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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也非常明显，右边图示是 EMS-61 的时间

响应。请注意清脆的脉冲以及低频和高频元器件之

间出色的校正。所有 EM Acoustics 内置分频产品

都 具 有 同 样 性 能，即 使 是 大 型 的 产 品，如

EMS-152 及 M-12 舞台监听。

对比起昂贵而复杂的外置分频处理器，我们相信

EM Acoustics 充分展示了内置分频技术是一种切

实可行的方案，无论是技术上还是经济上。

当内置分频技术提升到这个水平，它就能赶上甚至

超过外置分频设计，那就再也没理由要使用外置分

频设计了。

今天就致电 EM Acoustics 或联系
我们本地的代理商安排一次演示吧，让
我们向您展示，内置分频设计并不要做
出任何妥协。

www.emacoustics.co.uk

EM Acoustics 是一家于 2002 年由总裁 Ed Kinsella 和 Mike Wheeler 共同

创立的英国扬声器生产厂家。2014 年是公司成立 12 周年纪念，回首过去 12

年所取得的成绩，我们深感自豪。

EM Acoustics 产品几乎可以用在所有的应用场合，无论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的

高声压级测试，Nine Inch Nails 乐队的欧洲巡回演唱会到繁荣的伦敦西区演唱

会都是绝妙搭配，或是百老汇剧院制作所需的对声音细节还原。所有的产品的

设计都遵循一个原则，创造一个有效的用具来尽可能精确地还原输入信号，并

使用最少的辅助设备，这正是 EM Acoustics 在全球迅速发展并赢得口碑的原

因。

和很多扬声器生产厂家一样，EM Acoustics 诞生时最简单的愿望是要生产比

当时市面上更好的产品。和很多以设计扬声器为生的人一样，我们认为自己能

做得更好，我们对于当时 DSP 驱动的解决方案很失望，觉得应该能有一个更好、

更有效、性价比更高的办法。因此，我们将精力专注于开发内置分频技术，创

造出多种能还原最自然声音的扬声器。我们选用通常在高端 Hi-Fi 设备中才会

用到的分频元器件，而所有关于声音性能的细节，我们都绝不妥协。

我们相信 DSP 有属于它自己的位置 --- 它应该用来做总系统控制、调试及房

间修正，而不是用来修正扬声器设计时的问题。10 年来对内置分频技术的不懈

研究让我们能有效创造出一个“ 将控制器放在箱子里 ”的方法，这种方法无需

使用双功放及数字修正技术，即使对于驱动单元延时也如此，从而让每一种

EM Acoustics 的产品一放声音就能提供自然、平滑的频率及相位响应。然而，

我们明白有些场合下是需要内置分频的 --- 因此我们的超低音和较大型的巡回

演出系统的高 / 低通滤波器、增益结构及延时，还有总系统调试都用了内置分频。

还有很值得骄傲的是我们是一家非常平易近人的公司。如果客户有要求，我们

很享受与客户一起进行系统的设计和参数的制定。密切的客户关系对我们来说

非常重要 , 无论客户的大小。如果您选择与 EM Acoustics 一起合作，您将获

得媲美“ 本地 ”公司的一对一个人服务，再加上世界级的产品。

在本手册里，您将获得EM Acoustics扬声器、功放到附件所有产品的详细信息。

关于我们

如果想了解更深入的技术资讯，请联您当地的EM Acoustics的销售代表或代理

商，或访问我们的网站www.emacoustics.co.uk。您将获得更详细的信息。

大中华地区请咨询铉声浩乐音响科技有限公司，www.staudio.com.cn

Technology Focus
www.emacoustics.co.uk

为什么采用内置分频？

我们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有使用内置分频，而不是像竞争对手一样采用外置分频处理设计。因为这个问题被问的次数

太多，借此机会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认为内置分频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从这几点可以看出，内置分频技术有更多的优势，更不用说可以节省系统的总成本，因为只要使用更少的功放，而且无需

DSP。然而，由于通常最后才想起来要做内置分频器，因此如果它做得不好的话将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尤其是涉及到脉冲及相

位响应部分。这样导致行业会倾向于使用外置分频处理设计。EM Acoustics 采用积极的方法，创造出先进的扬声器内置分频技

术。整个理念就是“ 将控制器放在箱子里 ”的方法 , 目标是即使扬声器里没有处理器部分，它都能够实现：

经过八年的研究，我们相信，比起行内的任何一家公司，我们将内置分频带

到一个更深的层次。通过我们先进的拓朴结构，我们创造了具有突破性表现

性能的内置分频器。可以做到 48dB/ 倍频程斜率甚至时间校直元器件的延

时，也就是说尽管 EMS-152 使用 250mm 深的波导管，它仍然与低频驱

动单元保持极为完美的时间一致性。我们在生产内置分频器产品时也很认真。

作为扬声器里最重要的元器件之一，每一个分频器元件都采用最高的品质，

并在我们位于英国萨里 (Surrey) 的工厂通过手工装嵌，从而达到我们严格

的标准。

商品说明法：EM Acoustics会持续研发产品，参数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EM Acoustics一直致力于设计及开发最高品质的产品，因此，保留更新或改进产品的权利。所有的产品都是按

最高标准手工制作，并进行彻底的测试，确保每一只扬声器都符合这里所列出的性能参数。测试条件的备注：(1)在消声室在两米的距离测量，参考距离为一米。(2)在半空间在两的距离，用4W

正弦波输入测量，参考距离为一米。(3)在消声室环境下测量。(4)根据相似节目材料的主观听音测试进行计算及检查。

内置分频扬声器比起通过DSP驱动的产品有很多强有力的优势：

在低频与高频之间具有出色的时间一致性

整个分频区具有平滑及连续相位

平滑的频率响应

每个箱体的性能稳定一致，无需使用DSP处理

核心技术

声音的性能更优，因为电路与驱动单元完全匹配，而不是使用通用的DSP算法

没有任何外置DSP单元

只有一条功放通道

使用的元器件更少，因而出错的机会更小

接线更为简单

EM Acoustics 
荣获2014年PROSOUND行业大奖



Page 1

其结果也非常明显，右边图示是 EMS-61 的时间

响应。请注意清脆的脉冲以及低频和高频元器件之

间出色的校正。所有 EM Acoustics 内置分频产品

都 具 有 同 样 性 能，即 使 是 大 型 的 产 品，如

EMS-152 及 M-12 舞台监听。

对比起昂贵而复杂的外置分频处理器，我们相信

EM Acoustics 充分展示了内置分频技术是一种切

实可行的方案，无论是技术上还是经济上。

当内置分频技术提升到这个水平，它就能赶上甚至

超过外置分频设计，那就再也没理由要使用外置分

频设计了。

今天就致电 EM Acoustics 或联系
我们本地的代理商安排一次演示吧，让
我们向您展示，内置分频设计并不要做
出任何妥协。

www.emacoustics.co.uk

EM Acoustics 是一家于 2002 年由总裁 Ed Kinsella 和 Mike Wheeler 共同

创立的英国扬声器生产厂家。2014 年是公司成立 12 周年纪念，回首过去 12

年所取得的成绩，我们深感自豪。

EM Acoustics 产品几乎可以用在所有的应用场合，无论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的

高声压级测试，Nine Inch Nails 乐队的欧洲巡回演唱会到繁荣的伦敦西区演唱

会都是绝妙搭配，或是百老汇剧院制作所需的对声音细节还原。所有的产品的

设计都遵循一个原则，创造一个有效的用具来尽可能精确地还原输入信号，并

使用最少的辅助设备，这正是 EM Acoustics 在全球迅速发展并赢得口碑的原

因。

和很多扬声器生产厂家一样，EM Acoustics 诞生时最简单的愿望是要生产比

当时市面上更好的产品。和很多以设计扬声器为生的人一样，我们认为自己能

做得更好，我们对于当时 DSP 驱动的解决方案很失望，觉得应该能有一个更好、

更有效、性价比更高的办法。因此，我们将精力专注于开发内置分频技术，创

造出多种能还原最自然声音的扬声器。我们选用通常在高端 Hi-Fi 设备中才会

用到的分频元器件，而所有关于声音性能的细节，我们都绝不妥协。

我们相信 DSP 有属于它自己的位置 --- 它应该用来做总系统控制、调试及房

间修正，而不是用来修正扬声器设计时的问题。10 年来对内置分频技术的不懈

研究让我们能有效创造出一个“ 将控制器放在箱子里 ”的方法，这种方法无需

使用双功放及数字修正技术，即使对于驱动单元延时也如此，从而让每一种

EM Acoustics 的产品一放声音就能提供自然、平滑的频率及相位响应。然而，

我们明白有些场合下是需要内置分频的 --- 因此我们的超低音和较大型的巡回

演出系统的高 / 低通滤波器、增益结构及延时，还有总系统调试都用了内置分频。

还有很值得骄傲的是我们是一家非常平易近人的公司。如果客户有要求，我们

很享受与客户一起进行系统的设计和参数的制定。密切的客户关系对我们来说

非常重要 , 无论客户的大小。如果您选择与 EM Acoustics 一起合作，您将获

得媲美“ 本地 ”公司的一对一个人服务，再加上世界级的产品。

在本手册里，您将获得EM Acoustics扬声器、功放到附件所有产品的详细信息。

关于我们

如果想了解更深入的技术资讯，请联您当地的EM Acoustics的销售代表或代理

商，或访问我们的网站www.emacoustics.co.uk。您将获得更详细的信息。

大中华地区请咨询铉声浩乐音响科技有限公司，www.staudio.com.cn

Technology Focus
www.emacoustics.co.uk

为什么采用内置分频？

我们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有使用内置分频，而不是像竞争对手一样采用外置分频处理设计。因为这个问题被问的次数

太多，借此机会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认为内置分频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从这几点可以看出，内置分频技术有更多的优势，更不用说可以节省系统的总成本，因为只要使用更少的功放，而且无需

DSP。然而，由于通常最后才想起来要做内置分频器，因此如果它做得不好的话将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尤其是涉及到脉冲及相

位响应部分。这样导致行业会倾向于使用外置分频处理设计。EM Acoustics 采用积极的方法，创造出先进的扬声器内置分频技

术。整个理念就是“ 将控制器放在箱子里 ”的方法 , 目标是即使扬声器里没有处理器部分，它都能够实现：

经过八年的研究，我们相信，比起行内的任何一家公司，我们将内置分频带

到一个更深的层次。通过我们先进的拓朴结构，我们创造了具有突破性表现

性能的内置分频器。可以做到 48dB/ 倍频程斜率甚至时间校直元器件的延

时，也就是说尽管 EMS-152 使用 250mm 深的波导管，它仍然与低频驱

动单元保持极为完美的时间一致性。我们在生产内置分频器产品时也很认真。

作为扬声器里最重要的元器件之一，每一个分频器元件都采用最高的品质，

并在我们位于英国萨里 (Surrey) 的工厂通过手工装嵌，从而达到我们严格

的标准。

商品说明法：EM Acoustics会持续研发产品，参数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EM Acoustics一直致力于设计及开发最高品质的产品，因此，保留更新或改进产品的权利。所有的产品都是按

最高标准手工制作，并进行彻底的测试，确保每一只扬声器都符合这里所列出的性能参数。测试条件的备注：(1)在消声室在两米的距离测量，参考距离为一米。(2)在半空间在两的距离，用4W

正弦波输入测量，参考距离为一米。(3)在消声室环境下测量。(4)根据相似节目材料的主观听音测试进行计算及检查。

内置分频扬声器比起通过DSP驱动的产品有很多强有力的优势：

在低频与高频之间具有出色的时间一致性

整个分频区具有平滑及连续相位

平滑的频率响应

每个箱体的性能稳定一致，无需使用DSP处理

核心技术

声音的性能更优，因为电路与驱动单元完全匹配，而不是使用通用的DSP算法

没有任何外置DSP单元

只有一条功放通道

使用的元器件更少，因而出错的机会更小

接线更为简单

EM Acoustics 
荣获2014年PROSOUND行业大奖



Technology Focus
www.emacoustics.co.uk

自带功放系统
2012年，EM Acoustics增加了首批自带功放产品，这也标志着EM Acoustics进一步提升了技术标准。我们深信我们自带功放解决方案在

行业内是最为先进的，大大提高了产品的功能及集成方面的灵活性，尤其是与数字系统的集成。

所有 EM Acoustics 自带功放系统都使用相同的功放及 DSP 技术，保证整个产品系

统都使用一致的技术。

2012 增加了 X3-SP、X3-DFSP 下区补声、MSE-218SP 及 MSE-159SP 这几

款产品。在不久的将来会计划在系列里再增自带功放产品，全部都会保持这一系列产

品的特性及设计理念。

来自我们合作伙伴 Pascal A/S 公司的 UMACTMD 级功放技术具有无与伦比的音

频性能。这一技术能够让功放模块提供专业音频领域最高的动态范围及最小的失真。

要保持功放冷却常常是一个难题，但我们也没有对此忽视。强大的散热能力，并且与控

制温度的低速风扇相耦合，确保即使在严酷的场合，风扇只会在真的需要额外冷却时

才启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风扇噪声。

每一个 EM Acoustics 自带功放产品都包含功

能同样强大的 DSP 卡。这一张卡不但为 MSE-

218SP，X3-SP 及 X3-DFSP 处理高通及低通

滤波器，同时提供动态限幅器及压缩功能，以保

护扬声器免受极端环境的影响。

背面板有一个 Neutrik EtherconTM  插口，方

便通过 Cat5e 以太网进行远程监测及控制。

如要了解更详细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或是今天就致电我们进一步体验自带

功放扬声器技术的最新趋势。

所有 EM Acoustics 自带功放产品都有用户可

选择的模拟或 AES/EBU 数字输入选项 --- 这

是现今数字调音台的必配选项。用户可以通过背

面板显示进行选择，通过背面板显示也可以为系

统调试增加输入延时，或是为不同的产品调出工

厂预设参数。通过基于 PC 的控制软件，用户根

据需要可以创建出 DSP 预设，同时能保持原来

的工厂核准的设置。

D 级功放技术效率更高，而重量则更轻。PFC( 功率系统修正 ) 电源供应电路确保主

电源电压运行正常，而无需指定使用特殊的产品，或是引起可靠性的问题。所有在 EM 

Acoustics 自带功放产品内使用的电源供应都受到规范，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能提供恒

定一致的功率。

EM Acoustics 自带功放解决方案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整体的应用回声。有很多的生

