 迷你型舞台接口箱

Mini Stagebox 16R

Mini Stagebox 32R

       哈曼 Soundcraft 的新型迷你型舞台接口箱系列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舞台布线解决方案，为不需要大型
系统的模块化和可配置性的许多系统提供了实惠的选择。
     
        迷你型舞台接口箱 32R (3U) 提供 32 路模拟输入和 8 路模拟线路输出，4 对 AES 输出，总 I/O 容量达到 
32 路输入和 16 路输出，而迷你型舞台接口箱 16R (2U) 型号提供 16 路模拟输入和 8 路线路输出，形成 16 
x 8 矩阵。 它们可通过安装在可选插件槽上的 MADI 插卡与任何 Soundcraft Si Expression，Si Compact，
Si Performer，Si 系列和 Vi 系列调音台连接。

         迷你型舞台接口箱型号包含一个一体式 PSU，因此可成为完全独立的个体，让用户放心布置在舞台。 
新单元属于 ViSi Connect 可选接口系列，适于所有 Soundcraft 调音台，包括 Compact 和 Vi 舞台接口箱
以及一系列可选插卡，如 MADI，AES，CobraNet 和 AES。

       这两个型号均配有已安装好的舞台接口箱插卡，加上适于 Si 系列调音台的相应插卡（Vi 调音台 MADI 
插卡另售）

兼容：
Vi1    Si Impact    Si1, Si1+ 
Vi2               Si Performer               Si2, Si2+ 
Vi4               Si Expression  Si3, Si3+ 
Vi6               Si Compact   
Vi3000               Vi5000                                          Vi7000          

Stagebox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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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VS系列是CROWN专为固定安装应用而设计的专业级功放产品，包含四款型号：KVS300、KVS500、KVS700与KVS1000。KVS系列功
放采用高稳定性能与高速反应的开关电源，相比同类产品，机身重量与发热量大为减少，而电源利用效率与运行稳定性显著提升。此外，完
善的保护电路可有效避免KVS功放出现过压、欠压、过流、过热等问题，确保设备即使面对最严苛的应用环境，亦能轻松自如地运转。

2

KVS系列

077



Crown XLS系列功放

      次世代 XLS 彻底改头换面，集合了时尚新外观、
三倍大的 LCD 显示屏、更多的 DSP 与更实用的功
能等特点。与前代产品一样，全新的 XLS 采用了 
Crown 的 DriveCore 专利技术，具有超高效率，桥
接时有足够的动态余量驱动 2400W @ 4Ω，确保为
您的扬声器直接提供清晰、无失真的信号。 XLS 
DriveCore 2 保证您将获得适于任何场合的强劲、
纯粹的声音体验。

• D 类功放采用了 Crown 超高效的 DriveCore 技术，重量仅有不到 11 lb (5 kg)
• 更高级的 DSP 功能：更多控制；每个通道都有带通滤波器
• 新增照明功能；关闭除削波与热量指示灯外的所有 LED 指示灯，以减少光线不佳场合中的干扰
• 可选择的输入灵敏度；提供 1.4Vrms 与 .775Vrms 两种选项，以便在全功率状态下驱动功放
• 设置休眠模式，可在指定时间后自动待机
• 安全设置禁用菜单按钮；通过输入组合锁定菜单/解锁菜单
• 系统重置方便恢复出厂设置
• 远程电源触发器
• Peakx™ 限幅器在保护您的扬声器的同时提供最大输出
• XLR、1/4"、RCA 输入提供极大的自由度
• 一体式 PureBand™ 分频系统可实现更优秀的性能与控制
• 高效的强制风冷可防止设备过热

XLS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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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S1002 XLS1502 XLS2002 XLS2502

Praduct type 双通道、350W@4Ω功放

>97dB（@.775Vrms
灵敏度,低于6dB）

>103dB（@.775Vrms，
低于6dB）

>103dB（@.775Vrms，
低于6dB）

>103dB（@.775Vrms，
低于6dB）

1.4Vrms 1.4Vrms 1.4Vrms1.4Vrms

+0dB,-1dB +0dB,-1dB +0dB,-1dB+0dB,-1dB

<0.3% <0.3% <0.3%<0.3%

>200 >200 >200>200

@1kHz:>85dB@20KHz:
>55dB

@1kHz:>85dB@20KHz:
>55dB

@1kHz:>85dB@20KHz:
>55dB

@1kHz:>85dB@20KHz:
>55dB

19"(48.3cm)×3.5"
(8.9cm)×7.7"(19.6cm)

19"(48.3cm)3.5"
(8.9cm)x10.7"(21.2cm)

19"(48.3cm)3.5"
(8.9cm)x10.7"(21.2cm)

19"(48.3cm)×3.5"
(8.9cm)×7.7"(19.6cm)

<0.5% <0.5% <0.5%<0.5%

8.6 lbs (3.9kgs) 10.8lbs (4.9kgs) 10.8lbs (4.9kgs)8.6 lbs (3.9kgs)

双通道、525W@4Ω功放 双通道、775W@4Ω功放 双通道、775W@4Ω功放

灵敏度

频率响应

针对噪音的信号

互调失真

阻尼因数

总谐波失真

串音

尺寸

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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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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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2350 / VA21200 / VA4500

