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凑型全频扬声器系统

系列
主要特征
• 超高性能紧凑型有源扩声系统
• 采用Ｐａｒａｌｉｎｅ喇叭透镜专利技术
（来自ＶＴＣ进阶系列垂直阵列系统）

• 高质量扬声器部件
• 聚焦１５°纵向分布，使阵列箱体之间干扰最小

•
•
•
•

宽１１０°横向分布模式
轻巧便携高性能有源低音喇叭
使用轻便／坚固ＡＢＳ箱体材料制作
在一体化双角度支架安装底座上使用标准扬声器支架堆叠
（每个支架最大可装两个箱体）

• 安装硬件可用
• １安电路可以轻松供电于最多４个ＰＳＡ１音箱
• 加拿大制造

威乐音响的Ｐａｒａｌｉｎｅ系列有源全频扬声器系统，能够为一个紧凑
型复杂的线性阵列系统提供清晰和精确的扩声，同时方便用户布
局安装。创新型的箱体设计采用威乐音响认证的、在我们的旗舰产
品ＶＴＣ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系列线阵音箱首创的Ｐａｒａｌｉｎｅ高频透镜技术。

覆盖面

装在享有专利的Ｐａｒａｌｉｎｅ 透镜上的两个１．７５英寸的压缩高音
扬声器能够达到聚焦１５度的纵向分布，宽为１１０度的垂直
覆盖面。

驱动器
４个高质量的６英寸低音喇叭能够提供一个组织紧密的、极宽
响应的低频响应。

便携性
坚固耐用的注塑ＡＢＳ箱体以及钕铁硼磁性材料低音喇叭最大程度
地减少整个箱体的重量，使得整体系统可以只由一个操控员就能够
实现输送和启动。

简便性

这款设计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它的性能，而采用的是最简便的
设计，这使得ＰＳＡ１的集成功放和内置ＤＳＰ不需要再进行外部的
处理加工。可以直接连接到混频器声源并设置系统电平，该系统
便能为表演准备就绪。适用于场馆中的移动可使用功率放大器的
场合。有时会遇到很难够到杂乱的椼架或悬挂到屋顶的情况，这
时可以将威乐ＰＳＡ１箱体快速又牢固地安装到一个普通的扬声器
座架上。创新型的双位座架给其它设置选项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箱
体摆放角度。至多可以有两个ＰＳＡ１箱体能够安全牢固地堆叠安
装于一个传统座架上。

高效性
高效能的扩大器设计意味着在一般的运作中每个ＰＳＡ１只需低于３
安的电流，同时背板提供一个标准的１５安供电插座，至多有４个音箱
可以同时安全放音。交流回路通过ＰＳＡ１连接获得高效设置使用，同时
避免主开关跳闸。另外，这样的设计也避过免了在有源使用功放设
置中经常需要多条延伸线缆或多条备用电路的情况。

系列

PSA1 Paraline

声学凸透镜技术

ＰＳＡ１设计的核心是Ｐａｒａ－Ｌｉｎｅ声学凸透镜号角的高频技术。

Ｐａｒａｌｉｎｅ的透镜技术可以消除掉传统式喇叭制作中的不切实际的深度，

这项享有专利的技术由Ｔｏｍ Ｄａｎｌｅｙ发明，它能将一道点声

从而集中成一个非干扰源，由于多种箱体排阵列式。在ＰＳＡ１这种情况

源转换成单相平面波，使得多个高频驱动器能连贯地在垂

中，１５度的纵向分布模式由小于１英寸深的Ｐａｒａｌｉｎｅ透镜技术实现，而

直面上集中起来而互不干涉。这就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阻抗变

一个传统式的喇叭可能需要好几米长。

换，同时以一种连续变化的形式调整路线长度，形成与更
低沉的传统式喇叭具有相同特征的频散模式。

创新型多低音
单元组合
４个６英寸的高功率低音单元安装在Ｖ型的前障板／喇叭
上，充分利用了箱体整个前部表面区域，以加大对单元
的驱动，和较低频率指向角度的控制。这种独特的四低
音单元设计，通过将工作负荷分散到４个长冲程音圈和散
热器（磁铁）中，增强了功率处理，同时又降低了功率压
缩。