产厂家会在自带功放产品里去掉内置分频电路，我们的理念永远是内置分频器一直都

是扬声器的一部分，因此任意一款包含内置分频器的产品 (MSE-159 是这种类型第

一款自带功放产品 )，都会使用单个功放，从而保留内置分频电路。在这种情况下，将会

使用最少的 DSP 处理，而声音性能会尽可能地保留在内置分频 & 自带功放的箱体里。

自带功放产品设计理念

功放技术

数字信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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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回演出产品总览

MSE系列

MSE 系列是 EM Acoustics 更为偏向于巡回演出及租赁市场的产品。该系列包含的产品包括
世界著名的 MSE-118 Quake 超低音，X3 高 Q 值水平阵列系统及革命性的 HALO 紧凑型
线阵列。

所有 EM Acoustics 的产品都将可靠性作为重要的声学性能指标。机械设计会以超出最高标准的要求以确保巡演时的表现完美

无睱，而 MSE 系列正是最大的利益者。

然而，MSE 系列不但只是与摇滚乐有关，世界上很多场
所都体验过革命性 HALO 紧凑型线阵列系统还原出来的
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节，其中最大的一个场地是美国新泽
西州西点军校，它里面可容座 4000 人的艾森豪威尔大
厅安装了世界上最大型的 HALO 系统。

MSE 系列在 2012 年进行了扩展 , 增加了 MSE-156 
&MSE-159 中 Q 值全频扬声，以及 MSE-218 高能量
双 18″超低音，它也是 EM Acoustics 第一款自带功
放的扬声器。这些新增的产品拓展了 MSE 系列的应用
范围，包括剧院 ( 这是 EM Acoustics 已经获得广泛认
可的领域 ) 及企业活动。

在本目录里，将对 MSE 系列产品做一个总括的介绍 ,
更详尽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又或者请致电我们的
代理商讨论您具体的需要。

全世界都能见到 MSE 系列产品的身影，从 Nine
Inch Nails 乐队与及 Nightwish 乐队的欧洲巡回演出，
到 M-12 舞台监听用于英国电视节目如 X-Factor 和英
国达人，或是英国皇家艾伯特音乐厅的舞台上。藉由这
些高端的表演及场地，EM Acoustics 的 MSE 系列产
品无与伦比的声音特性及世界级的建造质量获得了广泛
的赞誉。

Nightwish European Tour - MES-118 Quake subwoofers  

Delta Media’s Fred Jackson, on the X-Factor set 
with his M-12 stage mon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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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带功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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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ghtwish European Tour - MES-118 Quake subwoofers  

Delta Media’s Fred Jackson, on the X-Factor set 
with his M-12 stage monitors

Page 2

X3-SP

MSE-218SP

MSE-159SP

核心技术



X3

Page 4

高Q值扬声器阵列系统

应用

中型/大型主扩声系统
体育场/体育馆中央补声，内侧或外侧场地补声
巡回演出侧补声系统
俱乐部系统
剧院扩声
教堂
流动式/固定安装A/V系统
主题公园
酒吧及夜店

介绍

X3系统用途

X3已经有七年的生产历史,最初是和Quake超低音于2003年发布。我们总是仔细聆听客户的需要，尽管线阵列系统在目前很流

行，而且在适当的场合效率非常高,但我们觉得市面上对强大的号角负载点声源系统仍然有需要，因此我们开发了X3。

X3是一款强大的三分频三功放号角负载扬声器。它的设计是与MSE-118 Quake超低音配合使用。它有六只一英寸压缩单元及

一个定制的波导，使得每一个驱动单元的声学中心都非常接近从而有效创造出一个水平的线声源。这一线声源不但在X3整个20

度覆盖范围内提供无缝的高频覆盖，还可以对多只X3箱体进行可预见的集成。中频及低频都由号角负载系统处理。

X3箱体还包含一个完整的吊挂系统。这个系统有两个目的，在地面堆叠的应用

场合，该系统可以锁定相邻的箱体。加上可选的FB-X3吊挂条及MFBX3主吊

挂条，可以快速、简单、安全地吊挂阵列。

对于要求增加垂直覆盖图形的吊挂系统，可以增加可选的X3-DF下区补声箱

体，它能够直接加在X3的下方。

低频部分采用4″音圈，15″钕磁驱动单元载入到一个长度接近于1.5米的号角。驱动单元通过压缩设备来载入，而这一号角也

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它的路径上没有与它平行的墙面。由于这一独特的折叠技术，比起传统的系统，低频号角可以将有用频

率响应进一步延伸。中频由8″的钕磁驱动单元处理，通过圆柱形相位插头负载到指数/双曲号角上。

由于它的水平散射图形可以被准确预测，有需要时X3箱体能够被无缝集成到阵列里。箱体的墙角度匹配散射角度让X3能够用

在紧凑的阵列里，用这种方法，可以做出20度的“积木搭建块”让系统的设计更为简单。由于它有20度的覆盖图形，X3用于

大型场馆的侧区补声、中央补声、内侧或外侧场地的补声也非常理想。它具有DSP预调可以提供不同的音域，因此X3可以作主

扩声系统、侧区补声/内侧场地补声或近投的应用。

自带功放解决方案

X3-DF下区补声扬声器

中频号角系统

特性及优势

结构

低频号角系统

内置吊挂系统

高频号角系统

驱动单元测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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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系统采用折叠式号角并不鲜见。然而，我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研发出没有平行墙体的号角系统 , 从而消除

了不想要的反射及驻波。加上负载 15″单元的压缩设备，而且低频系统有超过 500Hz 的平滑响应 , 几乎比所

有市面上的系统都要高一个倍频程 , 能在低频及中频之间产生大量的叠加区域，从而使它在分频点选择上有很

大的灵活性。 

X3 具有六个 1″压缩单元，所有都耦合到专门的波导中，它能够在水平面产生线声源。这些线声源能产生非

常一致的 20 度覆盖角，并且在非常紧凑的 X3 阵列中能做到无缝高频覆盖。和其它两种频段一样，它的频率

响应及功率处理都有大量的动态余量，以确保最小的失真及足够的功率。

内置吊挂系统让相邻的箱体在堆叠时能快速相互锁定，而采用可选的FC-X3及MFB-X3吊挂条能安全地悬

挂一排X3。整个系统都采用粉末喷涂钢组成，加上航空级的球形锁插销确保阵列能快速安全地安装吊挂。

DF-X3下区补声箱体的底部还配有吊挂点。

箱体由15mm(5/8″)多层桦木夹板制成斜边，通过螺丝及胶水粘合。所有的固定部分都采用不锈钢确保

箱体寿命。高频及中频波导都使用特别发泡的聚亚安脂材料铸造而成。箱体的背面有两个Neutrik 

SpeakonTM  NL8MP输入接口，而输出接口则为NL4MP，使用8芯线缆。箱体的前面板有一个坚固的穿

孔钢制网罩作保护，加上声学透明的黑色泡沫衬垫。如果有需要，网罩可以很快拆下来。

为了达到最大的灵活性，X3及X3-DF箱体都有自带功放版本。两款都采用多通道D级功放模块，带板

载DSP及远程网程控制。

X3-DF是2012年新推出的补声扬声器，它能够做到吊挂阵列的垂直覆盖，它的加入使得X3系列得以完

整。X3-DF使用与X3相同的中频及高频组成部分。箱体的角度专门为安装在X3阵列下方而设计，从而

可以快速地完成整串阵列的安装。X3-DF还包含与X3相似的驱动单元测试系统。

X3 强大的 2″音圈，8″钕磁驱动单元负载到指数 / 双曲号角，该号角的散射特性与高频部分相匹配。圆椎型相

位插头能够使离轴响应平滑，并消除经常在轴上出现的“ 热点位置 ”，以及提升号角系统的高频截止 (cut off) 和

改善灵敏度。从而让系统具有从 200Hz - 5.5kHz 之间一致的频率响应，而且灵敏度保持 108dB(1W/1m)。对

于低频部分，箱体的操作频率及功率处理都具有大量的动态余量。

在扬声器正式使用前，没有东西可以替代测量扬声器的响应。但在现实世界中，在安装的时候经常出现问题，而

时间通常不允许对每只扬声器进行精确测试。X3 测试系统使用 9V 电池以激活继电器，它能够断开输入并为所

有八个驱动单元提供低电流。所有的驱动单元都有完整的电子电路，背面板的 LED 会亮起，让您清楚 X3 内部

元器件的基础状态，一旦有问题能迅速找出故障所在。

巡回演出产品总览

X3 high-Q horizontal array system
www.emacoustic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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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DF是2012年新推出的补声扬声器，它能够做到吊挂阵列的垂直覆盖，它的加入使得X3系列得以完

整。X3-DF使用与X3相同的中频及高频组成部分。箱体的角度专门为安装在X3阵列下方而设计，从而

可以快速地完成整串阵列的安装。X3-DF还包含与X3相似的驱动单元测试系统。

X3 强大的 2″音圈，8″钕磁驱动单元负载到指数 / 双曲号角，该号角的散射特性与高频部分相匹配。圆椎型相

位插头能够使离轴响应平滑，并消除经常在轴上出现的“ 热点位置 ”，以及提升号角系统的高频截止 (cut off) 和

改善灵敏度。从而让系统具有从 200Hz - 5.5kHz 之间一致的频率响应，而且灵敏度保持 108dB(1W/1m)。对

于低频部分，箱体的操作频率及功率处理都具有大量的动态余量。

在扬声器正式使用前，没有东西可以替代测量扬声器的响应。但在现实世界中，在安装的时候经常出现问题，而

时间通常不允许对每只扬声器进行精确测试。X3 测试系统使用 9V 电池以激活继电器，它能够断开输入并为所

有八个驱动单元提供低电流。所有的驱动单元都有完整的电子电路，背面板的 LED 会亮起，让您清楚 X3 内部

元器件的基础状态，一旦有问题能迅速找出故障所在。

巡回演出产品总览

X3 high-Q horizontal array system
www.emacoustic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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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DF 电子/声学技术参数

机器参数

机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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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SP 技术参数变量

X3-DF/X3-DFSP

X3/X3-SP

多用途产品
X3电子/声学技术参数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三分频号角负载
55Hz - 20KHz
低频: 105dB
中频: 108dB
高频: 106dB
20度水平; 40度垂直
138dB连续, 144dB峰值
低频：600W RMS, 1200W节目
中频：200W RMS, 400W节目
高频：300W RMS, 600W节目
1×15″(381mm) 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1×8″(203mm) 钕磁中频驱动单元
6×1″(25mm) 钕磁高频单元
8 ohms
外部外置分频
2×Neutrik SpeakONTM

 NL8MPR
1×Neutrik SpeakON 

TM
 NL4MP

1111/43.7×574/22.6×859/33.8

15mm (5/8″)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穿孔钢制网罩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内置吊挂系统

集成驱动单元测试系统

94kg/207lbs

98kg/216lbs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电子部分：

净重：

运输重量：

3通道D级模块

低频: 1550W RMS @ 8 ohms

中频: 400W RMS @ 8 ohms

高频: 400W RMS @ 8 ohms

板载DSP外置分频

3针XLR公插及母插

RJ45以太网

Neutrik Powercon输入及连接

98kg (215.6lbs)

102kg (224.4lbs)

功放功率:

分频点 :

连接器: 

净重：

运输重量：

工程图纸

顶视图 右视图前视图 顶视图 右视图前视图

X3-DFSP技术参数变量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头：    

两分频号角负载
200Hz - 20kHz
中频：108dB
高频：106dB
20度水平
40度垂直
134dB连续, 140dB峰值
中频：200W RMS, 400W 节目
高频：300W RMS, 600W 节目
1 x 8″(203mm) 中频钕磁驱动单元
6 x 1″(25mm) 钕磁高频单元
8 ohms
外部外置分频
2×Neutrik SpeakONTM

  NLT4MP

530/20.9×574/22.6×859/33.8

15mm (5/8″)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穿孔钢制网罩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内置集成吊挂系统

集成驱动单元测试系统

37kg/81.4lbs

39kg/85.8lbs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硬件：

电子部分：

净重：

运输重量：

2通道D级模块

中频：400W RMS @ 8 ohms

高频：400W RMS @ 8 ohms

板载DSP外置分频

3针XLR公插及母插

RJ45以太网

Neutrik Powercon输入及连接

42kg(92.4lbs)

45kg(99lbs)

功放功率：

分频：

连接器： 

净重：

运输重量：

结构

QUAKE
MSE-118

大型号角负载超低音

应用

选项

Pete Keppler
Nine Inch Nails乐队的主调音师

Pag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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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macoustics.co.uk

Touring Products

MSE-118 Quake 是一款强大的，号角负载的超低音 , 这是一款终极的、毫不妥协的解决方案，适用于所有要求清脆、低频

强劲的应用场合。Quake 于 2003 年发布，凭借对号角技术不懈的研究，它一直致力满足市场上对现代驱动单元性能的最

高要求。

它是现今市面上最好及最强大的专业超低音扬声器。它的幅值及相位响应由 5″ (127mm) 音圈及 18″驱动单元组成提供，

它们与做工精细的 9′(2743mm) 号角相耦合，使得 Quakes 能够与任意中高音系统相匹配，从点声源到线阵列。

由于号角的工作方法，Quake 是非常适应于在群组中使用 ,4 只或更多的扬声器堆叠在一起会产生能人震憾的结果 , 比起很

多双 18″的设计能够产生更高的 SPL 输出。不只是 SPL, 该款真正的号角式系统的脉冲及相位响应都意味着它的分辨率、

速度及清晰度都更胜一筹。

Quakes 一直以来都被最大牌的表演艺术家用在全球最大型的表演场馆中。除了能与 EM Acoustics 例如 X3 或 HALO 紧

凑型线阵列产品完美匹配外，Quakes 还可与任何高功率中高频音箱系统完美搭配。

Quakes可以订做成任意的颜色以便与内部装修的颜色相配。Quakes还可以订做永久户外用途的版本，或者是选装不同的

连接器。请联系您本地的EM Acoustics代理咨询详情。

另有TC-118衬垫运输罩可选购，可保护Quake箱体在运输时免受损伤。

耐用的箱体由CNC机器压制的18mm(3/4″)多层桦木夹板制成斜边，螺丝及胶水粘合以确保它的强度最大。箱体宽

574mm(22.6″)方便卡车运输，四只箱体的宽度大约适合美国或欧洲货车标准宽度。箱体涂黑色半哑光质感的油漆，它配

有八个钢条把手并在双面有互锁脚，方便堆叠。箱体的背面还有重型的小脚轮，在固定安装中如果不需要这些脚轮也可以拆

掉。另外扬声器的前面有泡沫衬垫的六角形开孔钢制网罩保护它免受损伤并起到防潮作用。

“ 我很喜欢使用 Quake 超低。它们实在太出色，冲击力很强劲而且低频可以

下潜至很低。另外，它们有着和心型指向相似的特性。比起标准的前面负载式

超低，它们更具指向性。很少超低音音箱能跟得上 Nine Inch Nails 乐队的快

节奏音乐。”