VT4500

VA系列专业功放是CROWN专为固定安装扩声应用而研发生产。

VA系列功放具有紧凑轻便、坚固耐用等优点，可用于驱动JBL固定安装

专用扬声器（如JBL CV����系列）。四款型号均提供XLR与Euroblock

两种输入接口、Speakon®与Barrier Strip两种输出接口，支持立体声或

桥接单通道输出模式。每款型号均配备模式开关，可将一路输入信号路

由至两路或以上输出，还可用于开启��Hz高通滤波器。每路通道均设三

枚LED指示灯，用于持续指示各通道的运行状态。每对通道还增设一枚

桥接模式LED指示灯。所有输入通道的信号持续低于-�� dBu超过��分钟

后，功放将自动开启节能模式。所有功放均采用强制风冷，即使长时间

运行，亦能保持稳定的性能表现。

• 紧凑轻便、坚固耐用
• 输入采用平衡式XLR与Euroblock接口
• 输出采用Speakon®接口与Barrier Strip端子
• 支持输入信号路由与输出信号桥接
• 提供70Hz高通滤波器
• LED指示灯用于指示信号状态、过热/削波、故障以及桥接输出等状态

信息
• 电源LED指示灯可指示待机、工作状态或电源故障等
• 自动切换节能模式
• 支持机架安装

 VA2350 VA4500 VA21200 VT4500

额定功率（@THD+N 1%，每路通道8Ω，@1 kHz） 350W *4 500 W * 4 1200 W *2 450 W *4

额定功率（@THD+N 1%，每路通道4Ω，@1 kHz） 600W *4 750 W * 4 N/A N/A

频率响应（@ 1 watt） 20 Hz 至 20 kHz （+0 dB，‒1 dB）

信噪比（相对于8Ω额定输出功率，A计权） > 100 dB

总谐波失真+噪声（THD+N）（全功率，@1 kHz） < 1%

互调失真(IMD)（60 Hz & 7 kHz @ 4:1） 由全功率至-30 dB：< 0.35%

阻尼因数（8Ω）10 Hz至400 Hz >120

串音（相对于8Ω额定输出功率） @ 1 kHz > 70 dB；@ 10 kHz > 55 dB

输入阻抗（额定） 10KΩ 平衡，5KΩ 非平衡

最低负载阻抗 4Ω 8Ω

负载阻抗热性能 VA系列在4Ω、1/8额定功率时仍可持续工作

电源（±10%） AC：220V 50-60Hz

输入接口 每路通道设一枚3针平衡式XLR母座； 每对通道设一枚6针式Euro-block接头

输出接口 每路通道设一枚Speakon输出接口； 每对通道设一对Barrier Strip输出接口

LED指示灯 桥接、信号、过热 / 削波、故障、电源

功能开关 位于后面板，用于设置高通滤波器 / 桥接模式 / 信号路由

输入灵敏度 1.4v 额定功率 @ 8Ω 负载

净重 7.4 kg 7.7 kg 7.1 kg 7.1 kg

毛重 9.2 kg 9.5 kg 8.9 kg 8.9 kg

V A 系 列 专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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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多种不同的 I/O 配置

• 明晰的前面板 LED 指示灯

• 允许处理器与 GPIO 兼容设备集成

BLU-805：BLU link AV B 

BLU-805

BLU-103 Soundweb London 100 系列设备提供固定的输入和输出配置。设备模拟输入提供每通

道高达 +48 dB 的软件可配置增益（以 6 dB 为增量）以及每通道软件可选幻象电源。用

户不需要使用 PC，即可通过明晰的前面板 LED 指示灯轻松获悉各个通道的幻象电源、

信号正常和削波信息。

BLU-103：VoIP、AEC、BLU、link 数字音频总线

• 模拟输入（随附每通道 48 V 幻象电源）

• 4 个模拟输出；可配置的信号处理

• 功能丰富的处理器和逻辑对象调色板

• 48 个通道、低延迟、容错数字音频总线

• 明晰的前面板 LED 指示灯；双向定位功能

• 用于 GPIO 集成的 12 个控制输入和 6 个逻辑输出

• 用于第三方控制系统集成（文档）的 Soundweb London 接口套件

• HiQnet 设备

• 通过 HiQnet London Architect 进行配置、控制和监控

• 12-48 VDC 或 PoE+ 供电方案（随附 12 VDC 电源）

• 机架安装、表面安装和桌面安装等安装选项

BLU-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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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P-DSP 提供 8 路模拟输入，8 路模拟输出，1 条预设信号、高容错 CobraNet 数字音频总

线。

PDP-DSP 备有 CobraNet 容错主备音频接口和独立的以太网端口，根据需要可通过后者将 

CobraNet 和控制网络分开或者融合。

PDP-DSP 具有 256 路低延时，高容错数字音频总线功能。采用标准超 5 类电缆与信号处理器 

PDP-DSP 连接，设备间的距离可达 100 米。

每个通道在前面板上有对应的幻象电源、同步、信号通过、削波信号指示灯，无需配置电脑即

可清晰识别状态。双向定位功能可实现从系统控

制软件 IDX100Designer 识别设备。

12 个通用控制输入和 6 个通用逻辑输出提供设备间的兼容性。

每套 IDX100 系统最多可使用 2 台 PDP-DSP，提供 96 个输出区域，即每台 PDP-DSP 支持 48 

个输出区域。

PDP-DSP
系统处理器

• 8 路模拟输入(每个通道对应一个幻象电

源)