硬件安装
当配备了自选的吊挂部件（ＰＳＡ１ＲＩＧＫＩＴ）和专用保险杠（ＰＳＡ１ＦＲＡＭＥ１），
威乐Ｐａｒａｌｉｎｅ系列ＰＳＡ１音箱可以快速、牢固又不费成本地接入任何安装
设备上。不用对箱体作任何修改，ＰＳＡ１ＲＩＧＫＩＴ便可以直接安装到ＰＳＡ１
上，只需把全金属的铝箱体手柄接入到对应的安装孔就可以了。使用了
ＰＳＡ１ＲＩＧＫＩＴ装配件最多可以稳固地排列４个ＰＳＡ１音箱。之后整个阵
列可以通过安装ＰＳＡ１ＦＲＡＭＥ１保险杠稳妥地移动。
ＰＳＡ１ＦＲＡＭＥ１保险杠有几个吊孔，只用其中任意两个孔悬吊就可以给该
阵列调节角度。这种高效的设计允许只用最少的时间和精力就能将ＰＳＡ１
箱体和该附件的框架组件连接到一起。该硬件维持箱体之间的固定斜角，
实现无缝垂直覆盖。
这标准组件的ＰＳＡ１系统不用复杂硬件或额外的外部设备处理，就可以
快速高效地在许多安装场合中组装，达到最优化覆盖，这令它成为一种
最具成本效益的安装解决方案，实现紧凑垂直阵列的性能。
由两个ＰＳＡ１箱体组合起来的系统，利用两个ＰＳＡ１ＲＩＧＫＩＴ和一个ＰＳＡ１ＦＲ
ＡＭＥ１可以实现３０°Ｖ ｘ １１０°Ｈ的覆盖。在其基础上增加一个ＰＳＡ１和一个
ＰＳＡ１ＲＩＧＫＩＴ可以实现一个三箱体４５°Ｖ ｘ１１０°Ｈ阵列。一个６０°Ｖ ｘ １１０°Ｈ阵
列可以实现通过最多４个箱体进行专业的安装。

系列
主要特征
• 高性能便携有源低音喇叭

• １５毫米坚固的桦木箱体构造

• 高质量１２英寸双扬声器部件

• 一体化杆装支架以及轮式承重

• 低音反射设计

• 加拿大制造

• ＰＳＡ１系统的理想低音喇叭配备

２８００瓦峰值 （１４００ 瓦特节目功率）１２英寸有源
ＰＳＡ１Ｓ倒相式双低音喇叭，是ＰＳＡ１全线扩音器的
理想配备。
构造
１５毫米坚固的桦木夹板箱体构造，以及一体化全金属的杆装式底座，
ＰＳＡ２Ｓ成了将ＰＳＡ１音箱堆叠为一个可伸缩阵列系统的完美平台。便携
的设计、承重式的轮子和手柄使得ＰＳＡ１Ｓ能够只由一个操控员轻松操作
，实现系统设置的简洁。

高效性
高效能Ｄ类功率放大器的设计提供了一种
持久可靠性，这在该领域是无人可比的。
线缆可以直接连接任何音频源（包括扬声
器电平输入）。ＰＳＡ１Ｓ能够轻易接入任何的
可使用功率放大器的应用场合，使得它成
为威乐音响目前推出的一款甚为通用的有
源低音喇叭。

承重式精密
支架底座
ＰＳＡ１Ｓ低音喇叭配备了威乐音响的承重式精密支架底
座。为了减少顶部箱体的摇晃，并为ＰＳＡ１各款音箱
提供较为完善的座架支撑，该ＰＳＡ１Ｓ低音喇叭座架型
底座采用一种极厚铝铸座架接收器，同时装配台比以往
威乐音响推出的低音喇叭所配备的更为宽敞。精细的金
属铸造加上精密的机器锻造造就了其很高的耐受性。当
Ｐａｒａｌｉｎｅ可移动式装置搭载到威乐音响 ＳＷ－ＴＵＢＥＨＤ的
全钢承重式低音炮管中时，新改进的座架式底座可以为
它提供一个更为稳固、安全性更高的杆安装支撑系统。