巡回音乐会
中至大型剧院
电影院
教堂
主题公园
中至大型俱乐部
酒吧及夜店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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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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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DF 电子/声学技术参数

机器参数

机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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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SP 技术参数变量

X3-DF/X3-DFSP

X3/X3-SP

多用途产品
X3电子/声学技术参数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三分频号角负载
55Hz - 20KHz
低频: 105dB
中频: 108dB
高频: 106dB
20度水平; 40度垂直
138dB连续, 144dB峰值
低频：600W RMS, 1200W节目
中频：200W RMS, 400W节目
高频：300W RMS, 600W节目
1×15″(381mm) 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1×8″(203mm) 钕磁中频驱动单元
6×1″(25mm) 钕磁高频单元
8 ohms
外部外置分频
2×Neutrik SpeakONTM

 NL8MPR
1×Neutrik SpeakON 

TM
 NL4MP

1111/43.7×574/22.6×859/33.8

15mm (5/8″)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穿孔钢制网罩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内置吊挂系统

集成驱动单元测试系统

94kg/207lbs

98kg/216lbs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电子部分：

净重：

运输重量：

3通道D级模块

低频: 1550W RMS @ 8 ohms

中频: 400W RMS @ 8 ohms

高频: 400W RMS @ 8 ohms

板载DSP外置分频

3针XLR公插及母插

RJ45以太网

Neutrik Powercon输入及连接

98kg (215.6lbs)

102kg (224.4lbs)

功放功率:

分频点 :

连接器: 

净重：

运输重量：

工程图纸

顶视图 右视图前视图 顶视图 右视图前视图

X3-DFSP技术参数变量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头：    

两分频号角负载
200Hz - 20kHz
中频：108dB
高频：106dB
20度水平
40度垂直
134dB连续, 140dB峰值
中频：200W RMS, 400W 节目
高频：300W RMS, 600W 节目
1 x 8″(203mm) 中频钕磁驱动单元
6 x 1″(25mm) 钕磁高频单元
8 ohms
外部外置分频
2×Neutrik SpeakONTM

  NLT4MP

530/20.9×574/22.6×859/33.8

15mm (5/8″)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穿孔钢制网罩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内置集成吊挂系统

集成驱动单元测试系统

37kg/81.4lbs

39kg/85.8lbs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硬件：

电子部分：

净重：

运输重量：

2通道D级模块

中频：400W RMS @ 8 ohms

高频：400W RMS @ 8 ohms

板载DSP外置分频

3针XLR公插及母插

RJ45以太网

Neutrik Powercon输入及连接

42kg(92.4lbs)

45kg(99lbs)

功放功率：

分频：

连接器： 

净重：

运输重量：

结构

QUAKE
MSE-118

大型号角负载超低音

应用

选项

Pete Keppler
Nine Inch Nails乐队的主调音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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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ng Products

MSE-118 Quake 是一款强大的，号角负载的超低音 , 这是一款终极的、毫不妥协的解决方案，适用于所有要求清脆、低频

强劲的应用场合。Quake 于 2003 年发布，凭借对号角技术不懈的研究，它一直致力满足市场上对现代驱动单元性能的最

高要求。

它是现今市面上最好及最强大的专业超低音扬声器。它的幅值及相位响应由 5″ (127mm) 音圈及 18″驱动单元组成提供，

它们与做工精细的 9′(2743mm) 号角相耦合，使得 Quakes 能够与任意中高音系统相匹配，从点声源到线阵列。

由于号角的工作方法，Quake 是非常适应于在群组中使用 ,4 只或更多的扬声器堆叠在一起会产生能人震憾的结果 , 比起很

多双 18″的设计能够产生更高的 SPL 输出。不只是 SPL, 该款真正的号角式系统的脉冲及相位响应都意味着它的分辨率、

速度及清晰度都更胜一筹。

Quakes 一直以来都被最大牌的表演艺术家用在全球最大型的表演场馆中。除了能与 EM Acoustics 例如 X3 或 HALO 紧

凑型线阵列产品完美匹配外，Quakes 还可与任何高功率中高频音箱系统完美搭配。

Quakes可以订做成任意的颜色以便与内部装修的颜色相配。Quakes还可以订做永久户外用途的版本，或者是选装不同的

连接器。请联系您本地的EM Acoustics代理咨询详情。

另有TC-118衬垫运输罩可选购，可保护Quake箱体在运输时免受损伤。

耐用的箱体由CNC机器压制的18mm(3/4″)多层桦木夹板制成斜边，螺丝及胶水粘合以确保它的强度最大。箱体宽

574mm(22.6″)方便卡车运输，四只箱体的宽度大约适合美国或欧洲货车标准宽度。箱体涂黑色半哑光质感的油漆，它配

有八个钢条把手并在双面有互锁脚，方便堆叠。箱体的背面还有重型的小脚轮，在固定安装中如果不需要这些脚轮也可以拆

掉。另外扬声器的前面有泡沫衬垫的六角形开孔钢制网罩保护它免受损伤并起到防潮作用。

“ 我很喜欢使用 Quake 超低。它们实在太出色，冲击力很强劲而且低频可以

下潜至很低。另外，它们有着和心型指向相似的特性。比起标准的前面负载式

超低，它们更具指向性。很少超低音音箱能跟得上 Nine Inch Nails 乐队的快

节奏音乐。”

巡回音乐会
中至大型剧院
电影院
教堂
主题公园
中至大型俱乐部
酒吧及夜店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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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用途产品

响应图形

                          幅值是用四只箱体在1米距离输入1瓦功率时测量得出

                                数据是在半空间使用PRAXIS测量系统测量得出

链信号包含24dB/倍频程式LINKWITZ-RILEY于160 Hz低通滤波器

使用中的QUAKES

Quake 除了使用号角技术的经典概念，还加入了对号角负载的箱体如何表现才能确保它们的最佳性能的理解。如上面所述，

Quakes 原本是为大型演出应用而设计的，因此四个箱体放在一起使用能有最佳表现。增加 Quakes 的数量可以产生更大的

号角口，从而改善号角系统的空气阻抗匹配问题 , 使频率响应更为平滑，频率更低而且提高有效性。8 只 Quake 箱体堆叠在

一起能产生相当于 24 只传统双 18″反射式负载扬声器的声压级。

Quakes 和其它号角系统一样，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有很强的指向性。和高频率的号角可以在它们的操作带宽内控制声波的覆

盖图形一起，只要有足够的 Quakes 堆叠在一起，出口的面积就大到能够产生 相同的效果，而且可以做到相当大部分地减少

箱体背面的声压级，保证大部分的能量能指向观众，而不是留在舞台上。

您如何堆叠 Quakes 会对散射角及 SPL 产生影响 , 当堆放成“ 蝴蝶 ”形配置时，将能够获得最紧凑的散射图形和最大的声压级。

如果将它们一个挨一个地放置，会得出更宽的覆盖图形，更温暖的声音以及略有减少的最大声压级。

一个挨一个配置 “蝴蝶型”配置

Quakes 能满足您对灵活性的最高要求，它能与任意高中音系统的完美匹配 , 从俱乐部到剧院，再到最大型的体育场馆巡回演

出都能应付自如。

www.emacoustics.co.ukPage 9
MSE-118 QUAKE

测量条件备注

1.  

2.  

3.  

4.  

工程图纸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指数/双曲折叠号角

35Hz - 200Hz(单个箱体)

27Hz - 200Hz(四个箱体堆叠)

106dB(单个箱体)

110dB(四个箱体堆叠)

全指向

134dB连续, 140dB峰值

800W RMS, 1600W节目

1×18″(457mm)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8 ohms

外置分频，建议低于120Hz

(24dB/倍频程 Linkwitz-Riley)

2×Neutrik SpeakONTM  NL4MPR

电子/声学

1200/47.2×574/22.6×950/37.4

18mm (3/4″)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109kg/239.8lbs

16kg/255.2lbs

颜色

连接头

TC-118带衬垫的运输罩

机械参数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净重：

运输重量：

选项：

在1米距离用1W输入测量

在消声环境下测量 

在消声环境下，在2米距离用1W粉红噪声输入测量，并参考至1米

在消声环境下，在2米距离用1W粉红噪声输入测量，并参考至1米

Touring Products

顶视图左视图背视图 前视图

电子/声学技术参数

MSE-118 QUAKE
www.emacoustic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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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用途产品

响应图形

                          幅值是用四只箱体在1米距离输入1瓦功率时测量得出

                                数据是在半空间使用PRAXIS测量系统测量得出

链信号包含24dB/倍频程式LINKWITZ-RILEY于160 Hz低通滤波器

使用中的QUAKES

Quake 除了使用号角技术的经典概念，还加入了对号角负载的箱体如何表现才能确保它们的最佳性能的理解。如上面所述，

Quakes 原本是为大型演出应用而设计的，因此四个箱体放在一起使用能有最佳表现。增加 Quakes 的数量可以产生更大的

号角口，从而改善号角系统的空气阻抗匹配问题 , 使频率响应更为平滑，频率更低而且提高有效性。8 只 Quake 箱体堆叠在

一起能产生相当于 24 只传统双 18″反射式负载扬声器的声压级。

Quakes 和其它号角系统一样，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有很强的指向性。和高频率的号角可以在它们的操作带宽内控制声波的覆

盖图形一起，只要有足够的 Quakes 堆叠在一起，出口的面积就大到能够产生 相同的效果，而且可以做到相当大部分地减少

箱体背面的声压级，保证大部分的能量能指向观众，而不是留在舞台上。

您如何堆叠 Quakes 会对散射角及 SPL 产生影响 , 当堆放成“ 蝴蝶 ”形配置时，将能够获得最紧凑的散射图形和最大的声压级。

如果将它们一个挨一个地放置，会得出更宽的覆盖图形，更温暖的声音以及略有减少的最大声压级。

一个挨一个配置 “蝴蝶型”配置

Quakes 能满足您对灵活性的最高要求，它能与任意高中音系统的完美匹配 , 从俱乐部到剧院，再到最大型的体育场馆巡回演

出都能应付自如。

www.emacoustics.co.ukPage 9
MSE-118 QUAKE

测量条件备注

1.  

2.  

3.  

4.  

工程图纸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指数/双曲折叠号角

35Hz - 200Hz(单个箱体)

27Hz - 200Hz(四个箱体堆叠)

106dB(单个箱体)

110dB(四个箱体堆叠)

全指向

134dB连续, 140dB峰值

800W RMS, 1600W节目

1×18″(457mm)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8 ohms

外置分频，建议低于120Hz

(24dB/倍频程 Linkwitz-Riley)

2×Neutrik SpeakONTM  NL4MPR

电子/声学

1200/47.2×574/22.6×950/37.4

18mm (3/4″)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109kg/239.8lbs

16kg/255.2lbs

颜色

连接头

TC-118带衬垫的运输罩

机械参数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净重：

运输重量：

选项：

在1米距离用1W输入测量

在消声环境下测量 

在消声环境下，在2米距离用1W粉红噪声输入测量，并参考至1米

在消声环境下，在2米距离用1W粉红噪声输入测量，并参考至1米

Touring Products

顶视图左视图背视图 前视图

电子/声学技术参数

MSE-118 QUAKE
www.emacoustic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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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型线阵列系统

应用

巡回演出及固定安装剧院
现场扩声企业活动
企业活动
酒吧及夜店

介绍

吊挂系统

紧凑的箱体里装有五个驱动单元。低频处理由一对 6.5”(165mm) 钕磁驱动单元放在倒相箱体里完成，这

些都通过一个 EM Acoustics 内置分频器连接到第二对 6.5”(165mm) 的钕磁驱动单元上。这些 EPS/

纸盆复合震膜单元部分号角负载，以改善效率及覆盖图形控制。高频由 160mm 高的空气动力换能器处理，

耦合到专利的、与频率相关的散射多歧管 (Frequency Dependant Dispersion Manifold) 上，以确保

扬声器在 20KHz 频段内能达到 90 度覆盖。这种多歧管让 HALO 比起竞争对手可以使用更大的铝带驱

动单元，从而产生更强大的输出，相比起其它的铝带线阵列系统 HALO 能产生或大的声压级。

HALO 是一个三分频紧凑型双功放线阵列系统，使用最新的驱动单元技术，并结合 EM Acoustics 著名

的内置分频拓朴以及对设计及生产细节的专注。HALO 主要是为小到中型场地的扩声而设计。它适用于

语言到摇滚等各种场合 , 从对细节要求讲究的剧院扩声，到演员表演时所需的极高语言清晰度，再到将

4×12″吉它的中频还原最远处的听众。HALO 的操作简单，外型紧凑而且重量轻，它的驱动单元固有

的系统动态余量能提供一个优化的声学解决方案。

HALO 使用完全锁定的吊挂系统。该系统的设计直观、灵活、快速而且安全。设计时与系统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进行过无数的讨论 ,

无论好坏都指出来。

所有的元器件都锁定到箱体中，将丢失部件的情况减至最低。它是一个三点式系统 , 前面两个吊挂点让箱体找到中心点，而箱

体背面的单条滑链可以设定箱体之间的张开角度，无论扬声器组内部箱体之间的角度如何，都能确保相邻箱体之前有一个恒定

的距离，因而在阵列配置能做到无缝高频覆盖。张开角可以在 0 至 15 度之间以 1 度的增量调节 , 尽管最大或最小张开角不经

常用到，但如果有需要，用户还是可以将部分箱体的角度调至很低以覆盖正下方的区域。整个系统都采用航空级别的球锁插销，

所有都通过钢链附着到箱体上。

根据应用场合的不同，有不同的吊挂配件可供选择，详情请见本手册第 11 页，或访问 EM Acoustics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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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O 系统的核心是空气动力换能器 (Air Motion 