• 8 路模拟输出

• 预设信号路径

• 256 路低延时，高容错数字音频总线

• 前面板设有清晰的 LED 指示灯

• 双向定位功能

• 12 控制输入和 6 路逻辑输出

• 每套 IDX100 系统最多可配置 12 个PDP-

BOB 提供 96 个输出区

• 8 个模拟音频输出

• 标准接线盒接口：用于连接模拟音频

• DIP 开关：用于选择通道范围

Soundweb London BLU-BOB2“接线盒”通过 Soundweb London 高带宽容错数字音频总线提

供 8 个模拟音频输出扩展通道。BLU-BOB2 输出通道可通过位于设备背面的 6 个 DIP 开关

轻松进行配置，开关可用于选择 8 个为一组的连续通道。

BLU-BOB
接线盒输出扩展器

• 8 个模拟音频输入

• 标准接线盒接口：用于连接模拟音频

• DIP 开关：用于选择声道范围

Soundweb London BLU-BIB“接线盒”通过 Soundweb London 高带宽容错数字音频总线提供 

8 个模拟音频输入扩展通道。BLU-BIB 输入通道可通过位于设备背面的 6 个 DIP 开关轻松

进行配置，开关可用于选择 8 个为一组的连续通道。

BLU-BIB
接线盒输入扩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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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到哈曼音箱系统的简单集成

• 直接传输到 BLU link 的数字转换

• 消除 USB 距离限制

• 多种安装方式

该 BLU-USB 接口使来自 PC/Mac 的音频可以直接进入 BLU link 音频总线，从而轻松使用会

议系统的软件电话，或对进出电脑的音频进行直接播放。
BLU-USB
USB 音频到 BLU link 接口

• 免驱动安装（第 2 类） 

-2 × 2 即插即用式运行 

-48kHz

• 带驱动安装（第 2 类） 

-8 × 8 运行 

-48/96kHz

规格：特性：

• 支持 Dante 域名管理器的 AES67 和 Dante 音频

• BLU link – 256 路，低延迟，可容错的数字音频总线

• 将 Dante/AES67“添加”到一个或多个 BLU link 设备

• 清晰可见的前面板 LED 指示灯

• 双向定位功能

• HiQnet 设备

• 采用 HiQnet 音频架构进行配置、控制和监听

• 1RU, 半机架设备

• 兼容 AES67

Dante™/AES67 到 BLU link 的桥之前称之为 BLU-DAN。

Soundweb London BLU-DA 提供 Dante/AES67 音频和 BLU link。这意味着可使用 BLU-DA 将 

Dante/AES67“添加”到一个或多个 BLU link 链路。

BLU-DA 可通过 HiQnet™ 音频架构进行配置。内容丰富的逻辑对象控制盘和拖放式配置方式，

带来简单易用的设计环境。

BLU-DA 支持 Dante 和 AES67 音频。BLU-DA 能够同时发送和接收多达 64 路 Dante 或 

AES67 音频（64×64）。为故障容错提供了主要及次要端口。通过独立的以太网端口进行控

制。BLU-DA 还支持 Dante 4.0 固件，可实现与 Dante 域名管理器的整合。

BLU-DA 还具备 BLU link，这是一种低延迟、可容错的 256 路数字音频总线，采用标准 5e 

类线，在兼容设备之间的传输距离为 100 米。可采用光纤介质转换器，将传输设备间的距离

提升到 40 公里以上。 

双向定位功能，使来自 HiQnet 架构，或该架构内的设备都能得以识别。

BLU-DA 和 Soundweb London 家族的其他成员，形成了搭建完美定制系统解决方案的构造模

块。

BLU-DA (BLU-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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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103（后面板图解）

BLU-103

前面板 LED 指示灯

各输入： 信号正常、削波、48 V（仅限输入）

其他： COM.STAT、ERR、PWR

模拟输入： 12 个，可以在 Phoenix/Combicon 可拆卸螺旋式连接器上通过电子方式实现均衡

话筒/线路输入： 标称增益 0 dB，可通过电子方式切换到 +48 dB，每次切换 +6 dB

输入阻抗： 3.5 kΩ

最大输入电平： +20 dBu，带 0 dB 输入增益（+8 dBu，带 12 dB 增益）

CMRR： >75 dB @ 1 KHz

输入噪声 (E.I.N.)： <-128 dBu 典型值（使用 150 Ω 源时）

幻象电源： 48 V 标称电压，各输入均可选

A/D 延迟： 37/Fs [0.77ms@48k]

模拟输出： 8 个，可以在 Phoenix/Combicon 可拆卸，螺旋式连接器上通过电子方式实现均衡

最大输出电平： +19 dBu

频率响应： 20 Hz - 20 KHz (+0.5 dB/-1 dB)

THD： <0.01%（20 Hz - 20 kHz，+10 dBu 输出）

动态范围： 108 dB 典型值（22 Hz - 22 KHz 无加权声级）

串音： <-75 dB

输出阻抗： 40 Ω 均衡和 20 Ω 非均衡

D/A 延迟： 29/Fs [0.60ms@48k]

