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指标
处理

通道/总线

通道：32
总线：主L/R, 8 AUX, 4矩阵

输入/输出

输入： 24 (64当使用可选的REAC设备时)
输出：14 (最大54点当使用REAC设备时)

信号处理

AD/DA转换: 24 bit
采样率：48.0 kHz或44.1 kHz

调音台延时

网络延时

建议负载阻抗

可分配输出接口(1至10): 10 k ohms或更大
主输出接口(L, R): 10 k ohms或更大
耳机接口： 40 ohms或更大

最小负载阻抗

耳机接口： 16 ohms

不饱和最大输出电平

可分配输出接口(1至10): +22 dBu (1 kHz, 10 k ohms负载, typ.)
主输出接口(1至10): +22 dBu (1 kHz, 10 k ohms负载, typ.)
耳机接口： 150 mW + 150 mW (1 kHz, 40 ohms负载, typ.)

*1
* M-200i本地的接口输入/输出的系统总延时
2.5 mS (typ.)

*

残余噪声电平
(IHF-A, t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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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150 ohms截止
* 输出接口：可分配输出接口(1至10), 主输出

* M-200i的 REAC接口输入/输出S-1608接口箱的系统总延时
* 采样率：48.0 kHz * 效果器：无插入效果

输入接口(1至16) : XLR-3-31型(平衡，幻象供电)
输入接口(17至22) : 1/4英寸耳机型（平衡）
输入接口(23至24): RCA耳机型
可分配输出接口(1至6): XLR-3-32型（平衡）
可分配输出接口(7至10): 1/4英寸耳机型（平衡）
主输出接口(L, R): XLR-3-32型（平衡）
耳机接口：1/4英寸立体声耳机型, 迷你耳机型
AES/EBU输出接口：光纤型
REAC接口：RJ-45网络接口型
RS-232C接口： 9-pinD-sub型
MIDI接口 (OUT/THRU, IN): 5-pin DIN型
USB闪存接口： A型USB
USB WLAN适配器接口： A型USB
USB电脑接口： B型USB
LAN接口： RJ45型
DOC连接线接口： 10-pin最小i DIN型
DC输入接口
接地线端
* XLR型：1 GND, 2 HOT, 3: COLD
* 幻象供电: DC+48V (空载), 14mA (满载, 所有XLR型输入)

输入/输出特性

频率响应

可分配输出接口(1至10) : -2 dB / +0 dB (20k ohms负载,+4 dBu,
typ.)
主输出接口(L, R): -2 dB / +0 dB (20k ohms负载, +4 dBu, typ.)
耳机接口： -3 dB / +0 dB (40 ohms负载, 150 mW, typ.)
* 采样率：48.0 kHz或44.1 kHz
* 输入接口：输入1至24 (Pad: ON, 输入灵敏度： +4 dBu, 20 Hz至20
kHz)

总谐波失真 + 噪声

可分配输出接口(1至10): 0.05 % (+4 dBu, typ.)
主输出接口(L, R): 0.05 % (+4 dBu, typ.)
耳机接口： 0.05 % (40 ohms负载, 150 mW, typ.)

动态范围

可分配输出接口(1至10): 102 dB (typ.)
主输出接口(L, R): 102 dB (typ.)

1 kHz串扰

* 采样率：48.0 kHz或44.1 kHz
* 输入接口：输入1至24 (输入灵敏度： +4 dBu, 20 Hz至20 kHz)

* 采样率：48.0 kHz或44.1 kHz
* 输入接口：输入1至24 (输入灵敏度： +4 dBu, 20 Hz至20 kHz)

-88 dBu (所有推子：最小)
-80 dBu (主推子：一致, 通道推子：1通道输入时放大灵敏度：最小)
-61 dBu (主推子：一致, 通道推子：1通道输入时 放大灵敏度：最大)

接口(L, R)

* 输入150 ohms截止
* 输出接口：可分配输出接口(1至10), 主输出接口(L, R)
* 采样率：48.0 kHz或44.1 kHz

-126 dBu (主推子：一致, 通道推子：1通道输入时,放大灵敏度：最大)
等效输入噪声 (E.I.N.)