Transducer)。不同类型的铝带单元并不鲜见 , 但

它们通常受限于物理尺寸。一个小的单元 , 尽管有

好的散射特性 , 它的最高 SPL 仍然会受到限制。

HALO 里 的 空 气 动 力 换 能 器 驱 动 单 元 有 一 个

160mm×60mm 的幅射区域，比起任何其它的系

统都要大。因此，相同高度的箱体能够产生更高的

声压级。但问题又来了，因为空气动力换能器的特

性非常接近理论上的线声源，当震膜越宽，驱动单

元在水平面会具有线声源的特性，能够有效地将高

频响应约束在非常狭窄的范围之内。

正 是 由 于 这 个 问 题 促 使 我 们 的 研 发 部 总 监 Ed 

Kinsella 发明了与频率相关的衍射多歧管 , 这是一

个专利的设备，其工作方式非常独特。在低频时，

它对于声波而言几乎是不可见的，大量的平面幅射所产生的巨大能量能够全部被利用起来，就像一个衍射槽，而当与中频波导

结合时，HALO 能够在 90 度水平覆盖范围内提供 20KHz 的高频覆盖。

目前市场上绝对没有其它的铝带线阵列系统能够提供这种组合。

HALO吊挂系统

HALO吊挂系统的设计安全，直观而且能快速使用。HALO及HALO-S箱体内置的

硬件以及一系列不同的吊挂配件让HALO阵列能够快速、安全地吊挂成多种不同的配

置。

这是HALO系统主要的吊挂配件，能提供最佳的灵活性及最大的阵列尺寸。HALO及

HALO-S箱体都是平行式吊挂，HALO箱体可以平行式或以向下5度倾斜的方式吊

挂。使用单或双吊挂点，主要的滑链式链条让产品能够做出多种不同的角度。另外前

面板及背面板的安装点能够采用套索式吊挂。

SLG-HALO超低连接配件让HALO箱体的连接比HALO-S深很多。由于使用了

MFG-HALO吊架，HALO箱体可以水平方式吊挂到配件上，或向下5度倾斜。

FG-HALO 配件是较小型的巡回演出配件，它能够尽量用较少的挂件最大的向下角度

吊挂少量的 HALO 箱体，从而减少物理尺寸及降低成本。FG-HALO 挂件与 MFG 和

SLG-HALO 挂件的设计原理一样。

FGI-HALO配件是为固定安装场合而设计，与MFG-HALO配件一起使用，它能吊

挂HALO-S箱体。对于永久性固定安装，比起MFG配件，它能节省大笔成本。

MFG-HALO主吊挂配件

FG-HALO吊挂配件

FGI-HALO主吊挂配件

SLG-HALO超低连接配件

多用途产品

www.emacoustics.co.uk

Touring Products

www.emacoustic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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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型线阵列系统

应用

巡回演出及固定安装剧院
现场扩声企业活动
企业活动
酒吧及夜店

介绍

吊挂系统

紧凑的箱体里装有五个驱动单元。低频处理由一对 6.5”(165mm) 钕磁驱动单元放在倒相箱体里完成，这

些都通过一个 EM Acoustics 内置分频器连接到第二对 6.5”(165mm) 的钕磁驱动单元上。这些 EPS/

纸盆复合震膜单元部分号角负载，以改善效率及覆盖图形控制。高频由 160mm 高的空气动力换能器处理，

耦合到专利的、与频率相关的散射多歧管 (Frequency Dependant Dispersion Manifold) 上，以确保

扬声器在 20KHz 频段内能达到 90 度覆盖。这种多歧管让 HALO 比起竞争对手可以使用更大的铝带驱

动单元，从而产生更强大的输出，相比起其它的铝带线阵列系统 HALO 能产生或大的声压级。

HALO 是一个三分频紧凑型双功放线阵列系统，使用最新的驱动单元技术，并结合 EM Acoustics 著名

的内置分频拓朴以及对设计及生产细节的专注。HALO 主要是为小到中型场地的扩声而设计。它适用于

语言到摇滚等各种场合 , 从对细节要求讲究的剧院扩声，到演员表演时所需的极高语言清晰度，再到将

4×12″吉它的中频还原最远处的听众。HALO 的操作简单，外型紧凑而且重量轻，它的驱动单元固有

的系统动态余量能提供一个优化的声学解决方案。

HALO 使用完全锁定的吊挂系统。该系统的设计直观、灵活、快速而且安全。设计时与系统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进行过无数的讨论 ,

无论好坏都指出来。

所有的元器件都锁定到箱体中，将丢失部件的情况减至最低。它是一个三点式系统 , 前面两个吊挂点让箱体找到中心点，而箱

体背面的单条滑链可以设定箱体之间的张开角度，无论扬声器组内部箱体之间的角度如何，都能确保相邻箱体之前有一个恒定

的距离，因而在阵列配置能做到无缝高频覆盖。张开角可以在 0 至 15 度之间以 1 度的增量调节 , 尽管最大或最小张开角不经

常用到，但如果有需要，用户还是可以将部分箱体的角度调至很低以覆盖正下方的区域。整个系统都采用航空级别的球锁插销，

所有都通过钢链附着到箱体上。

根据应用场合的不同，有不同的吊挂配件可供选择，详情请见本手册第 11 页，或访问 EM Acoustics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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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O 系统的核心是空气动力换能器 (Air Motion 

Transducer)。不同类型的铝带单元并不鲜见 , 但

它们通常受限于物理尺寸。一个小的单元 , 尽管有

好的散射特性 , 它的最高 SPL 仍然会受到限制。

HALO 里 的 空 气 动 力 换 能 器 驱 动 单 元 有 一 个

160mm×60mm 的幅射区域，比起任何其它的系

统都要大。因此，相同高度的箱体能够产生更高的

声压级。但问题又来了，因为空气动力换能器的特

性非常接近理论上的线声源，当震膜越宽，驱动单

元在水平面会具有线声源的特性，能够有效地将高

频响应约束在非常狭窄的范围之内。

正 是 由 于 这 个 问 题 促 使 我 们 的 研 发 部 总 监 Ed 

Kinsella 发明了与频率相关的衍射多歧管 , 这是一

个专利的设备，其工作方式非常独特。在低频时，

它对于声波而言几乎是不可见的，大量的平面幅射所产生的巨大能量能够全部被利用起来，就像一个衍射槽，而当与中频波导

结合时，HALO 能够在 90 度水平覆盖范围内提供 20KHz 的高频覆盖。

目前市场上绝对没有其它的铝带线阵列系统能够提供这种组合。

HALO吊挂系统

HALO吊挂系统的设计安全，直观而且能快速使用。HALO及HALO-S箱体内置的

硬件以及一系列不同的吊挂配件让HALO阵列能够快速、安全地吊挂成多种不同的配

置。

这是HALO系统主要的吊挂配件，能提供最佳的灵活性及最大的阵列尺寸。HALO及

HALO-S箱体都是平行式吊挂，HALO箱体可以平行式或以向下5度倾斜的方式吊

挂。使用单或双吊挂点，主要的滑链式链条让产品能够做出多种不同的角度。另外前

面板及背面板的安装点能够采用套索式吊挂。

SLG-HALO超低连接配件让HALO箱体的连接比HALO-S深很多。由于使用了

MFG-HALO吊架，HALO箱体可以水平方式吊挂到配件上，或向下5度倾斜。

FG-HALO 配件是较小型的巡回演出配件，它能够尽量用较少的挂件最大的向下角度

吊挂少量的 HALO 箱体，从而减少物理尺寸及降低成本。FG-HALO 挂件与 MFG 和

SLG-HALO 挂件的设计原理一样。

FGI-HALO配件是为固定安装场合而设计，与MFG-HALO配件一起使用，它能吊

挂HALO-S箱体。对于永久性固定安装，比起MFG配件，它能节省大笔成本。

MFG-HALO主吊挂配件

FG-HALO吊挂配件

FGI-HALO主吊挂配件

SLG-HALO超低连接配件

多用途产品

www.emacoustic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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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频系统

应用

巡回音乐会
中至大型剧院
企业活动
电影院
主题公园
酒吧及夜店

工程图纸

介绍

结构

HALO-S 是 HALO 紧凑型线阵列系统配套的超低音解决方案，主要用于需要吊挂超低音的应用。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将

HALO-S 作地面堆叠。

在一些情况下，不允许超低音地面式堆叠 , 因而我们设计了 HALO-S 超低。它基于大获成功的 EMS-215 双 15″超低的驱

动单元负载技术。HALO-S 采用双驱动单元设计，具有出色的声压级能力，有用频率可下潜至 45Hz，而且重量轻，外型紧凑，

并具有全吊挂硬件。

箱体由 15mm(5/8″) 到 18mm(3/4″) 多层桦木夹板制成斜边，通过螺丝及胶

水粘合。箱体有集成 HALO 吊挂系统，以及 8 个 M8 螺纹孔固定可移动的底座板。

该座板能够在运输时保护吊挂系统，为地面堆叠阵列或在使用 HALO-S 时提供

稳固的脚撑。箱体的背面有两个 Neutrik SpeakonTM NL8MP 输入接口。最后，

它的前面板有一个坚固的穿孔钢制网罩作保护，加上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紧凑的箱体里有一对反射负载的 4″音圈，15″(381mm) 钕磁低频单元，采用半带通负载设计。和 EMS-215 一样，它有两

个驱动单元耦合在一起，造成单个出口，从而对低频信息产生温和的压缩，比起传统的反射式设计，它能够提高声音的冲击力

及清晰度。对称式的设计也有助于创建平衡式的吊挂系统。

顶视图

左视图右视图 前视图

521/20.5×747/29.4×725/28.5

15mm (5/8″) 及18mm(3/4″)白

桦木夹板，斜边，螺丝及胶水封合

集成式HALO吊挂系统

16×M10安全点

8×M8螺纹口用于底座板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65kg/143lbs

68kg/149.6lbs

颜色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吊挂/悬吊件：

网罩：

净重：

运输重量：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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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声学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双驱动半带通

45Hz - 160Hz

100dB

全指向

131dB连续, 137dB峰值

800W RMS, 1600W节目

2×15″(381mm)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4 ohms

外置分频，建议低于150Hz

(24dB/倍频程 Linkwitz-Riley)

2×Neutrik SpeakONTM
  STX NL4

顶视图

工程图纸

747

790

前视图

19
5

17
1

左视图

机械参数

172/6.8×747/29.4×488/19.2

12mm (1/2″), 15mm(5/8″)及18mm

(3/4″)白桦木夹板，斜边，螺丝及胶水封合

集成式HALO吊挂系统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24kg/52.8lbs

26kg/57.2lbs

颜色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吊挂/悬吊件：

网罩：

净重：

运输重量：

选项：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箱体张开角：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三分频双功放线阵列

75Hz - 18KHz

低/中频：99dB

高频：103dB

水平： 90度

垂直：根据阵列的设置而定

0 - 15度，1度调节增量

124dB连续(单个箱体)

130dB连续(两个箱体)

136dB连续(四个箱体)

低频/中频：500W RMS, 1000W节目

高频：375W RMS, 750W节目

低频：2×6.5″ (165mm)钕磁低频纸盆驱

动单元在倒相箱体里

中频：2×6.5″(165mm) EPS/纸盆复合平

反射钕磁驱动单元

高频：160mm×60mm空气动力换能器，

带专利的歧管

低频：8 ohms，高频：8 ohms

低频/中频内部内置分频

2×Neutrik SpeakONTM STX NL4

超低频系统

多用途产品

www.emacoustics.co.uk

Touring Products

www.emacoustics.co.uk

机械参数

电子/声学

790

747

52
1

56
4

54
8

7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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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频系统

应用

巡回音乐会
中至大型剧院
企业活动
电影院
主题公园
酒吧及夜店

工程图纸

介绍

结构

HALO-S 是 HALO 紧凑型线阵列系统配套的超低音解决方案，主要用于需要吊挂超低音的应用。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将

HALO-S 作地面堆叠。

在一些情况下，不允许超低音地面式堆叠 , 因而我们设计了 HALO-S 超低。它基于大获成功的 EMS-215 双 15″超低的驱

动单元负载技术。HALO-S 采用双驱动单元设计，具有出色的声压级能力，有用频率可下潜至 45Hz，而且重量轻，外型紧凑，

并具有全吊挂硬件。

箱体由 15mm(5/8″) 到 18mm(3/4″) 多层桦木夹板制成斜边，通过螺丝及胶

水粘合。箱体有集成 HALO 吊挂系统，以及 8 个 M8 螺纹孔固定可移动的底座板。

该座板能够在运输时保护吊挂系统，为地面堆叠阵列或在使用 HALO-S 时提供

稳固的脚撑。箱体的背面有两个 Neutrik SpeakonTM NL8MP 输入接口。最后，

它的前面板有一个坚固的穿孔钢制网罩作保护，加上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紧凑的箱体里有一对反射负载的 4″音圈，15″(381mm) 钕磁低频单元，采用半带通负载设计。和 EMS-215 一样，它有两

个驱动单元耦合在一起，造成单个出口，从而对低频信息产生温和的压缩，比起传统的反射式设计，它能够提高声音的冲击力

及清晰度。对称式的设计也有助于创建平衡式的吊挂系统。

顶视图

左视图右视图 前视图

521/20.5×747/29.4×725/28.5

15mm (5/8″) 及18mm(3/4″)白

桦木夹板，斜边，螺丝及胶水封合

集成式HALO吊挂系统

16×M10安全点

8×M8螺纹口用于底座板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65kg/143lbs

68kg/149.6lbs

颜色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吊挂/悬吊件：

网罩：

净重：

运输重量：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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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声学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双驱动半带通

45Hz - 160Hz

100dB

全指向

131dB连续, 137dB峰值

800W RMS, 1600W节目

2×15″(381mm)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4 ohms

外置分频，建议低于150Hz

(24dB/倍频程 Linkwitz-Riley)

2×Neutrik SpeakONTM
  STX NL4

顶视图

工程图纸

747

790

前视图

19
5

17
1

左视图

机械参数

172/6.8×747/29.4×488/19.2

12mm (1/2″), 15mm(5/8″)及18mm

(3/4″)白桦木夹板，斜边，螺丝及胶水封合

集成式HALO吊挂系统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24kg/52.8lbs

26kg/57.2lbs

颜色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吊挂/悬吊件：

网罩：

净重：

运输重量：

选项：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箱体张开角：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三分频双功放线阵列

75Hz - 18KHz

低/中频：99dB

高频：103dB

水平： 90度

垂直：根据阵列的设置而定

0 - 15度，1度调节增量

124dB连续(单个箱体)

130dB连续(两个箱体)

136dB连续(四个箱体)