控制端口： 12 个输入和 6 个输出

控制输入电压： 0-4.5 V

控制输入阻抗： 4.7 kΩ - +5 V（双线模式），>1 MΩ（三线模式）

逻辑输出电压： 0 或 +5 V 空载

逻辑输出阻抗： 440 Ω

逻辑输出电流： 10 mA 源，60 mA 散热片

看门狗输出： 用于失效保护控制的 Phoenix/Combicon 连接器

Opto 输出电流： 最大 14 mA

耐压值： 最大 80 V（关闭时）

串联阻抗： 220 Ω（隔离时）

控制网络

接口： RJ45 以太网接口

最大线缆长度： 设备与以太网交换机之间 CAT 5 线缆的最大长度为 100 m/300 ft

BLU link

接口： 2 个 RJ45 以太网接口

最大线缆长度： 设备与设备之间 CAT 5e 线缆的最大长度为 100 m/300 ft

BLU-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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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805（后面板图解）

前面板 LED 指示灯

各输入：
信号正常、削波、同步/48 V、I/O 卡类型

（IN、OUT 和 DIG）

其他：

LCD 显示屏、Conductor（使用导体

时）、Net Link（使用网络链路时）、

Data Activity（数据活动指示灯）

模拟输入：

最多 16 个

可以在 Phoenix/Combicon 可拆卸螺旋式

连接器上通过电子方式实现均衡

话筒/线路输入
标称增益 0 dB，可通过电子方式切换到 

+48 dB，每次切换 +6 dB

输入阻抗 3.5 Ω

最大输入电平
+20 dBu，带 0 dB 输入增益（+8 dBu，带 

12 dB 增益）

CMRR >75 dB @ 1 KHz

输入噪声 (E.I.N.) <-128 dBu 典型值（使用 150 Ω 源时）

幻象电源 48 V 标称电压，各输入均可选

A/D 延迟： 38.7/Fs

数字输入：

最多 16 个，可以在 Phoenix/Combicon 

可拆卸螺旋式连接器上实现 AES/EBU 或 

S/PDIF

输入阻抗： 110 Ohm (AES/EBU) 或 75 Ohm (S/PDIF)

采样率： 48 kHz 或 96 kHz

采样率转换： 8 kHz - 96 kHz

TUD+N： -140 dB

延迟： 3/Fso + (56.581/Fsl) + (55.658/Fso)

模拟输出：

最多 16 个，可以在 Phoenix/Combicon 

可拆卸螺旋式连接器上通过电子方式实现

均衡

最大输出电平 +19dBu

频率响应 15 Hz - 20 KHz (+0.5 dB/-1 dB)

THD <0.01%（20 Hz - 20 kHz，+10 dBu 输出）

动态范围
108 dB 典型值（22 Hz - 22 KHz 无加权声

级）

串音 <-75 dB

D/A 延迟 28/Fs

数字输出

最多 16 个，可以在 Phoenix/Combicon 

可拆卸螺旋式连接器上实现 AES/EBU 或 

S/PDIF

输入阻抗： 110 Ohm (AES/EBU) 或 75 Ohm (S/PDIF)

采样率： 48 kHz 或 96 kHz

采样率转换： 8 kHz - 96 kHz

THD+N： -140 dB

延迟： 3/Fso + (56.581/Fsl) + (55.658/Fso)

控制端口

12 个输入和 6 个输出

控制输入电压 0-4.5 V

控制输入阻抗
4.7 kΩ - +5 V（双线模式），>1 MΩ（三线

模式）

逻辑输出电压 0 或 +5 V 空载

逻辑输出阻抗 440 Ω

逻辑输出电流 10 mA 源，60 mA 散热片

看门狗输出：
用于失效保护控制的 Phoenix/Combicon 

连接器

Opto 输出电流 最大 14 mA

耐压值 最大 80 V（关闭时）

串联阻抗 220 Ω（隔离时）

控制网络（所有型号）

接口 RJ45 以太网接口

最大线缆长度
设备与以太网交换机之间 CAT 5 线缆的最

大长度为 100 m/300 ft。

CobraNet™ 音频网

络：
（仅适用于 BLU-80 和 BLU-32）

接口： 2 个 RJ45 接口

最大线缆长度
设备与以太网交换机之间 CAT 5 线缆的最

大长度为 100 m/300 ft。

电源和尺寸

主电源电压 85-270 VAC，50/60 HZ

功耗 <35 VA

BTU 额定值 <120 BTU/小时

工作温度范围 5 ℃ - 35 ℃ (41 °F - 95 °F)

尺寸

高 (U) × 宽 × 厚

1.75" (1 U) × 19" × 11.3" 

(45 mm × 483 mm × 287 mm)

重量 18.6 lbs/8.4 kg（预估值）

BLU-805

BLU-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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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web London 模拟输入卡被设计用于填充 Soundweb London BLU-800、BLU-805、BLU-806、BLU-