* 输出接口：可分配输出接口(1至10),主输出接口(L, R)
* 采样率：48.0 kHz或44.1 kHz

其它

屏幕

LCD 132 x 64点阵背光

电流

3.6 A

体积

桌面安装：: 491(W) x 490(D) x 198(H) mm

重量

9.8 kg

工作温度

+5至+40摄氏度
+41至+104 华氏度

附件

.DOCK连接线 .平板电脑支架 .AC适配器 .电源线 .说明书

选购

.机架安装组件： RA-10U .无线网络USB适配器：WNA1100RL . USB闪存

请使用Roland出品的USB闪存。其他产品可能不可用。

* 0dBu=0.775Vrms
*为改进产品对产品规格和或外观的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 1:当在REAC信号链路中使用S-4000D或交换机等设备，网络延迟将因为信号分配和复制而增加。实际产
生的延迟取决于信号分配或复制设备本身的规格。单一信号复制设备产生的延时一般不超过200微秒。

规格

输入接口(1至24): -80dB (输入灵敏度： +4 dBu, IHF-A, typ.)
可分配输出接口(1至10): -88 dB (typ.)
主输出接口(L, R): -88 dB (typ.)

197.4

L IVE MIXING CONSOLE

* 采样率：48.0 kHz或44.1 kHz

输入接口(1至16): -65至+4 dBu
输入接口(17至24): -28至+4 dBu

输入阻抗

输入接口(1至16): 14 k ohms
输入接口(17至24): 10 k ohms

不饱和最大输入电平

输入接口(1至24): +22dBu (1 kHz, 20 k ohms负载, typ.)

标量输出电平

可分配输出接口(1至10): +4 dBu (负载阻抗: 10 k ohms, typ.)
主输出接口(L, R): +4 dBu (负载阻抗: 10 k ohms, typ.)

输出阻抗

可分配输出接口(1至10): 600 ohms (typ.)
主输出接口(L, R): 600 ohms (typ.)
耳机接口： 49 ohms (typ.)

489.6

标量输入电平(变量)

“遇见”专业调音台

-88 dBu (所有推子：最小)
-80 dBu (主推子：一致, 通道推子：1通道输入时, 放大灵敏度：最小)
-61 dBu (主推子：一致, 通道推子：1通道输入时放大灵敏度：最大)

* 采样率：48.0 kHz * 效果器：无插入效果

接口

输入/输出/其它

当iPad精妙触控

2.0 mS (typ.)

490.4

490.4

单位 : mm

M-200i
现场调音台

我们的产品既保证高品质又保护了环境：Roland品牌已通过ISO9001和ISO14001质量
Roland旗下的集团公司，大都获得了ISO9001认证。此外，1999年1月，Roland也得到了国际环境管理系统认证：ISO14001。我们正尽最大努力维护环境的和谐。
（ISO即国际标准化组织，是一个致力于促进国际产品设备标准化的一个机构。他们提供各种类别的认证：ISO9001系列认证属于产品质量认证，获得这个认证的产品要经过从设计到服务各方面的品质控
制管理。ISO14001系列认证则是环境相关标准。Roland旗下各子公司正致力于获得各种认证。）

上海乐兰电子有限公司
Roland Shanghai Electronics Co.,Ltd.

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www.roland.com.cn

www.rolandsystemsgroup.com.cn

产品详情请以实际销售为准，技术指标如有更改恕不通知
产品最终解释权归上海乐兰电子有限公司

Printed in BeiJing Feb 2013 CHINA RAM-20033

微博：http://weibo.com/rolandsg

数字音频传输 & 混音系统

主要特点

世界级的声音品质，多合一的调音台
— M-200i V-Mixer
M-200i加入到V-Mixer家族，这意味着它具备饱受赞誉的声音品质、方便地操作和高度的可扩展性—所有这些都集成在一个
紧凑的机身内。M-200i内置了24个模拟输入，12个模拟输出和一对数字立体声输出（AES/EBU），这些全都集成在本机上。
它可随时投入工作，开箱即用！

传承倍受赞誉的 V-Mixer 科技

通过内置的REAC接口，可以很方便地连接到Roland Digital Snake数字蛇接口箱来扩展输入输出接口。
扩展功能同样适用于REAC家族的其他设备，包括个人监听系统或多轨录音/回放单元。M-200i配备了32个通道外加主LR通
道、8组AUX、4个矩阵，以及 8 个DCA编组。

M-480
它内置了4组综合效果器，4组31段图式均衡器，足以满足大多数演出场所的需求。还有一些很时髦的功能，比如插上U盘进行

现场调音台

M-380
调音台

WAV录音，通过PC/Mac 进行遥控，或者直接连接DAW软件进行多轨录音。
加上iPad强大的控制功能，M-200i为现场数字调音台的应用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方向。