低频/中频：500W RMS, 1000W节目

高频：375W RMS, 750W节目

低频：2×6.5″ (165mm)钕磁低频纸盆驱

动单元在倒相箱体里

中频：2×6.5″(165mm) EPS/纸盆复合平

反射钕磁驱动单元

高频：160mm×60mm空气动力换能器，

带专利的歧管

低频：8 ohms，高频：8 ohms

低频/中频内部内置分频

2×Neutrik SpeakONTM STX NL4

超低频系统

多用途产品

www.emacoustics.co.uk

Touring Products

www.emacoustics.co.uk

机械参数

电子/声学

790

747

52
1

56
4

54
8

7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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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O Compact 系 统 的 设 计 可 满 足 众 多 专 业 音 频 应 用 的 需 要。它 只 有 17kg(37.4lbs) 的 重 量，宽 度 只 有 492mm(19.4″ )。HALO 

Compact 是一款真正的紧凑型系统，但它的连续声压级可以超过 120dB，是小到中型剧院、教堂、会议及企业活动，乃至中型现场扩声的理

想解决方案。任何对尺寸及重量有严格要求，但同时需要高声压级的应用，HALO Compact 系统绝对能应付自如。

HALO Compact 在原来 HALO 系统的基础上研发出来，具有同样出色的声音性能，因为采用了真正的平面波导空气动力换能器高频驱动单

元才能做到这一点。更宽的 95 度水平覆盖让使用更灵活，而且因为用了更强大的 8″ (203mm) 低频驱动单元，比起原来的 HALO 系统，

HALO Compact 能够提升总体的声音性能，并具有更大的声压级。该型号还可组成最少 3 只，最多 24 只箱体的阵列，并保持 10:1 安全比。

极为灵活的吊挂系统让用户可以用于多种不同的场合，并可作吊挂或地面堆叠。

HALO Compact 有非常平滑的频率及相位响应，波阵面是真正的平面的而不是对球面波阵面进行操控。这使得系统可以在很远的距离都有极

佳 的 清 晰 度，远 远 超 出 用 户 一 般 对 传 统 压 缩 驱 动 器 设 计 的 期 望。还 有 它 的 频 率 及 相 位 响 应，以 及 水 平 及 垂 直 覆 盖 都 非 常 一 致，HALO 

Compact 可以作为前区补声或挑台下方补声这些要求精确的垂直指向的地方。组成完整的系统时，HALO Compact 与 HALO-CS 可吊挂

超低音一起组合，并使用 FGHALO-C 吊挂配件来悬挂系统。为了增加低频能量，它可以与 EMS-215 或 EMS-118 配合使用，如果是较大

型的系统，可以在底部加上 MSE-218 超低音。

HALO Compact 包含 197mm(7.8″ ) 空气动力高频驱动器单元，放在一个定制的 95 度散射波导上，通过独有的 EM Acoustics 内置分频

连接到一个高功率的钕磁 8″ (203mm) 低频驱动单元上。准确的单元放置，与分频拓朴耦合，加上波导设计，它的水平覆盖图形可下潜至

1kHz。真正的空气动力换能器驱动单元平面波输出加上波导组合使它的垂直覆盖图形非常精确，从而在相邻箱体之间保证无缝阵列集成并将破

坏性干涉减至最低。

HALO Compact 箱体有优质的 12mm 及 18mm(1/2″& 3/4″) 多层桦木夹板，斜边使用螺丝

及胶水粘合。智能的箱体支撑设计能够将面板曲位减到最小，从而减少不想要的谐波并保持箱体

的质量仍然很轻。吊挂的硬件是用超高拉伸 Domex 网制作，外观涂聚脂粉末敷漆，带航空级别

的球形锁插销，确保安装阵列安全快速。六角形穿孔网罩加上声学透明的黑色衬布，使得箱体的

外观非常时尚。箱体的背面有两个 Neutrik SpeakONTM NLT4MP 航空级别连接头，可用于输

入及连接。

箱体标准情况下有黑色或白色半哑光质感的油漆可选，但可根据需求定制天气防护及其它 RAL

标准色。

HALO-C 单只需要可在 8 ohm 负载下每通道能传输 600-800W RMS 的功放。要达到最佳效果，

需要使用 EM Acoustics AQ-10 功放。由于 HALO-C 的内置分频特性，它可以充分利用 AQ-10 的

四个通道，做到一台 AQ-10 驱动 16 只 HALO-C 单元。

特性及优势

独有的EM Acoustics内置分频，拥有无与伦比的频率及相位响应

极为一致的水平覆盖图形，可准确预测效果

外形小，重量低，确保可以很容易地吊挂箱体

极高的能量尺寸比

内置分频设计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处理的需要，并减少功放通道数

轻质的多层桦木箱体，比起塑料设计，面板的具有更少的曲位

直观、安全的吊挂系统，方便吊挂及地面堆叠

HALO-C内置分频线阵列音箱系统

应用

Page 14

伦敦-（Royal Albert Hall）

皇家艾伯特剧院

小到中型剧院及巡回演出

小到中型现场扩声

教堂

会议及企业活动

主题公园

酒吧及夜店
HALO-C箱体有多种不同的吊挂附件可供选择，可作吊挂或地面堆叠式配置。请查阅不同的吊挂硬件数据表，以获得更多关于这些选项的资讯。

HALO-C内置分频线阵列音箱系统

箱体类型：

尺寸(高×宽×深)：

净重/运输重量：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驱动单元类型:

功率处理：

最大SPL4 :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箱体：

吊挂及硬件：

网罩：

选项：

附件：

配件：

内置两分频紧凑型线阵列

216 (8.5)×492 (19.4)×400 (15.7) mm/(ins),只包括箱体

252 (9.9) ×524 (20.6) ×400 (15.7) mm/(ins)包含外部的吊挂/插销

17/19kg (37.4/41.8lbs)

75Hz–20kHz +/- 3dB

94dB

95水平，垂直覆盖根据阵列配置而定

8″(203mm)钕磁低频纸盆单元

7.8″(197mm)空气动力换能器高频驱动单元

325W RMS, 650W节目

124dB连续, 132dB峰值

8 ohms

非对称内部内置分频

2×Neutrik SpeakONTM
  NLT4MP

12mm (1/2″) & 18mm (3/4″)多层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粘合，防刮油漆

四点集成吊挂系统，24只箱体测试为10:1安全系数，采用航空级球形

锁钉固定，张开角度为0、0.5、 1、1.5及2-15度，增量为1度

穿孔钢网，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颜色/天气防护

CASE-HALO可放四只音箱的巡回演出航空箱

不同的吊挂硬件选项，请见吊挂硬件数据表

DU-805 8″驱动单元

RBD-HALO-C 7.8″空气动力换能器驱动单元

RK-805喇叭套件

RC-HALO-C替换高频震膜

PX-HALO-C内置分频组件

RFG-HALO-C替换网罩/布料

技术参数

吊挂附件

工程图纸

测量条件

1. 在消声环境下，在2米轴上测量，并参考到1米

2. 在半空间中，在2米距离用4W正弦输入测量，并参考至1米

3. 标称散射，在消声环境下测量，平均超过规定的带宽

4. 根据相似节目材料的主观听音测试进行计算及检查

Pag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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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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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视图前视图 背视图

伦敦-（Royal Albert Hall）
皇家艾伯特剧院

多用途产品

www.emacoustics.co.uk

Touring Products

www.emacoustics.co.uk



HALO Compact 系 统 的 设 计 可 满 足 众 多 专 业 音 频 应 用 的 需 要。它 只 有 17kg(37.4lbs) 的 重 量，宽 度 只 有 492mm(19.4″ )。HALO 

Compact 是一款真正的紧凑型系统，但它的连续声压级可以超过 120dB，是小到中型剧院、教堂、会议及企业活动，乃至中型现场扩声的理

想解决方案。任何对尺寸及重量有严格要求，但同时需要高声压级的应用，HALO Compact 系统绝对能应付自如。

HALO Compact 在原来 HALO 系统的基础上研发出来，具有同样出色的声音性能，因为采用了真正的平面波导空气动力换能器高频驱动单

元才能做到这一点。更宽的 95 度水平覆盖让使用更灵活，而且因为用了更强大的 8″ (203mm) 低频驱动单元，比起原来的 HALO 系统，

HALO Compact 能够提升总体的声音性能，并具有更大的声压级。该型号还可组成最少 3 只，最多 24 只箱体的阵列，并保持 10:1 安全比。

极为灵活的吊挂系统让用户可以用于多种不同的场合，并可作吊挂或地面堆叠。

HALO Compact 有非常平滑的频率及相位响应，波阵面是真正的平面的而不是对球面波阵面进行操控。这使得系统可以在很远的距离都有极

佳 的 清 晰 度，远 远 超 出 用 户 一 般 对 传 统 压 缩 驱 动 器 设 计 的 期 望。还 有 它 的 频 率 及 相 位 响 应，以 及 水 平 及 垂 直 覆 盖 都 非 常 一 致，HALO 

Compact 可以作为前区补声或挑台下方补声这些要求精确的垂直指向的地方。组成完整的系统时，HALO Compact 与 HALO-CS 可吊挂

超低音一起组合，并使用 FGHALO-C 吊挂配件来悬挂系统。为了增加低频能量，它可以与 EMS-215 或 EMS-118 配合使用，如果是较大

型的系统，可以在底部加上 MSE-218 超低音。

HALO Compact 包含 197mm(7.8″ ) 空气动力高频驱动器单元，放在一个定制的 95 度散射波导上，通过独有的 EM Acoustics 内置分频

连接到一个高功率的钕磁 8″ (203mm) 低频驱动单元上。准确的单元放置，与分频拓朴耦合，加上波导设计，它的水平覆盖图形可下潜至

1kHz。真正的空气动力换能器驱动单元平面波输出加上波导组合使它的垂直覆盖图形非常精确，从而在相邻箱体之间保证无缝阵列集成并将破

坏性干涉减至最低。

HALO Compact 箱体有优质的 12mm 及 18mm(1/2″& 3/4″) 多层桦木夹板，斜边使用螺丝

及胶水粘合。智能的箱体支撑设计能够将面板曲位减到最小，从而减少不想要的谐波并保持箱体

的质量仍然很轻。吊挂的硬件是用超高拉伸 Domex 网制作，外观涂聚脂粉末敷漆，带航空级别

的球形锁插销，确保安装阵列安全快速。六角形穿孔网罩加上声学透明的黑色衬布，使得箱体的

外观非常时尚。箱体的背面有两个 Neutrik SpeakONTM NLT4MP 航空级别连接头，可用于输

入及连接。

箱体标准情况下有黑色或白色半哑光质感的油漆可选，但可根据需求定制天气防护及其它 RAL

标准色。

HALO-C 单只需要可在 8 ohm 负载下每通道能传输 600-800W RMS 的功放。要达到最佳效果，

需要使用 EM Acoustics AQ-10 功放。由于 HALO-C 的内置分频特性，它可以充分利用 AQ-10 的

四个通道，做到一台 AQ-10 驱动 16 只 HALO-C 单元。

特性及优势

独有的EM Acoustics内置分频，拥有无与伦比的频率及相位响应

极为一致的水平覆盖图形，可准确预测效果

外形小，重量低，确保可以很容易地吊挂箱体

极高的能量尺寸比

内置分频设计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处理的需要，并减少功放通道数

轻质的多层桦木箱体，比起塑料设计，面板的具有更少的曲位

直观、安全的吊挂系统，方便吊挂及地面堆叠

HALO-C内置分频线阵列音箱系统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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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Royal Albert Hall）

皇家艾伯特剧院

小到中型剧院及巡回演出

小到中型现场扩声

教堂

会议及企业活动

主题公园

酒吧及夜店
HALO-C箱体有多种不同的吊挂附件可供选择，可作吊挂或地面堆叠式配置。请查阅不同的吊挂硬件数据表，以获得更多关于这些选项的资讯。

HALO-C内置分频线阵列音箱系统

箱体类型：

尺寸(高×宽×深)：

净重/运输重量：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驱动单元类型:

功率处理：

最大SPL4 :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箱体：

吊挂及硬件：

网罩：

选项：

附件：

配件：

内置两分频紧凑型线阵列

216 (8.5)×492 (19.4)×400 (15.7) mm/(ins),只包括箱体

252 (9.9) ×524 (20.6) ×400 (15.7) mm/(ins)包含外部的吊挂/插销

17/19kg (37.4/41.8lbs)

75Hz–20kHz +/- 3dB

94dB

95水平，垂直覆盖根据阵列配置而定

8″(203mm)钕磁低频纸盆单元

7.8″(197mm)空气动力换能器高频驱动单元

325W RMS, 650W节目

124dB连续, 132dB峰值

8 ohms

非对称内部内置分频

2×Neutrik SpeakONTM
  NLT4MP

12mm (1/2″) & 18mm (3/4″)多层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粘合，防刮油漆

四点集成吊挂系统，24只箱体测试为10:1安全系数，采用航空级球形

锁钉固定，张开角度为0、0.5、 1、1.5及2-15度，增量为1度

穿孔钢网，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颜色/天气防护

CASE-HALO可放四只音箱的巡回演出航空箱

不同的吊挂硬件选项，请见吊挂硬件数据表

DU-805 8″驱动单元

RBD-HALO-C 7.8″空气动力换能器驱动单元

RK-805喇叭套件

RC-HALO-C替换高频震膜

PX-HALO-C内置分频组件

RFG-HALO-C替换网罩/布料

技术参数

吊挂附件

工程图纸

测量条件

1. 在消声环境下，在2米轴上测量，并参考到1米

2. 在半空间中，在2米距离用4W正弦输入测量，并参考至1米

3. 标称散射，在消声环境下测量，平均超过规定的带宽

4. 根据相似节目材料的主观听音测试进行计算及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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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及优势

极为耐用的15″钕磁低频驱动单元，即使外形紧凑，

也能提供足够的低频性能

外形尺寸小，重量轻，隐藏性高，吊挂方便

非常高的功率尺寸比

轻质的多层木夹板箱体，比起塑料设计，面板的具有更少的曲位

直观、安全的吊挂系统，方便吊挂及地面堆叠

HALO-CS紧凑吊挂式超低频音箱

应用
小到中型剧院及巡回演出

小到中型现场扩声

教堂

会议及企业活动

主题公园

酒吧及夜店

Page 16

伦敦-（Royal Albert Hall）
皇家艾伯特剧院

HALO-CS 是 HALO Compact 系统专用的超低音，可以满足众多专业音频应用的需要。它的重量只有 36kg（79.2lbs)，宽度只有 492mm 

wide (19.4″ )。HALO-CS 是一款真正的紧凑型解决方案 , 但它的连续声压级可以超过 126dB，是小到中型剧院、教堂、会议及企业活动，

乃至小到中型现场扩声的理想解决方案。任何对尺寸及重量有严格要求，但同时需要高声压级的应用，HALO Compact 系统绝对能应付自如。

HALO-CS 的理念是要设计出一款紧凑型的超低音，无论吊挂或地面堆叠都具有足够的低频。因此，它使用强大的高冲程 15″ (381mm) 钕磁

驱动单元，使得 HALO-CS 可以很轻松地下潜到 40Hz。对于更大的系统，HALO-CS 可以在较低倍频程给吊挂阵列增加更多低频能量。

HALO-CS 箱体与 HALO Compact 宽度一样，相等于两只 HALO Compact 吊挂或堆叠起来的高度。因此，很方便定做航空箱或是装车，因为

HALO-CS 超低音可以与一对 HALO Compact 箱体做到相同的高度及宽度。

HALO-CS 超低音的吊挂系统和 HALO Compact 的相似 , 四个吊挂点采用超高拉伸 Domex 钢制作。该吊挂系统可以支持 24 只 HALO-C 箱体，