320、BLU-325、BLU-326、BLU-160、BLU-120、BLU-80、BLU-32 和 BLU-16 设备四个中的任何一个卡插

槽。这种模拟卡允许 Soundweb London 设备接收话筒/线路电平信号。

模拟输入卡

Soundweb London 模拟输出卡被设计用于填充 Soundweb London BLU-800、BLU-805、BLU-806、BLU-

320、BLU-325、BLU-326、BLU-160、BLU-120、BLU-80、BLU-32 和 BLU-16 设备四个中的任何一个卡插

槽。这种模拟卡允许 Soundweb London 设备发送线路电平信号。

模拟输出卡

Soundweb London 数字输入卡被设计用于填充 Soundweb London BLU-800、BLU-805、BLU-806、BLU-

320、BLU-325、BLU-326、BLU-160、BLU-120、BLU-80、BLU-32 和 BLU-16 设备四个中的任何一个卡插

槽。这种数字卡允许 Soundweb London 设备接收 AES/EBU 和 S/PDIF 音频信号。

数字输入卡

Soundweb London 数字输出卡被设计用于填充 Soundweb London BLU-800、BLU-805、BLU-806、BLU-

320、BLU-325、BLU-326、BLU-160、BLU-120、BLU-80、BLU-32                     

槽。这种数字卡允许 Soundweb London 设备发送 AES/EBU 和 S/PDIF 音频信号。

数字输出卡

Soundweb London 声学回声消除 (AEC) 输入卡被设计用于填充 Soundweb London BLU-800、BLU-805、

BLU-806、BLU-320、BLU-325、BLU-326、BLU-160 和 BLU-120 设备四个中的任何一个卡插槽。这种 

AEC 输入卡允许 Soundweb London 设备消除扬声器发出的声音进入同一会议室中的话筒时所产生的声

学回声。

AEC 卡

Soundweb London 电话耦合卡被设计用于填充 Soundweb London BLU-800、BLU-805、BLU-806、BLU-

320、BLU-325、BLU-326、BLU-160 和 BLU-120 设备四个中的任何一个卡插槽。这种卡允许 Soundweb 

London 设备连接标准的 POTS（又称 PSTN 或模拟 PBX）电话网络。

电话耦合卡

BSS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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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10
可编程墙控面板

• 触摸屏

• 以太网供电

• 控制输入：以太网

• 拖放编程接口

BLU-8
可编程区域墙控面板

• 2 个旋转编码器和 5 个按钮

• 以太网供电

• 控制输入：以太网

• 9 段式 LED 仪表和 RGB LED

BLU-6
壁挂式墙控面板

• 8 档位源/预设选择按钮和向上/向下按钮

• 控制输入：模拟（两线）

• 旋转衰减器和五分频开关

BLU-3
壁挂式墙控面板

• 5 档位源/预设选择和电平

• 控制输入：模拟（两线）

• 旋转衰减器和五分频开关

(WT/BLK/BLU)

(WT/BLK)

BSS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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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DAN

Contrio系列

Contrio系统服务器：具备先进的系统控制与脚本功能的一款中央系统控制器与集

成媒体服务器。有两个版本可选：Dante与BLU-link

产品特性：

•  丰富的逻辑对象素材

•  基于Lua的脚本

•  多声道音频媒体的同步回放

•  管理整个系统的预设与链接设备

•  集成媒体服务器

•  系统自我修复功能

EC-V

带音量控制功能的以

太网控制器

Contrio墙装控制器

EC-4B

4按键以太网控制器

EC-4BV

4按键带音量控制的以

太网控制器

EC-8BV

8按键带音量控制的以

太网控制器

BLU-DAN：Dante转BLU桥接器；

•  支持Dante音频

•  BLU 256路，低延时容错数字音频总线

•  将Dante音频转接至1台或多台BLU链接设备

•  双向定位功能

•  支持HiQnet,并通道HiQnet Audio Architect进行设备与操作与监控

BSS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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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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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KARALITE系列

轻型商用灯光系统

        MartinKARALITE系列商用灯光系统具有小体积、低功耗、超静音等特点。产品全部采
用V0级别的阻燃材料，提供最高等级的阻燃效果，保障使用的安全性。KARALITE 系列产品严
格执行了Martin的质量标准，并结合KTV、酒吧、健身房、餐吧、零售店和小型演艺舞台等场所
的使用环境，并经过各种严苛的测试，包括工作电压测试、高温高湿测试、低温测试、耐压测、
功能测试、光输出测试、老化测试、模拟安装测试、包装震动与跌落测试等，保证产品的高品
质与高性能Martin KARALITE 。系列轻型商用灯光系统提供RJ45网线接口，传输标准DMX512信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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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盘
（灯尾视角）

1

2

3
4

5

6

7

色片 1：淡蓝
色片 2：深红
色片 3：黄色
色片 4：原绿
色片 5：橙色
色片 6：蓝绿
色片 7：紫红

图案盘
（灯头视角）

1

2

3
4

5

6

7

 

  

技术参数

交流电源： 100 -  240V ~ 50/60Hz 
电源接口： IEC IN 
功耗： 49 -  60W 
光源： 30W White LED 
颜色盘： 7 种颜色 + 空白 