内 置 24个模拟输入端口，12 个模拟输出端口，
以 及 数字立体声输出。

混音能力

效果 & 录音

32

现场调音台

M-300
调音台

M-400

现场调音台

M-200i

每通道独立配置数字控制的高品质话放。

8

×
输入通道

×
AUX总线

综合效果

图式均衡

×4

×4

4

×
矩阵

线性PCM
USB录音

8

×
DCA编组

输入/输出

模拟输入

模拟输出

24

12

通道

通道

数字输出

2

通道

REAC
输入/输出

40×40 通道

DAW 录音
最大

40

通道

Roland独创的数字音频传输技术，“REAC”（罗兰以太网音频通讯技术）。通过一条Cat5e网线连接多种
组件，可以轻松组成各种不同的系统。使用网线连接数字蛇接口箱方便地拓展输入和输出接口，或者连接另
一台V-Mixer调音台来扩展混音或监听能力。
当您使用网线连接到PC或者R-1000，即可开始享用高品质的多轨录音和回放功能。REAC的强大的灵活性和
可扩展性为M-200i带来极佳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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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点

将iPad行云流水的操控感融入精密的专业数字调音台。
打破物理控制界面与iPad灵感操作的边缘使之完美融合。
利用iPad作为大尺寸的触摸屏再合适不过。使用iPad直观的操作触感来控制效果器以及图示均衡器，使用硬件控制旋钮和
电动推子来控制其他精细参数。
“Touch & Turn”功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操作方式，你可以用iPad触控界面点中某一项参数选择到它，再通过物理旋钮来
进行该参数的精细调节。

M-200i Remote

M-200i iPad遥控程序

通过使用iPad控制，M-200i可以在多种操作风格中切换以适应不同的使用需求。你可以使用iPad在舞台或房间的任何位置

iPad遥控。一旦你使用过就再也不想放下。将iPad触控和物理控制界
面完美融合。

遥控调音台进行细致的声音调整。同时，你仍然可以使用调音台上的屏幕和旋钮进行其他的操作。

只要安装“M-200i Remote”应用，你就可以用 iPad 控制 M-200i 所有按键的所有功能了。通

不论你的操作习惯如何，都能为你带来高度灵活的使用体验。

纯数字化的内部或外接的放大电路实时保存任何一次细微操作。
M-200i的放大电路的控制部分由数字电路构成，当你按下一个任何一个按钮，你对放大电路参数调整都可以保存和调出。

道条、通道均衡、动态调整、辅助发送、灵敏度和其他的功能都能轻松访问。轻轻滑动屏幕即可在
通道间切换。将推子拉长来进行更精细的调整。在大屏幕上进行可视化的拖拽操作调整均衡曲
线。更重要的，
“ M-200i Remote”在苹果应用商店中是一个完全免费的应用。

M-200i可以方便地连接数字蛇系统并进行所有功能的实时控制。

同时使用iPad和物理界面操作M-20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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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iPad在舞台上 或 房 间 中 的 任 意 角 落 遥 控
M-2 0 0 i。

所有的混音功能都可以脱离iPad独立使用。

04

所有高端现场演出所需要的功能都齐聚一身

24x12 模拟输入/输出并且能使用REAC接口扩展
M-200i紧凑的机身上集成了16个话筒/线路输入，8个线路输入，
2个主输出个10个可分配输出。在REAC接口上连接一台数字蛇设
备，可以扩展输入输出接口的数量。它还配备了（AES/EBU）立
体声数字接口用来连接数字设备，还配备了两个耳机接口方便音响
师们进行监听。

具备32个输入加主输出/8组AUX/ 4组矩阵输出的强
大混音能力

每通道独立配备两个动态处理器和4段参量均衡

尽管M-200i的身材紧凑，它仍然保证了32通道的混音

32通道中的每个通道都可以使用门限/扩展器、压缩器和4段

能力。为了适应各种不同应用场合的需求，配备了完整

参量均衡器。任何一次伟大混音都是从优秀的通道处理开始

规格的主输出/8组AUX和4组矩阵输出。所有内置的模

的，M-200i已经帮你考虑

拟输入、40x40通道的REAC扩展接口、以及效果器输

到了。主输出/8组AUX输

出和U盘录音接口都可以任意指定在32个混音通道中。

出和4组矩阵输出也同样可
以使用压缩器、4段参量均
衡器、限幅器以及通道延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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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分离设计的高品质话放电路
立即保存/调出所有参数