或 HALO-C 和 HALO-CS 的组合。在这种组合中一只 HALO-CS 相当于两只 HALO-C。因此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吊挂 12 只 HALO-CS 超低音。

对于地面堆叠，整个过程就更为简单 , 只要将 HALO-CS 上下倒转，而将箱体顶部的橡胶脚放在地面上防止箱体移动就可以了。无需使用吊挂

件就可以将 HALO-CS 超低或 HALO-C 和 HALO-CS 连接在一起。吊挂硬件带有定位孔，吊挂或堆叠阵列的第一个 HALO-C 箱体可以是

正数或负数的角度 , 例如在吊挂配置中，第一只 HALO Compact 可以设定为 5°、4°、3°、2°、 1.5°、 1°、0.5°向上、0°及 1° - 10°向下，

以 1 度为步进增量。它还有一个 M20 螺纹适配器，方便在 HALO-CS 上面搭配 HALO-C

或其它全频扬声器。

HALO-CS 的箱体由上乘的多层桦木夹板制成，斜边，使用螺丝及胶水粘合。智能的箱体支

撑设计能够将面板曲位减到最小，从而减少不想要的谐波并保持箱体的质量仍然很轻。箱体的

顶部标配橡胶脚 ( 用于地面堆叠 )，底部有堆叠安装用的凹位，还配有 M20 螺纹音箱支架适

配器，两边还有两个把手。吊挂的硬件是用超高拉伸 Domex 钢制作，外观涂聚脂粉末敷漆，

带航空级别的球形锁插销，确保安装阵列安全快速。六角形穿孔网罩加上声学透明的黑色衬布，

使得箱体的外观非常时尚。箱体的背面有两个 Neutrik SpeakONTM  NLT4MP 航空级别连接

头，可用于输入及连接。

箱体标准情况下有黑色或白色可选，也可根据需求定制天气防护及其它RAL标准色。

HALO-CS需要外置分频高/低通滤波器，还有单通道可在8 ohm负载下能传输1000-2000W 

RMS的功放通道。要达到最佳效果，需要使用EM Acoustics AQ-9或AQ-10功放。

HALO-CS箱体有多种不同的吊挂附件可供选择，可作吊挂或地面堆叠式配置。请查阅不同的吊挂硬件数据表，以获得更多关于这些选项

的资讯。

HALO-CS紧凑吊挂式超低频音箱

箱体类型：

尺寸(高×宽×深)：

净重/运输重量：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驱动单元类型:

功率处理：

最大SPL4 :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箱体：

吊挂及硬件：

网罩：

选项：

附件：

配件：

紧凑型可吊挂反射超低音

438 (17.2)×492 (19.4)×600 (23.6) mm/(ins) ,只包括箱体

438 (17.2)×524 (20.6)×600 (23.6) mm/(ins)包含外部的吊挂/插销

36/38kg (79.2/83.6lbs)

40Hz–120Hz +/- 3dB

95dB

全指向

15″(381mm)钕磁高频纸盆单元

600W RMS, 1200W节目

126dB连续, 134dB峰值

8 ohms

外部外置分频，建议低于100Hz

2×Neutrik SpeakONTM
  NLT4MP

15mm (5/8″)多层桦木夹板斜边，螺丝及胶水粘合，防刮油漆

四点集成吊挂系统，24只箱体测试为10:1安全系数，采用航空级球形锁钉固定

吊挂或地面堆叠时直接与HALO-C箱体对接

穿孔钢网，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颜色/天气防护

CASE-HALO-CS单只巡回演出航空箱

不同的吊挂硬件选项,请见吊挂硬件数据表

DU-1507 15″驱动单元

RK-1507喇叭套件

RFG-HALO-CS替换网罩/布料

技术参数

吊挂附件

工程图纸

测量条件

1. 在消声环境下，在2米轴上测量，并参考到1米

2. 在半空间中，在2米距离用4W正弦输入测量，并参考至1米

3. 标称散射，在消声环境下测量，平均超过规定的带宽

4. 根据相似节目材料的主观听音测试进行计算及检查

多用途产品

www.emacoustics.co.uk

Touring Products

www.emacoustic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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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及优势

极为耐用的15″钕磁低频驱动单元，即使外形紧凑，

也能提供足够的低频性能

外形尺寸小，重量轻，隐藏性高，吊挂方便

非常高的功率尺寸比

轻质的多层木夹板箱体，比起塑料设计，面板的具有更少的曲位

直观、安全的吊挂系统，方便吊挂及地面堆叠

HALO-CS紧凑吊挂式超低频音箱

应用
小到中型剧院及巡回演出

小到中型现场扩声

教堂

会议及企业活动

主题公园

酒吧及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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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Royal Albert Hall）
皇家艾伯特剧院

HALO-CS 是 HALO Compact 系统专用的超低音，可以满足众多专业音频应用的需要。它的重量只有 36kg（79.2lbs)，宽度只有 492mm 

wide (19.4″ )。HALO-CS 是一款真正的紧凑型解决方案 , 但它的连续声压级可以超过 126dB，是小到中型剧院、教堂、会议及企业活动，

乃至小到中型现场扩声的理想解决方案。任何对尺寸及重量有严格要求，但同时需要高声压级的应用，HALO Compact 系统绝对能应付自如。

HALO-CS 的理念是要设计出一款紧凑型的超低音，无论吊挂或地面堆叠都具有足够的低频。因此，它使用强大的高冲程 15″ (381mm) 钕磁

驱动单元，使得 HALO-CS 可以很轻松地下潜到 40Hz。对于更大的系统，HALO-CS 可以在较低倍频程给吊挂阵列增加更多低频能量。

HALO-CS 箱体与 HALO Compact 宽度一样，相等于两只 HALO Compact 吊挂或堆叠起来的高度。因此，很方便定做航空箱或是装车，因为

HALO-CS 超低音可以与一对 HALO Compact 箱体做到相同的高度及宽度。

HALO-CS 超低音的吊挂系统和 HALO Compact 的相似 , 四个吊挂点采用超高拉伸 Domex 钢制作。该吊挂系统可以支持 24 只 HALO-C 箱体，

或 HALO-C 和 HALO-CS 的组合。在这种组合中一只 HALO-CS 相当于两只 HALO-C。因此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吊挂 12 只 HALO-CS 超低音。

对于地面堆叠，整个过程就更为简单 , 只要将 HALO-CS 上下倒转，而将箱体顶部的橡胶脚放在地面上防止箱体移动就可以了。无需使用吊挂

件就可以将 HALO-CS 超低或 HALO-C 和 HALO-CS 连接在一起。吊挂硬件带有定位孔，吊挂或堆叠阵列的第一个 HALO-C 箱体可以是

正数或负数的角度 , 例如在吊挂配置中，第一只 HALO Compact 可以设定为 5°、4°、3°、2°、 1.5°、 1°、0.5°向上、0°及 1° - 10°向下，

以 1 度为步进增量。它还有一个 M20 螺纹适配器，方便在 HALO-CS 上面搭配 HALO-C

或其它全频扬声器。

HALO-CS 的箱体由上乘的多层桦木夹板制成，斜边，使用螺丝及胶水粘合。智能的箱体支

撑设计能够将面板曲位减到最小，从而减少不想要的谐波并保持箱体的质量仍然很轻。箱体的

顶部标配橡胶脚 ( 用于地面堆叠 )，底部有堆叠安装用的凹位，还配有 M20 螺纹音箱支架适

配器，两边还有两个把手。吊挂的硬件是用超高拉伸 Domex 钢制作，外观涂聚脂粉末敷漆，

带航空级别的球形锁插销，确保安装阵列安全快速。六角形穿孔网罩加上声学透明的黑色衬布，

使得箱体的外观非常时尚。箱体的背面有两个 Neutrik SpeakONTM  NLT4MP 航空级别连接

头，可用于输入及连接。

箱体标准情况下有黑色或白色可选，也可根据需求定制天气防护及其它RAL标准色。

HALO-CS需要外置分频高/低通滤波器，还有单通道可在8 ohm负载下能传输1000-2000W 

RMS的功放通道。要达到最佳效果，需要使用EM Acoustics AQ-9或AQ-10功放。

HALO-CS箱体有多种不同的吊挂附件可供选择，可作吊挂或地面堆叠式配置。请查阅不同的吊挂硬件数据表，以获得更多关于这些选项

的资讯。

HALO-CS紧凑吊挂式超低频音箱

箱体类型：

尺寸(高×宽×深)：

净重/运输重量：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驱动单元类型:

功率处理：

最大SPL4 :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箱体：

吊挂及硬件：

网罩：

选项：

附件：

配件：

紧凑型可吊挂反射超低音

438 (17.2)×492 (19.4)×600 (23.6) mm/(ins) ,只包括箱体

438 (17.2)×524 (20.6)×600 (23.6) mm/(ins)包含外部的吊挂/插销

36/38kg (79.2/83.6lbs)

40Hz–120Hz +/- 3dB

95dB

全指向

15″(381mm)钕磁高频纸盆单元

600W RMS, 1200W节目

126dB连续, 134dB峰值

8 ohms

外部外置分频，建议低于100Hz

2×Neutrik SpeakONTM
  NLT4MP

15mm (5/8″)多层桦木夹板斜边，螺丝及胶水粘合，防刮油漆

四点集成吊挂系统，24只箱体测试为10:1安全系数，采用航空级球形锁钉固定

吊挂或地面堆叠时直接与HALO-C箱体对接

穿孔钢网，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颜色/天气防护

CASE-HALO-CS单只巡回演出航空箱

不同的吊挂硬件选项,请见吊挂硬件数据表

DU-1507 15″驱动单元

RK-1507喇叭套件

RFG-HALO-CS替换网罩/布料

技术参数

吊挂附件

工程图纸

测量条件

1. 在消声环境下，在2米轴上测量，并参考到1米

2. 在半空间中，在2米距离用4W正弦输入测量，并参考至1米

3. 标称散射，在消声环境下测量，平均超过规定的带宽

4. 根据相似节目材料的主观听音测试进行计算及检查

多用途产品

www.emacoustics.co.uk

Touring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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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21.7×1300/51.2×850/33.5

18mm (3/4″)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2×M20螺纹音箱支架座

104kg/228.8lbs

107kg/235.4lbs

机械参数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净重：

运输重量：

双单块D级功放模块

2×2400W RMS @ 4 ohms

板载DSP外置分频

3针XLR公插及母插

RJ45以太网

Neutrik Powercon输入及连接

118kg(259.6lbs)

122kg(268.4lbs)

MSE-218SP 变量

功放功率：

分频：

连接器：

净重：

运输重量：

MSE-218 high power subwoofer
www.emacoustics.co.uk

工程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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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 1300

550

MSE-218高功率超低音

特性及优势

令人惊叹的功率密度

出色的频率及脉冲响应，确保低频快速、精确

出色的动态余量及可靠性

有自带功放版本可选

应用
大型音乐会扩声

中至大型剧院

企业活动

酒吧及夜店

教堂

影院

MSE-218是一款高功率的超低音系统，设计用于要求最严格的应用场合，在这些应用中，系统的可扩展性及单个箱体运用和声音特性一样重

要。研发MSE-218的初衷是为了响应客户的需要，有些客户反映说他们不是常常有足够的空间来放置数量众多的MSE-118 Quake超低音，但

他们仍然需要高声压级及强大的频率响应。MSE-218超低极具扩展性，它们可以单个箱体使用，或者大量用在体育场馆表演中。出色的驱动单

元技术加上先进的功放及控制电子套装让MSE-218成为专业超低的强有力竞争者。

耐用的箱体内含一对反射负载的 4.5″音圈，18″(457mm) 钕磁低频号角驱动单元。和所有 EM Acoustics 产品一样，动态余量是关键。峰值至峰

值之线性纸盆距离为 28mm，也就是说大部分低频的信息可以通过单只箱体产生。对于可选的 MSE-218SP 自带功放版本，板载的控制及电子套

装 由 两 个 单 块 功 放 模 块 组 成，每 一 个 可 以 输 出 2400W。每 一 个 模 块 馈 送 单 个 驱 动 单 元，为 自 带 功 放 双 18″ 设 备 提 供 最 高 的 功 率 密 度。

MSE-218SP 带有一系列预置程序，包括心型指向功能，让用户可以用三只 MSE-218P 超低音创建指向性低频，同时能将相同的信号馈送给彼此。

耐用的箱体由 18mm(3/4″) 波罗的海多层桦木制成斜边，螺丝及胶水粘合以确保它的强度最大。箱体的底部配有轮子保护油漆外观，顶部的凹陷处

方便固定堆叠的阵列。两只 M20 螺纹法兰适配器，方便用音箱支架来安装。标配 8 个钢制把手及巡演级别的小脚轮。最后还配有六角形穿孔钢制网罩，

背面衬有声学透明的黑色布料保护驱动单元免受损伤。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双驱动单元低音反射

28Hz - 150Hz

100dB

全指向

137dB连续, 143dB峰值

2000W RMS, 4000W节目

2×18″ (457mm)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2 ohms

外置分频，建议低于120Hz

(24dB/倍频程 Linkwitz - Riley)

2×Neutrik SpeakONTM
  NLT4MP

电子/声学

左视图顶视图 前视图

www.emacoustics.co.uk

吊挂附件工程图纸

MSE-156/MSE-159 两路全频音箱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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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 Acoustics 决定生产最好的两分频中型扬声器，MSE-159 及 MSE-156 正是研究的成果。这两款产品使