图案盘： 7 种图案 + 空白
光束角： 10°
旋转角度： 水平 540°，垂直270°
DMX 通道数量： 8/10 DMX 通道
控制接口： RJ45 网线接口
操作模式： 声控 /DMX512/主从模式/ 自走模式
安装方式： 吸顶或 U 型支架
重量： 3.6 KG（带吸顶安装环）
尺寸： 266.0 x 261.7 x 292.7 mm（无吸顶安装环）

KLG300

   KLG300 LED二合一摇头图案灯采用30W白色高亮型LED
灯 珠 ， 搭 载 高 清 光 路 设 计 ， 适 用 于 K T V 、 餐 吧 、 酒 吧 及 各 类
商用场 所。KLG300配有专属的吸顶安装环，可用于桁架或
天花安装。可选8或10 DMX通道，KLG300可通过控制面板
或DMX调光台控制，支持独立、声控或主从运行模式。颜色
盘 与 图 案 盘 的 自 由 组 合 ， 搭 配 随 机 或 不 同 转 速 ， K L G 3 0 0 可
为您的活动现场呈现绚丽多彩、活跃动感的视觉效果。



KLW150

 

技术参数

交流电源： 100 - 240V ~ 50/60Hz
功耗： 16.5 W - 20 W
光源： 15W RGBW 4 合 1 LED
光束角： 25°
旋转角度： 水平 540°，垂直 270°
DMX 通道数量： 10/14 DMX 通道 
控制接口： RJ45 网线接口
操作模式： 声控 /DMX512/主从模式 / 自走模式
安装方式： 吸顶或 U 型支架
重量： 2.1 KG（带吸顶安装环）

尺寸： 209.5 x 235.4 x 247.9 mm（无吸顶安
装环）

      KLW150LED摇头染色灯采用15W RGBW 4合1高亮型LED灯
珠，混色效果极佳，配备两种角度的可更换高清透镜（出厂
25°，选配8）实现不同的出光角度，方便用户根据具体需求而更
换，适用于KTV、餐吧、酒吧及各类商用娱乐场所。KLW150配
有 专 属 的 吸 顶 安 装 环 ， 可 用 于 桁 架 或 天 花 安 装 。 可 选 1 0 或
14DMX通道，KLW150可通过控制面板或DMX调光台控制，支持
独立、声控或主从运行模式。轻质紧凑的外观设计、灵活多样的
安装方式、绚丽动感的色彩效果，只需稍作安装调试，KLW150
即可为您营造活跃动感的灯光氛围与视觉效果。

KARALITE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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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P120

交流电源： 100 - 240V ~ 50/60Hz
功耗： 11 - 13W
光源： 12 * 1W RGB 3in1 LEDs
DMX 通道数量： 5 通道
控制接口： RJ45 网线接口
操作模式： 声控 /DMX512/ 主从模式 / 自走模式
安装方式： U 型支架
重量： 0.4 KG
尺寸： 152.0 x 117.3 x 124.0 mm

         KLP120 LED帕灯由12只高亮RGB KED 灯珠构成，采用紧
凑型设计适用于KTV、餐吧、酒吧及各类商用场所。KLP120
具有调光与频闪功能，内置5路DMX通道，支持控制面板或
DMX调光台控制配备U型支架，可用于地面，吊顶或桁架安
装轻质灵活设计、优雅紧凑外观、绚丽多样效果，KLP120 可
轻松为各类活动营造活跃动感的娱乐氛围与视觉效果。

技术参数

KARALITE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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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S110

 

 
 

技术参数

交流电源： 100 - 240V ~ 50/60Hz
功耗： 7.5 - 9.5W
光源： 120 * 3528 SMD白色 LEDs
DMX 通道数量： 2 通道
控制接口： RJ45 网线接口
操作模式： 声控 /DMX512/主从模式/ 自走模式
安装方式： U 型支架
净重： 0.4 KG
尺寸： 152.0 x 118.1 x 124.0 mm

        KLS110 LED频闪灯由120只3528 SMD高亮型白色LED灯珠构
成，适用于KTV、餐吧、酒吧及各类商用娱乐场所。KLS110设有
2路DMX通道，可通过控制面板或DMX调光台控制支持自走、 声
控与主从模式，可调节频闪速度与声控灵敏度。配备U型支架可
用于地面，吊顶或桁架安装。轻质灵活设计、优雅紧凑外观、绚
丽多样效果，KLS110 可轻松为各类活动营造活跃动感的娱乐氛
围与视觉效果。

KARALITE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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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Quautum Wash

MAC Quauntum Wash 光束紧致、染色均匀、市面上预混色领
先的 LED 摇头染色灯。它是亮度与严荷使用环境的完美结
合。750 W 的高输出 RGBW LED 模组，配上马田的高效光学
系统，使其具有 1:6 的光学变焦范围与卓越的高输出及表
现力。

特色
•  明亮和密集 RGBW LED 光束
•  高效的光输出
•  光束扭曲效果，通过前透镜

头旋转来实现
•  移动迅速

•  1:6 的变焦范围，可输出紧
致的光束或均匀的染色效果

•  独特的 Colorganic™  系统
•  逼真的水波纹效果
•  极轻的重量与小体积

规格
物理属性
长： 452 mm
宽： 431 mm
高： 581 mm，最大高度
重量： 21 kg
动态效果
电子“色轮”效果： 36 种预混色加上白光，色轮旋转效果和随机配色
混色： RGBW
色环效果： 36 种开口颜色环配可变的旋转效果
预编程效果： 同步或独立的颜色、亮度、光束与区域效果
色温控制： 2000 - 10 000 K 范围内可变
光闸效果： 电子，拥有脉冲和随机效果
电子调光： 0 - 100%，4 个调光曲线选项