4组31段均衡器——获得好声音的关键

16个输入全都独立配备了高品质的话放电路。完整的数

M-200i配备了4组现场混音不可缺少的31段图式均衡

字控制设计允许你即时

器。配合通道和总线的延时一起

存储当前的所有参数以

使用，你可以用M-200i对整个

便随时调出，包括输入

声场进行精细调整。在进行更加

增益、发送量、幻象电

严苛的混音时，可以调用4个综

源等等。外接的数字蛇

合效果器来进行8组31段图式均

接口也完全由它控制。

衡器的调整。

配备4个多功能的综合效果器，不需再外接效果器

内置USB录音接口进行无损WAV音频录制

4个多功能综合效果器可以方便地插入任何一个混音通

M-200i.只要在背面板插上USB储存器，就可以在主输出/8

道、AUX总线、矩阵总线

个AUX/4组矩阵输出中任

或主输出中。效果器类型

选两个通道进行16bit无损

可以包括延时和混响的15

WAV文件USB录音。USB

种类型中任意选择，还挑

存储器上的录音文件也可

选了全球的音响师们最喜

以在任意两个通道上进行

爱的“罗兰经典效果器”

回放。同时，USB储存器

包含其中。

还可以用来保存和加载

效果类型
Stereo Reverb, REVERB+GATE,
DELAY x 2, LONG DELAY, Multi Tap
Delay, Cross-modulation Delay,
Stereo Chorus, Stereo Flanger,
Stereo Phaser, Channel Strip x 2,
Pitch Shifter x 2, GEQ,
STEREO FLANGER SBF-325, PHASE
SHIFTER SPH-323, DIMENSION D
SDD-320

M-200i的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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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控制不仅仅是吸引眼球，
更是高效方便又实用的工具

无线网络连接的三种方式
M-200i可以通过专用的无线网络USB适配器“WNA1100-RL”连接无线网络，或通过无线路由器直接连接到局域网
络。你可以在舞台上或观众席上使用iPad遥控，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使用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来建立连接：“有线
连接”、“无线连接”、“Ad-Hoc连接（临时对等连接）”。
有线连接

无线连接

Ad-Hoc连接
无线网络USB适配器
- WNA1100-RL (另售)

无线网络USB适配器
- WNA1100-RL (另售)

LAN
M-200i

通道条

无线路由器

iPad
(M-200i 遥控)

使用Cat5e/6网线将M-200i连接到无线路由器，与一
台iPad建立无线连接。

M-200i

无线路由器

iPad
(M-200i 遥控)

使用无线网络USB适配器将M-200i连接到无线路由
器，与一台iPad建立连接。

M-200i

iPad
(M-200i 遥控)

不使用无线路由器直接连接M-200i和iPad。

适用于不同录音需求和场合的多种录音方式
通过M-200i的REAC接口，你可以方便地进行高质量的多轨录音。

通道均衡

仅用一条Cat5e/6网线将电脑网口与REAC接口相连，就可以在
“Cakewalk SONAR Producer”DAW软件中直接录制多达40通
道音频。录音结束后直接可以进行编辑。将M-200i连接到R-1000
48轨录音/播放单元，你可以建立一个完整的多轨播放和录音系统，
支持虚拟排练、混音练习和现场录音。这个集成的多轨播放和录音
系统可以完全脱离电脑使用。你也可以使用S-MADI转换接口接入

通道编辑

基于MADI的录音系统或广播系统。
*使用“Cakewalk SONAR Producer”软件录音需要S-RDK REAC驱动包，
录音监听需要Roland OCTA-CAPTURE或FA-66或VS-700R音频接口。

iPad控制的方式让建声更容易
这不仅仅是一项功能，而是改变你工作流程的全新的控制方式。你可以遥控
所有的混音功能，享受iPad带来的舒适操作体验，和优秀的操作响应。M-200i最
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为我们带来如此舒适的推子和旋钮，并将其与全功能的iPad屏幕
完美结合,远远超出了只是通过iPad遥控一部分功能的简单概念。只要连接一只
WNA1100-RL无线网络USB适配器，或连接一台网络路由器，就可以为iPad遥控
建立无线连接，你可以在舞台上或者房间的任何角落遥控M-200i，从此完全不受