系列
主要特征
•
•
•
•
•
•
•

高性能有源低音喇叭
倒相式音箱中装有１５英寸双驱动器
ＰＳＡ１系统理想的低音喇叭配备
１５毫米坚固的桦木箱体构造
一体化安装杆底座
承重型滑轮
加拿大制造

４８００瓦峰值（２４００瓦节目功
率）１５英寸有源倒相式双低
音喇叭
１５毫米坚固的桦木夹板箱体构造，
以及一体化全金属的杆装式底座，
使得ＰＳＡ２Ｓ成了将ＰＳＡ１音箱堆叠
为一个可伸缩阵列系统的完美平台。

高效能Ｄ类功率放大器的设计提供了
一种持久可靠性，这在该领域是无人可
比的。由于ＰＳＡ２Ｓ的线缆可以直接连接
任何音频源（包括扬声器电平输入），能
够轻易接入任何的可使用功率放大器的
应用场合，使得它成为威乐音响目前推
出的一款甚为通用的有源低音喇叭。

产品规格：
型号：

PSA1

PSA1S

PSA2S

类型：

有源全线箱体

有源倒相式低音喇叭

有源倒相式低音喇叭

功率：

７００瓦（节目）

１４００瓦（节目）

２４００瓦（节目）

１２００瓦（峰值）

２８００瓦（峰值）

４８００瓦（峰值）

单元配置：

４ ｘ６英寸低音单元／２ ｘ１英寸Ｐａｒａｌｉｎｅ透镜

２ ｘ１２英寸

２ ｘ１５英寸

频率响应：

７５ – ２０，０００赫兹 （＋／－ ３分贝）

３７ – １００赫兹 （＋／－ ３分贝）

３０ – １００赫兹 （＋／－ ３分贝）
１３１分贝（持续）／１３４分贝（峰值）

最大声压级：

１２５分贝（持续）／１２８分贝（峰值）

１２９分贝（持续）／１３５分贝（峰值）

交叉频率：

１．２Ｋ赫兹

固定＠１００赫兹

固定＠１００赫兹

输入：

１ ｘ组合插孔ＸＬＲ／１／４英寸插孔

１ ｘＸＬＲ以及１ ｘ１／４英寸

１ ｘＸＬＲ以及１ ｘ１／４英寸

（可选择扬声器／线缆电平）

（可选择扬声器／线缆电平）

输出：

１ｘＸＬＲ环通

１ｘＸＬＲ以及１ｘ１／４英寸环通

１ｘＸＬＲ以及１ｘ１／４英寸环通

外壳材料：

注塑ＡＢＳ

１５毫米桦木

１５毫米桦木

保护层／成品表面：

聚氨酯涂料（黑色）

聚氨酯涂料（黑色）

聚氨酯涂料（黑色）

尺寸（深宽高ｘｂａｃｋＷ，英寸）

14.5 x 20.5 x 16

22.75 x 14 x 32

23.75 x18 x 38

尺寸（深宽高ｘｂａｃｋＷ，厘米）：

6.8 x 52.1 x 40.6

57.8 x 35.6 x 81.3

60.3x45.7x96.5

重量（磅／千克）：

47 / 21.4

120 / 54.6

156 / 70.76

系列
主要特征
• 大锥形喇叭实现更优的恒定指向

• 压铸底座，一体化无源散热（无需风扇）

• 开关电源重量减轻

• 切换到“俱乐部模式”能够提高４分贝３００赫兹

• 高效能Ｄ类扩音器
• 一体化双频迷你混频器，配备ＸＬＲ麦克风，１／４英寸

以下，而不用牺牲掉中频频响

• 与低音喇叭共同使用时可切换到高通滤波器

以及ＲＣＡ线缆输入

• 透声格栅

• 在“演唱会模式”下多频带限幅实现真切的听觉

• 加拿大制造

体验（声音不受低音调制）

技术