变焦系统： 机械变焦
水平移动： 540°
垂直移动： 270°
水平/垂直移动速度可调 
光学特性
光源： 50 x 15W RGBW LED 模组
LED 最短使用寿命： 50 000 小时（>70% 输出光通量）*
* 该数值是 LED 根据其测试条件得出
控制与编程
控制选项： DMX
控制精度： 8 Bit，16 Bit 水平/垂直移动控制
DMX 控制通道： 33/14
DMX 地址设置： 带有背光图形显示的控制面板
协议： USITT DMX512/1990
收发器： RS-485
灯具软件更新： 通过 DMX 上传，需使用 Martin 通用 USB/DMX 转换器
结构
颜色： 黑色
外壳： 耐冲击阻燃热塑材料
防护等级： IP20
安装
安装点： 2 对 1/4 扭紧式锁扣
适用场所： 仅限室内使用，必须固定在表面或结构上
安装方向： 不限
连接
交流电源输入： Neutrik PowerCon
DMX 数据输入/输出： 带锁扣的 5 针 XLR
电气特性
交流电源： 100-240 V（标称值），50/60 Hz
最大总功耗： 1020 W
供电单元： 自适应电子开关模式
待机功耗： 50 W
认证
欧盟安全认证： EN 60598-2-17 EN 62471、EN 62031、EN 61347-2-13
欧盟 EMC 认证： EN 55103-1、EN 55103-2、EN 55015、EN 61547
美国安全认证： UL 1573
美国 EMC 认证： FCC 第 15 部分 A 类
加拿大安全认证： CAN/CSA E598-2-17
加拿大 EMC 认证： ICES-003 A 类
澳大利亚/新西兰： C-TICK N4241
热温参数
散热： 风冷散热（智能风扇，低噪声，速度级别用户可调）
最高环境耐温： 40°C
最低环境耐温： 5°C
最大总散热量（+/- 15%）： 3480 BTU/hr
订购信息
MAC Quantum Wash™  纸箱版:  90240020
MAC Quantum Wash™  2 合 1 航空箱版:  9024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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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Aura XB

MAC Aura XB 是一款屡获殊荣的，新水准紧凑型创新 LED 染
色灯，集成了许多 MAC Quautum 首创的新功能。MAC Aura 
XBi 不仅提高了亮度，还采用了最新的混色系统和优化的
镜头设计，可射出密集的光束或均匀的染色效果。马田独
特的专利水纹效果™  也包含在内。

特色
•  超高亮度单镜头染色灯，全

预混色系统
•  均匀的染色光斑
•  范围广泛的调色板和 RGBW 

混色
•  高效率、低能耗、长寿命

•  内置 FX 引擎
•  10° - 60° 变焦
•  6000 lm 输出
•  移动迅速
•  紧凑、轻盈的设计 (6.5 kg)

规格
物理属性
长： 302 mm (11.9 ins.)，置放在支架上
宽： 302 mm (11.9 ins.)，置放在支架上
高： 360 mm (14.2 ins.)，垂直高度
重量： 6.5 kg (14.4 lbs.)，不含配件
动态效果
光束混色： RGBW
光环（二次透镜阵列照明）混色： RGB
光束色温控制： CTO，10 000 - 2500 K 范围内可变
光束和光环电子“色轮”效果： 33 种 LEE 基准色加上白光， 
 变速色轮旋转效果和随机配色
光束和光环独立光闸效果： 电子，具有规律和随机脉冲、突发脉冲和频闪效果
预编程效果： 同步光束和光环大镜头
电子调光： 独立光束和光环，4 个调光曲线选项
水平/垂直移动： 540°/232°
水平和垂直移动速度： 可通过板载控制面板和 DMX 进行调节