用我们最新的分频拓朴及先进的驱动单元技术，虽然它们是完全内置分频的，但性能远超过双功放或带处理器

的设计。MSE-156 及 MSE-159 是适用于小至中等大小的场馆作主扩声扬声器使用，或在大型系统中作补声

扬声器用。它们的应用广泛，任何需要扩声的场合，从现场扩声，到剧院及企业活动，再到夜总会及教堂都能够

覆盖。

MSE-156 和 MSE-159 除了覆盖图形外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它们是内置两分频扬声器，使用 4″音圈，15″(381mm) 钕磁低频换能器。这一低

频驱动单元通过内部分频网络与一个 4″震膜，1.4″出口的钕磁高频换能器耦合。该驱动单元负载到一个恒定覆盖的号角上，使得它不但能保持在

整个覆盖范围内工作频段的响应一致，而且具有出色的声音细节 , 而这些都是内置分频技术带来的。MSE-156 的散射角度为 60 度 ×40 度，而

MSE-159 的散射角度为 90 度 ×60 度。这两个角度都可旋转以达到最大的灵活性。

外箱采用紧凑，通风的设计。这一耐用的箱体使用多层桦木夹板制成，经过强力压制以减少面板反射。箱体集成多用途吊挂金属板，方便用不同的方法

快速安全地吊挂扬声器。最主要的吊挂系统由锁眼金属板及球形锁钉组成，能够在数秒钟内安装或拆卸设备。每一块金属板 ( 在扬声器的顶部及底

部 ) 提供四个 M10 吊挂点以及锁眼安装，扬声器的背面有 M8 吊挂点。扬声器的下方有有个 35mm 音箱支架安装座。箱体还包含两个重型的钢把手，

还有一对 Neutrik SpeakONTM  连接器用于输入及箱体连接。最后，还有耐用的六角形穿孔网罩，背面衬有声学透明的泡沫，保护驱动单元免受损

害。如果有需要，可以将网罩拆下，旋转高频波导。

这些扬声器也有自带功放版本,分别是MSE-156SP及MSE-159SP，内含D级功放及DSP套装。

特性及优势
EM Acoustics独有的内置分频，

具有无与伦比的频率及相位响应

相同外观尺寸，有两种散射版本

可旋转的高频，确保最大灵活性

用户可选的吊挂及安装选项

应用

剧院

紧凑型现场扩声

企业活动

教堂

酒吧及夜店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相位响应：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两分频反射负载

65Hz - 20KHz

250Hz - 12KHz +/- 45

98dB

60°×40°(MSE-156)

或90°×60° (MSE-159)

130dB连续, 136dB峰值

750W RMS, 1500W节目

15″(381mm)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1.4″(36mm)钕磁高频驱动单元

8 ohms

内部内置分频

(24dB/倍频程 Linkwitz - Riley)

2 x Neutrik SpeakONTM
  NLT4MP

电子/声学

707/27.8×440/17.3×450/17.7

15mm (5/8”)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锁眼快速释放顶部及底部

8×M10螺纹孔

1×M8安装点

43kg/94.6lbs

45kg/99lbs

颜色/连接器

51kg/112.2lbs

53kg/116.6lbs

MSE-156/159SP 变量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净重：

运输重量：

选项：

净重：

运输重量：

机械参数

左视图顶视图
前视图

背视图 底视图

多用途产品 Touring Products

技术参数



550/21.7×1300/51.2×850/33.5

18mm (3/4″)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2×M20螺纹音箱支架座

104kg/228.8lbs

107kg/235.4lbs

机械参数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净重：

运输重量：

双单块D级功放模块

2×2400W RMS @ 4 ohms

板载DSP外置分频

3针XLR公插及母插

RJ45以太网

Neutrik Powercon输入及连接

118kg(259.6lbs)

122kg(268.4lbs)

MSE-218SP 变量

功放功率：

分频：

连接器：

净重：

运输重量：

MSE-218 high power subwoofer
www.emacoustics.co.uk

工程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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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 1300

550

MSE-218高功率超低音

特性及优势

令人惊叹的功率密度

出色的频率及脉冲响应，确保低频快速、精确

出色的动态余量及可靠性

有自带功放版本可选

应用
大型音乐会扩声

中至大型剧院

企业活动

酒吧及夜店

教堂

影院

MSE-218是一款高功率的超低音系统，设计用于要求最严格的应用场合，在这些应用中，系统的可扩展性及单个箱体运用和声音特性一样重

要。研发MSE-218的初衷是为了响应客户的需要，有些客户反映说他们不是常常有足够的空间来放置数量众多的MSE-118 Quake超低音，但

他们仍然需要高声压级及强大的频率响应。MSE-218超低极具扩展性，它们可以单个箱体使用，或者大量用在体育场馆表演中。出色的驱动单

元技术加上先进的功放及控制电子套装让MSE-218成为专业超低的强有力竞争者。

耐用的箱体内含一对反射负载的 4.5″音圈，18″(457mm) 钕磁低频号角驱动单元。和所有 EM Acoustics 产品一样，动态余量是关键。峰值至峰

值之线性纸盆距离为 28mm，也就是说大部分低频的信息可以通过单只箱体产生。对于可选的 MSE-218SP 自带功放版本，板载的控制及电子套

装 由 两 个 单 块 功 放 模 块 组 成，每 一 个 可 以 输 出 2400W。每 一 个 模 块 馈 送 单 个 驱 动 单 元，为 自 带 功 放 双 18″ 设 备 提 供 最 高 的 功 率 密 度。

MSE-218SP 带有一系列预置程序，包括心型指向功能，让用户可以用三只 MSE-218P 超低音创建指向性低频，同时能将相同的信号馈送给彼此。

耐用的箱体由 18mm(3/4″) 波罗的海多层桦木制成斜边，螺丝及胶水粘合以确保它的强度最大。箱体的底部配有轮子保护油漆外观，顶部的凹陷处

方便固定堆叠的阵列。两只 M20 螺纹法兰适配器，方便用音箱支架来安装。标配 8 个钢制把手及巡演级别的小脚轮。最后还配有六角形穿孔钢制网罩，

背面衬有声学透明的黑色布料保护驱动单元免受损伤。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双驱动单元低音反射

28Hz - 150Hz

100dB

全指向

137dB连续, 143dB峰值

2000W RMS, 4000W节目

2×18″ (457mm)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2 ohms

外置分频，建议低于120Hz

(24dB/倍频程 Linkwitz - Riley)

2×Neutrik SpeakONTM
  NLT4MP

电子/声学

左视图顶视图 前视图

www.emacoustics.co.uk

吊挂附件工程图纸

MSE-156/MSE-159 两路全频音箱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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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 Acoustics 决定生产最好的两分频中型扬声器，MSE-159 及 MSE-156 正是研究的成果。这两款产品使

用我们最新的分频拓朴及先进的驱动单元技术，虽然它们是完全内置分频的，但性能远超过双功放或带处理器

的设计。MSE-156 及 MSE-159 是适用于小至中等大小的场馆作主扩声扬声器使用，或在大型系统中作补声

扬声器用。它们的应用广泛，任何需要扩声的场合，从现场扩声，到剧院及企业活动，再到夜总会及教堂都能够

覆盖。

MSE-156 和 MSE-159 除了覆盖图形外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它们是内置两分频扬声器，使用 4″音圈，15″(381mm) 钕磁低频换能器。这一低

频驱动单元通过内部分频网络与一个 4″震膜，1.4″出口的钕磁高频换能器耦合。该驱动单元负载到一个恒定覆盖的号角上，使得它不但能保持在

整个覆盖范围内工作频段的响应一致，而且具有出色的声音细节 , 而这些都是内置分频技术带来的。MSE-156 的散射角度为 60 度 ×40 度，而

MSE-159 的散射角度为 90 度 ×60 度。这两个角度都可旋转以达到最大的灵活性。

外箱采用紧凑，通风的设计。这一耐用的箱体使用多层桦木夹板制成，经过强力压制以减少面板反射。箱体集成多用途吊挂金属板，方便用不同的方法

快速安全地吊挂扬声器。最主要的吊挂系统由锁眼金属板及球形锁钉组成，能够在数秒钟内安装或拆卸设备。每一块金属板 ( 在扬声器的顶部及底

部 ) 提供四个 M10 吊挂点以及锁眼安装，扬声器的背面有 M8 吊挂点。扬声器的下方有有个 35mm 音箱支架安装座。箱体还包含两个重型的钢把手，

还有一对 Neutrik SpeakONTM  连接器用于输入及箱体连接。最后，还有耐用的六角形穿孔网罩，背面衬有声学透明的泡沫，保护驱动单元免受损

害。如果有需要，可以将网罩拆下，旋转高频波导。

这些扬声器也有自带功放版本,分别是MSE-156SP及MSE-159SP，内含D级功放及DSP套装。

特性及优势
EM Acoustics独有的内置分频，

具有无与伦比的频率及相位响应

相同外观尺寸，有两种散射版本

可旋转的高频，确保最大灵活性

用户可选的吊挂及安装选项

应用

剧院

紧凑型现场扩声

企业活动

教堂

酒吧及夜店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相位响应：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两分频反射负载

65Hz - 20KHz

250Hz - 12KHz +/- 45

98dB

60°×40°(MSE-156)

或90°×60° (MSE-159)

130dB连续, 136dB峰值

750W RMS, 1500W节目

15″(381mm)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1.4″(36mm)钕磁高频驱动单元

8 ohms

内部内置分频

(24dB/倍频程 Linkwitz - Riley)

2 x Neutrik SpeakONTM
  NLT4MP

电子/声学

707/27.8×440/17.3×450/17.7

15mm (5/8”)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锁眼快速释放顶部及底部

8×M10螺纹孔

1×M8安装点

43kg/94.6lbs

45kg/99lbs

颜色/连接器

51kg/112.2lbs

53kg/116.6lbs

MSE-156/159SP 变量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净重：

运输重量：

选项：

净重：

运输重量：

机械参数

左视图顶视图
前视图

背视图 底视图

多用途产品 Touring Products

技术参数



M-10 compact stage 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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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布拉多克-Wigwam Acoustics

应用

巡回音乐会
剧院
企业活动
教堂
电视及广播
酒吧及夜店

“Wigwam需要提供地面式监听给固定安装及销售客户，我们的需求

是要有着极高语言清晰度、外形紧凑而且价格合理。EM Acoustics的

M-10能完美覆盖所有低频”

介绍

M-10 是 EM Acoustics 产品里最小型的监听。它是一款超紧凑，外表低调的地面式监听，声压级较低、但能给表演艺术提供精确参考。它是

我们和英国的 Wigwam Acoustics 联合开发的成果。M-10 尤其适用于对外形大小有严格控制，但仍有可观低频延伸的应用。

箱体包含一个反射负载的 10″ (254mm) 防水钕磁纸盆单元，通过特有的 EM Acoustics 内置分频与 2″ (50mm)，1″ (25mm) 出口钕磁高

频压缩单元耦合到 80 度水平 ×60 度垂直恒定指向的波导上。M10 宽广的散射范围让它成为剧院、教堂或企业活动的理想之选。M-10 监听

尤其适用于既需要出色音质，但同时要求扬声器的外型小，隐藏性佳的场合。

耐用的箱体由 CNC 机器压磁的 15mm(5/8″ ) 多层桦木夹板制成斜边，螺丝及胶水粘合以确保它的强度最大。箱体的标准颜色是黑色，还有

两只手柄，橡胶脚撑以便稳固地放置在舞台上。箱体的背面还有一个凹槽用来放置一对 Neutrik SpeakONTM NL4MPR 连接头，使得线缆放

置非常整洁。另外扬声器的前面有泡沫衬垫的六角形开孔钢制网罩保护它免受损伤并起到防潮作用。

两分频反射负载

70Hz - 20KHz

98dB

80°(水平) ×60°(垂直)

122dB连续, 128dB峰值

300W RMS, 600W节目

10″ (254mm)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1″(25mm)钕磁低频驱动单元

8 ohms

内部内置分频

2×Neutrik SpeakONTM
  NL4MPR

电子/声学

297/11.7×560/22×400/15.7

15mm (5/8″)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17kg/37.4lbs

19kg/41.8lbs

颜色

连接器

机械参数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净重：

运输重量：

选项：

工程图纸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左视图 顶视图 前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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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12 compact stage 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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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2

工程图纸

技术参数

37
6

588

36
1

36
8

57 66

444

紧凑型内置分频/双功放舞台监听

应用

巡回音乐会
剧院
企业活动
教堂
电视及广播
酒吧及夜店

介绍

箱体内含一个反射负载式 12″(305mm) 防水钕磁纸盘单元。通过特有的 EM Acoustics 内置分频与 3″ (76mm)， 1.4″ (36mm) 出口钕磁
高频压缩单元耦合到可变指向的波导上。波导在 1 米距离能产生 90 度（水平）×40 度（垂直）的覆盖角度，在 3 米距离时能收窄到 50 度（水平）
×40 度（垂直）。这种覆盖图形让表演者能够自由移动，同时能减少溢出到相邻话筒的声音。

耐用的箱体由 CNC 机器压制的 18mm(3/4″ ) 多层桦木夹板制成斜边，螺丝及胶水粘合以确保它的强度最大。箱体的标准颜色是黑色，还有
两只手柄，橡胶脚撑以便稳固地放置在舞台上。箱体的前面有六个 ( 是的，六个 !) Neutrik SpeakONTM NL4MP 连接头，而且两边地方可以
整洁地管理线缆。另外扬声器的前面有泡沫衬垫的六角形开孔钢制网罩保护它免受损伤并起到防潮作用。M-12 可以做成左右两边，方便做成
舞台扬声器对。

有一个我们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内置分频地面监听怎样能跟今天的双功放设计相比。最简单的回答是我们用了数个月的时间专业研究了内置
分频技术，从而做出 M-12 电路。该电路能够与扬声器驱动单元精确地匹配 , 而只需要一条功放通道，无需外部处理。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两分频反射负载，可变散射
65Hz - 20KHz
99dB
90°(水平)×40°(垂直) (一米)
50°(水平)×40°(垂直) (三米)
130dB连续, 136dB峰值
480W RMS, 960W节目
12″ (305mm)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1.4″(36mm)钕磁低频驱动单元
8 ohms
内部内置分频
低频/高频 8ohms(双功放)
内部内置分频/双功放外置分频
6×Neutrik SpeakONTM  NL4MP