优秀的可操作性和舒适的操控界面，可以在本地完成所有功能
的操作
M-200i可以通过机身上的推子、旋钮执行所有操作。可以在右上角的
LCD屏幕上观察到参数情况、系统设置和电平。即便你的iPad出现故障，
你仍然可以使用M-200i本地的控制界面完成所有操作。

位置限制。

使用电脑遥控(Windows/Mac)

附送iPad连接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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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需要远距离操作时，

使 用 M- 2 0 0 i R CS * 专 用

你可以使用附送的iPad连

遥控软件，你可以用电

接线缆为iPad控制提供稳

脑来遥控M-200i。你可

定的有线连接，不受无线

以同时在电脑、在iPad

信号干扰的影响。iPad连

以及M-200i本地进行操

接线还能在使用的同时为

作。

iPad充电。

*M-200i RCS可以从
www.rolandsystemsgroup.com免
费下载。

支持MIDI和RS-232遥控连接接口。支持与视频设备进行
V-LINK同步
M-200i的后面板配备MIDI接口可以连接外部设备用来发送和接收控
制数据，同时配备了RS-232-C接口用以连接墙面中控等远程控制设
备。MIDI接口支持V-LINK连接，可以与Roland视频设备进行同步控
制。当你连接到例如V-40HD这样的视频切换台时，切换画面的同时
可以自动完成任意通道的音量控制—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音视频同步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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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更多输入和输出接口、集成的多轨播放/录音单元以及舞台个人监听系统。
适用于各种不同系统的即插即用的扩展方案——这就是REAC。

M-200i 调音台框图

数字音频传输 & 混音系统

Roland独创的数字音频传输技术，“REAC”（罗兰以太网音频通讯技术）。通过一条Cat5e网
线连接多种REAC组件，可以轻松组成各种不同的系统。使用网线连接数字蛇接口箱方便地拓展
输入和输出接口，或者连接另一台V-Mixer调音台来扩展混音或监听能力。
当您使用网线连接到PC或者R-1000，即可开始享用高品质的多轨录音和回放功能。REAC的强
大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为M-200i带来极佳的用户体验。

数字调音台

扩展输入/输出

强大的数字蛇产品线都可以方便地扩展和遥控输入/输出。使用一条轻便、便宜的
Cat5e/6网线，可以将输入/输出接口延伸远至100米，直达你需要的任何地方。

可以连接另一台M-200i或任意其他V-Mixer调音台扩展混音能
力。选择任意一台V-Mixer调音台作为主控制台，M-200i可作为
主控制台或从控制台。这对监听、广播或网络流媒体混音来说都
是非常理想的功能。

M-200i

S-1608 舞台接口箱

现场调音台

S-0808

8x8 输入/输出单元

S-0808

桥接

S-4000S-3208

S-MADI REAC转换器可以将任何基于REAC的设备连接到支
持MADI数字音频技术的调音台或系统中。

40通道 I输入/输出 接口箱

S-MADI REAC MADI 转换器

S-4000M
REAC集线器

8x8 输入/输出单元

监听混音

录音

连接到R-1000可以脱离电脑进行高质量的多轨录音/回放，用以
完成音响培训、房间建声、录音混音以及虚拟彩排。

M-48个人监听调音台已经成为全球舞台监听的行业标准。配
备REAC接口的M-200i可以轻松连接并无缝支持多台M-48组
成的监听系统。

R-100048轨录音/回放单元

S-4000D

M-48

REAC 信号分配&
电源适配器

现场个人监听调音台

DAW录音
使用Cat5e/6网线连接到电脑，经由“Cakewalk SONAR
Producer”软件可进行多达40轨的高品质录音。
*需要S-RDK REAC驱动包。

SONAR + REAC 驱动

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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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A1100-RL M-UF2G
无线网络USB适配器

2GB USB闪存

RH-300

OCTA-CAPTURE RA-10U
10 x 10 24-bit/192kHz
高速USB音频接口

机架安装组件

为M-200i与iPad间建立无线
连接。

用于无压缩WAV文件录音
回放以及配置文件储存和调
用。

全新设计的45mm铷磁驱动
单元。

拥有纯净声音品质的8话放
音频接口。

适合19英寸标准的机架安装
（EIA）。

立体声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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