威乐音响系列的箱体设计实现了轻便型现场音响系统
的最大性能，堪称音箱与电器设计领域的领先者。坚
固的ＡＢＳ箱体设计（专用于该系列的全线箱体）能够

实现性能最大化，而外壳却极其轻巧。Ｐａｒａｓｏｕｒｃｅ系列
扬声器适用于任何的现场音响应用，它提供了其相对尺
寸下最优的低频响应。

产品规格：
型号

ＰＳ１０Ｐ

ＰＳ１２Ｐ

ＰＳ１５Ｐ

功率

８００瓦节目（１６００瓦峰值）

１４００瓦节目（４４００瓦峰值）

１４００瓦节目（４４００瓦峰值）

最大声压级

１２４分贝（持续）／１２７分贝（峰值）

１２８分贝（持续）／１３３分贝（峰值）

１２９分贝（持续）／１３４分贝（峰值）

频散

９０°Ｈ ｘ ７０°Ｖ

８５°Ｈ ｘ ５０°Ｖ

８５°Ｈ ｘ ５０°Ｖ

频率响应

５５赫兹至２０ｋ赫兹

４５赫兹至２６ｋ赫兹

４５赫兹至２６ｋ赫兹

尺寸（英寸）

２３ ｘ １４ ｘ １２

２６．２５ ｘ １６．７５ ｘ １３．５

３０．７５ ｘ ２０．５ ｘ １４．５

尺寸（厘米）

５８．４ ｘ ３５．６ ｘ ３０．５

６６．７ ｘ ４２．５ ｘ ３４．３

７８．１ ｘ ５２．１ ｘ ３６．３

重量（磅／千克）

４０／１８．２

５５／２５

６５／２９．５０

系列
Ｐａｒａｓｏｕｒｃｅ新系列
有源低音喇叭

主要特征

１５毫米坚固的桦木夹板箱体构造，以及高效率宽频
响的Ｄ类功放设计，使得Ｐａｒａｓｏｕｒｃｅ整个系列的低
音喇叭实现性能最大化，同时也使其解决方案极
尽轻巧便携。

• 高性能有源低音喇叭
• Ｐａｒａｓｏｕｒｃｅ扬声器系统理想
的低音喇叭配备

• 可切换线缆／扬声器开关

由于线缆可以直接连接任何音频源（包括扬声器电
平输入），Ｐａｒａｓｏｕｒｃｅ系列低音喇叭能够轻易接入任
何的可使用功率放大器的应用场合，使得它成为威乐
音响目前推出的一款甚为通用的有源低音喇叭。

• １５毫米坚固的桦木箱体构造
• 一体化杆安装底座
• 加拿大制造

产品规格：
型号

ＰＳ１８Ｓ

ＰＳ１５Ｓ

ＰＳ１２Ｓ

功率

１２００瓦节目（２４００瓦峰值）

１０００瓦节目（２０００瓦峰值）

９００瓦节目（１８００瓦峰值）

最大声压级

１３５分贝峰值（１２９分贝持续）

１３１分贝峰值（１２４分贝持续）

１３１分贝峰值（１２４分贝持续）

频率响应

４０赫兹至１００赫兹

４０赫兹至１００赫兹

４５赫兹至１００赫兹

轮

有

无

无

尺寸（英寸）

４２．５５ ｘ １４ ｘ ２２．５

３２．５ ｘ ２０．８７５ ｘ ２２

１９．７５ ｘ １７．２５ ｘ ２３．７５

尺寸（厘米）

８２．５５ ｘ ５３．０ ｘ ５５．９

５８．４ ｘ ３５．６ ｘ ５５．９

５０．２ ｘ ４３．８ ｘ ６０．３

重量（磅／千克）

１１１／５０．５

８２／３７．３

６５／２９．６６

加拿大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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