光学特性
光源： 15 W RGBW 模组
LED 刷新率： 光束 1200 Hz；Aura 4395 Hz
LED 最短使用寿命： 50 000 小时（>70% 输出光通量）*
* 该数值是制造商根据其测试条件得出
控制与编程
控制选项： 独立控制和同步光束与 Aura 效果控制
控制： DMX
RDM： 可用
控制精度： 8 Bit，16 Bit 水平/垂直移动控制
DMX 控制通道： 14/25
DMX 地址设置： 带有背光图形显示的控制面板
协议： USITT DMX512-A，ANSI/ESTA E1.20 RDM
灯具软件更新： 通过 DMX，需使用 Martin USB Duo DMX 接口
结构
颜色： 黑色
外壳： 耐冲击阻燃热塑材料
防护等级： IP20
安装
安装点： 1 个 M12 灯勾螺纹孔
适用场所： 仅限室内使用，必须固定在表面或结构上
安装方向： 不限
连接
交流电源输入： Neutrik PowerCon
交流电源吞吐量： Neutrik PowerCon
DMX 和 RDM 数据输入/输出： 带锁扣的 5 针 XLR
电气特性
交流电源： 100-240 V（标称值），50/60 Hz
最大总功耗： 400 W
供电单元： 自适应电子开关模式
在所有效果固定不变且无光输出时的标准功耗： <25 W
认证
美国安全认证（尚未通过）： EN 60598-2-17、EN 62471
欧盟 EMC 认证： EN 55103-1、EN 55103-2、EN 55015、EN 61547
美国安全认证： UL 1573
美国 EMC 认证： FCC 第 15 部分 A 类
加拿大安全认证： CAN/CSA E598-2-17
加拿大 EMC 认证： ICES-003 A 类
澳大利亚/新西兰： C-TICK N4241
随附物品
M12 螺栓，适合配合 Martin 灯勾使用 
配件
电源线，AWG12，SJT，带 Neutrik PowerCon NAC3FCA 输入连接器，3 m： P/N 11541503
Neutrik PowerCon NAC3FCA 电源输入连接器，张线支撑，蓝色： P/N 05342804
Neutrik PowerCon NAC3FCB 电源输出连接器，张线支撑，浅灰： P/N 05342805
电源中继电缆，带 PowerCon 连接器，1.4 m： P/N 11850099
电源中继电缆，带 PowerCon 连接器，2.25 m： P/N 11850100
G 型灯勾： P/N 91602003
半扣式灯勾： P/N 91602005
安全线缆，安全工作荷载 50 kg (110.2 lbs.)： P/N 91604003
可容纳 6 套 MAC Aura 的航空箱： P/N 91515020
订购信息
MAC Aura XB™  纸箱版:  P/N 90232100
MAC Aura XB™  6 合 1 航空箱版:  P/N 9023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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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Quautum Profile

MAC Quautum Profile 是一款高亮度 LED 图案灯，结合了高品
质的白光、快速流畅的 CMY 混色系统和清晰的图案投射。
并配有新的 Animotion™  FX 系统，给你从未见过的光束动画
效果。市场上终于出现了真正可以替换 700/800 W 放电泡
灯具的新尖端技术 LED 图案灯。

特色
•  首款真正可以替代 700/800 W 

HID 灯泡的 LED 灯具
•  全套功能，包括 CMY 混色，

1:3 变焦范围
•  最新的 LED 技术一致的光度

性能

•  清晰的投影，高对比度
•  极轻的设计与小体积
•  超快的移动速度

规格
物理属性
长： 452 mm
宽（含基座）： 431 mm
高： 642 mm，水平朝向
高： 648 mm，垂直高度
重量： 23.2 kg
动态效果
混色系统： CMY 混色，独立 0-100% 可调
光闸效果： 电子，具有规律和随机脉冲、突发脉冲和频闪效果
电子调光： 0 - 100%，4 个调光曲线选择
色轮： 6 种颜色滤色片加上白光
旋转图案轮： 6 种可互换图案加上白光，连续图案旋转和滚动
固定图案轮： 10 种图案片，微调和滚动
光束效果： 旋转 3 棱镜
对焦区域： 12° - 36° (1:3)
可变光圈： 0-100%，脉冲效果
变焦： 机械变焦，带自动焦距功能

调光： 4 种调光曲线
水平移动： 540°
垂直移动： 268°
水平/垂直移动和效果速度可调整 
光学特性
光源： 475 W LED
LED 最短使用寿命： 50 000 小时（>70% 输出光通量）*
* 该数值是 LED 根据其测试条件得出
控制与编程
控制选项： DMX
DMX 控制通道： 19/27
DMX 地址设置： 带有 LED 显示的控制面板
DMX 协议： USITT DMX512/1990
收发器： RS-485
灯具软件更新： 通过 DMX 上传
结构
颜色： 黑色
外壳： 高抗冲击阻燃热塑
防护等级： IP20
安装
安装点： 4 对直角回转锁
安装方向： 不限
与易燃材料的最短距离： 0.2 m
与被照射表面的最短距离： 2 m
连接
交流电源输入： Neutrik PowerCon
DMX 数据输入/输出： 带锁扣的 5 针 XLR
电气特性
交流电源： 100-240 V（标称值），50/60 Hz
供电单元： 自适应电子开关模式
最大总功耗： 750 W
待机功耗： 50 W（空闲模式，调光为零）
认证
欧盟安全认证： EN 60598-2-17、EN 62471、EN 62031、EN 61347-2-13
欧盟 EMC 认证： EN 55015、EN 61547、EN 55103-1、EN 55103-2
美国安全认证： UL 1573
美国 EMC 认证： FCC 第 15 部分 A 类
加拿大安全认证： CAN/CSA-E598-2-17
加拿大 EMC 认证： ICES-003 A 类
澳大利亚/新西兰： C-TICK N4241
热环境参数
散热： 风冷散热（智能风扇，低噪声，速度级别用户可调）
最高环境温度： 40°C
最低环境温度： 5°C
总散热量： 2000 BTU/hr
安全线缆，通用，安全工作荷载 50 kg (110.2 lbs.)： P/N 91604003
可容纳 4 套 MAC 350 的航空箱： P/N 91510160
订购信息
MAC Quantum Profile™  纸箱版： 90240000
MAC Quantum Profile™  2 合 1 航空箱版:  9024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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