电子/声学

368/14.5×588/23.1×444/17.5

18mm (3/4″)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26kg/57.2lbs

28kg/61.6lbs

颜色

机械参数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净重：

运输重量：

选项：

右视图顶视图前视图

M-12 是 EM Acoustics 产品中的核心产品。它是一款紧凑、外型低调的地面式监听适用于任何需要给表演艺术家提供精确参考的场合。它
最初是我们和英国的 Sound by Design 联合开发的成果，能够很好地满足各种监听场合的需要 , 它既可以还原古典音乐表演的细节，又可以
在响度很大的一群吉它中突围而出。自从 2004 年发布以来，M-12 已经被众多世界顶尖的艺术家所使用，并经常出现在伦敦的皇家艾伯特剧院，
或 X-Factor 等电视节目中。

多用途产品 Touring Products

技术参数

M-10
紧凑型内置分频舞台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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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布拉多克-Wigwam Acoustics

应用

巡回音乐会
剧院
企业活动
教堂
电视及广播
酒吧及夜店

“Wigwam需要提供地面式监听给固定安装及销售客户，我们的需求

是要有着极高语言清晰度、外形紧凑而且价格合理。EM Acoustics的

M-10能完美覆盖所有低频”

介绍

M-10 是 EM Acoustics 产品里最小型的监听。它是一款超紧凑，外表低调的地面式监听，声压级较低、但能给表演艺术提供精确参考。它是

我们和英国的 Wigwam Acoustics 联合开发的成果。M-10 尤其适用于对外形大小有严格控制，但仍有可观低频延伸的应用。

箱体包含一个反射负载的 10″ (254mm) 防水钕磁纸盆单元，通过特有的 EM Acoustics 内置分频与 2″ (50mm)，1″ (25mm) 出口钕磁高

频压缩单元耦合到 80 度水平 ×60 度垂直恒定指向的波导上。M10 宽广的散射范围让它成为剧院、教堂或企业活动的理想之选。M-10 监听

尤其适用于既需要出色音质，但同时要求扬声器的外型小，隐藏性佳的场合。

耐用的箱体由 CNC 机器压磁的 15mm(5/8″ ) 多层桦木夹板制成斜边，螺丝及胶水粘合以确保它的强度最大。箱体的标准颜色是黑色，还有

两只手柄，橡胶脚撑以便稳固地放置在舞台上。箱体的背面还有一个凹槽用来放置一对 Neutrik SpeakONTM NL4MPR 连接头，使得线缆放

置非常整洁。另外扬声器的前面有泡沫衬垫的六角形开孔钢制网罩保护它免受损伤并起到防潮作用。

两分频反射负载

70Hz - 20KHz

98dB

80°(水平) ×60°(垂直)

122dB连续, 128dB峰值

300W RMS, 600W节目

10″ (254mm)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1″(25mm)钕磁低频驱动单元

8 ohms

内部内置分频

2×Neutrik SpeakONTM
  NL4MPR

电子/声学

297/11.7×560/22×400/15.7

15mm (5/8″)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17kg/37.4lbs

19kg/41.8lbs

颜色

连接器

机械参数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净重：

运输重量：

选项：

工程图纸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左视图 顶视图 前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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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2

工程图纸

技术参数

37
6

588

36
1

36
8

57 66

444

紧凑型内置分频/双功放舞台监听

应用

巡回音乐会
剧院
企业活动
教堂
电视及广播
酒吧及夜店

介绍

箱体内含一个反射负载式 12″(305mm) 防水钕磁纸盘单元。通过特有的 EM Acoustics 内置分频与 3″ (76mm)， 1.4″ (36mm) 出口钕磁
高频压缩单元耦合到可变指向的波导上。波导在 1 米距离能产生 90 度（水平）×40 度（垂直）的覆盖角度，在 3 米距离时能收窄到 50 度（水平）
×40 度（垂直）。这种覆盖图形让表演者能够自由移动，同时能减少溢出到相邻话筒的声音。

耐用的箱体由 CNC 机器压制的 18mm(3/4″ ) 多层桦木夹板制成斜边，螺丝及胶水粘合以确保它的强度最大。箱体的标准颜色是黑色，还有
两只手柄，橡胶脚撑以便稳固地放置在舞台上。箱体的前面有六个 ( 是的，六个 !) Neutrik SpeakONTM NL4MP 连接头，而且两边地方可以
整洁地管理线缆。另外扬声器的前面有泡沫衬垫的六角形开孔钢制网罩保护它免受损伤并起到防潮作用。M-12 可以做成左右两边，方便做成
舞台扬声器对。

有一个我们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内置分频地面监听怎样能跟今天的双功放设计相比。最简单的回答是我们用了数个月的时间专业研究了内置
分频技术，从而做出 M-12 电路。该电路能够与扬声器驱动单元精确地匹配 , 而只需要一条功放通道，无需外部处理。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两分频反射负载，可变散射
65Hz - 20KHz
99dB
90°(水平)×40°(垂直) (一米)
50°(水平)×40°(垂直) (三米)
130dB连续, 136dB峰值
480W RMS, 960W节目
12″ (305mm)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1.4″(36mm)钕磁低频驱动单元
8 ohms
内部内置分频
低频/高频 8ohms(双功放)
内部内置分频/双功放外置分频
6×Neutrik SpeakONTM  NL4MP

电子/声学

368/14.5×588/23.1×444/17.5

18mm (3/4″)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26kg/57.2lbs

28kg/61.6lbs

颜色

机械参数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净重：

运输重量：

选项：

右视图顶视图前视图

M-12 是 EM Acoustics 产品中的核心产品。它是一款紧凑、外型低调的地面式监听适用于任何需要给表演艺术家提供精确参考的场合。它
最初是我们和英国的 Sound by Design 联合开发的成果，能够很好地满足各种监听场合的需要 , 它既可以还原古典音乐表演的细节，又可以
在响度很大的一群吉它中突围而出。自从 2004 年发布以来，M-12 已经被众多世界顶尖的艺术家所使用，并经常出现在伦敦的皇家艾伯特剧院，
或 X-Factor 等电视节目中。

多用途产品 Touring Products

技术参数

M-10
紧凑型内置分频舞台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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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S系列总览

EMS系列

EM Acoustics的EMS系列是我们的核心之作，包含适用于流动演出及固定安装应用的产品。
它的用途多样，从伦敦西区及百老汇剧院，夜总会及舞厅，企业租赁及小到中型的现场扩声，
EMS产品全部都能覆盖。

EMS 系列的设计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它是 EM Acoustics 最大的产

品系列。范围从 5″到 15″的全频产品，单只 12″到单只 18″的超

低音都有。

系列里所有的全频产品都是全内置分频延续了 EMS Acoustics 十

年前发布第一款 EMS 系列的传统，而这也是 EM Acoustics 取得成

功的关键。今天，EMS 系列产品被认为是市场上最佳的内置分频解

决方案。

可旋转高频波导，巡回演出级别的构造以及灵活的吊挂及安装选项确

保任何应用场合，无论是流动演出或是固定安装，任何需要小到中型

扩声的地方都可以使用 EMS 系列产品。

2012 年，EMS 系列增加了四款新的超低音产品。

小巧的 EMS-112 是为流动演出及空间有限的环境下设计的简单、灵

活的解决方案。集成的内置分频让单条功放通过可以驱动超低音及一

个联网的 EMS-61 或 EMS-81 X 全频扬声器而无需处理。

另一方面，EMS-118 单 18″反射超低音主要适合于用 EMS-215

双 15″超低太大，而 EMS-115 又太小的场合。

最后，EM Acoustics 非常清楚目前全球的金融环境，每一个人都会

看紧预算。因为最近钕磁材料的供应不太稳定，EMS-115C 和

EMS-215C 陶瓷磁铁超低音比起钕磁产品能提供性价比更高的解

决方案，并保持同样的性能特性。

在本目录里，将对 EMS 系列产品做一个总括的介绍 , 更详尽的信息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又或者请致电我们的代理商讨论您具体的需要。

695/27.4×488/19.2×485/19.1

18mm (3/4″)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4×M10螺纹孔

2×M10安装点

42kg/92.4lbs

45kg/99lbs

颜色/连接器

机械参数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净重：

运输重量：

选项：

EMS-152 fullrange loudspeaker
www.emacoustics.co.ukPage 23

EMS系列

技术参数

FC-152v VFA-152

EMS-152 全频扬声器

特性及优势
可预测的中Q值覆盖图形

EM Acoustics独有的内置分频，

具有无与伦比的频率及相位响应

准确、恒定的水平波束控制

驱动单元有着极充沛的动态余量

多种吊挂及安装选项

应用

剧院

现场扩声

企业活动

教堂

酒吧及夜店

耐用的箱体由 18mm(3/4″) 波罗的海多层桦木制成，包含 15″(381mm) 钕磁低频纸盆单元，与一个 4″震膜，2″(50mm) 出口的钕磁

高频单元耦合到 60 度水平 ×40 度垂直。如您所希望的，EM Acoustics 的内部内置分频能保证驱动单元具有出色的相位响应，免除了昂

贵的非必要的外部处理。这一分频器是 EM Acoustics 所生产的最先进的电路，给低频驱动单元提供最大量的内置分频延时从而使两个驱

动器的相位达到一致。扬声器提供双 Neutrik SpeakONTM
  输入并有六个 M8 螺纹孔用于吊挂，还有背面有泡沫衬垫的六角形穿孔网罩保护

驱动单元在运输时免受损伤。有两种不同的吊挂选项方便 EMS-152 的垂直吊挂。

EMS-152是备受赞誉的EMS系列中体积最大的型号。它主要在多种不同的扩声应用场合  中作主扩声音箱使用。

EMS-152是理想的剧院主扩声扬声器，或用于现场演出扩声。EMS-152可以与EM Acoustics系列里面的超低音组成完整的系统。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钕磁高频驱动单元: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两分频反射负载

65Hz - 20KHz

97dB

60°水平×40°垂直

130dB连续, 136dB峰值

600W RMS, 1200W 节目

15″ (381mm)钕磁高频纸盆驱动单元

2″(50mm)钕磁低频驱动单元

8 ohms

内部内置分频

2×Neutrik SpeakONTM
  NL4MPR

电子/声学

工程图纸
吊挂选项

左视图背视图 顶视图前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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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S系列总览

EMS系列

EM Acoustics的EMS系列是我们的核心之作，包含适用于流动演出及固定安装应用的产品。
它的用途多样，从伦敦西区及百老汇剧院，夜总会及舞厅，企业租赁及小到中型的现场扩声，
EMS产品全部都能覆盖。

EMS 系列的设计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它是 EM Acoustics 最大的产

品系列。范围从 5″到 15″的全频产品，单只 12″到单只 18″的超

低音都有。

系列里所有的全频产品都是全内置分频延续了 EMS Acoustics 十

年前发布第一款 EMS 系列的传统，而这也是 EM Acoustics 取得成

功的关键。今天，EMS 系列产品被认为是市场上最佳的内置分频解

决方案。

可旋转高频波导，巡回演出级别的构造以及灵活的吊挂及安装选项确

保任何应用场合，无论是流动演出或是固定安装，任何需要小到中型

扩声的地方都可以使用 EMS 系列产品。

2012 年，EMS 系列增加了四款新的超低音产品。

小巧的 EMS-112 是为流动演出及空间有限的环境下设计的简单、灵

活的解决方案。集成的内置分频让单条功放通过可以驱动超低音及一

个联网的 EMS-61 或 EMS-81 X 全频扬声器而无需处理。

另一方面，EMS-118 单 18″反射超低音主要适合于用 EMS-215

双 15″超低太大，而 EMS-115 又太小的场合。

最后，EM Acoustics 非常清楚目前全球的金融环境，每一个人都会

看紧预算。因为最近钕磁材料的供应不太稳定，EMS-115C 和

EMS-215C 陶瓷磁铁超低音比起钕磁产品能提供性价比更高的解

决方案，并保持同样的性能特性。

在本目录里，将对 EMS 系列产品做一个总括的介绍 , 更详尽的信息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又或者请致电我们的代理商讨论您具体的需要。

695/27.4×488/19.2×485/19.1

18mm (3/4″)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4×M10螺纹孔

2×M10安装点

42kg/92.4lbs

45kg/99lbs

颜色/连接器

机械参数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净重：

运输重量：

选项：

EMS-152 fullrange loudsp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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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S系列

技术参数

FC-152v VFA-152

EMS-152 全频扬声器

特性及优势
可预测的中Q值覆盖图形

EM Acoustics独有的内置分频，

具有无与伦比的频率及相位响应

准确、恒定的水平波束控制

驱动单元有着极充沛的动态余量

多种吊挂及安装选项

应用

剧院

现场扩声

企业活动

教堂

酒吧及夜店

耐用的箱体由 18mm(3/4″) 波罗的海多层桦木制成，包含 15″(381mm) 钕磁低频纸盆单元，与一个 4″震膜，2″(50mm) 出口的钕磁

高频单元耦合到 60 度水平 ×40 度垂直。如您所希望的，EM Acoustics 的内部内置分频能保证驱动单元具有出色的相位响应，免除了昂

贵的非必要的外部处理。这一分频器是 EM Acoustics 所生产的最先进的电路，给低频驱动单元提供最大量的内置分频延时从而使两个驱

动器的相位达到一致。扬声器提供双 Neutrik SpeakONTM
  输入并有六个 M8 螺纹孔用于吊挂，还有背面有泡沫衬垫的六角形穿孔网罩保护

驱动单元在运输时免受损伤。有两种不同的吊挂选项方便 EMS-152 的垂直吊挂。

EMS-152是备受赞誉的EMS系列中体积最大的型号。它主要在多种不同的扩声应用场合  中作主扩声音箱使用。

EMS-152是理想的剧院主扩声扬声器，或用于现场演出扩声。EMS-152可以与EM Acoustics系列里面的超低音组成完整的系统。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钕磁高频驱动单元: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两分频反射负载

65Hz - 20KHz

97dB

60°水平×40°垂直

130dB连续, 136dB峰值

600W RMS, 1200W 节目

15″ (381mm)钕磁高频纸盆驱动单元

2″(50mm)钕磁低频驱动单元

8 ohms

内部内置分频

2×Neutrik SpeakONTM
  NL4MPR

电子/声学

工程图纸
吊挂选项

左视图背视图 顶视图前视图

12

485 488

69
5



622/24.5×380/15×364/14.3

15mm (5/8″)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4×M10 螺纹孔

1×M8 点安全点

4×M8 螺纹孔用于OmnimountTM
  

Series 60/PowerdriveTM Series 100

27kg/59.4lbs

29kg/63.8lbs

颜色/连接头

机械参数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净重：

运输重量：

选项：

EMS-122/EMS-122w fullrange loudspeakers
www.emacoustics.co.uk

吊挂附件

技术参数

Page 24

EMS系列

VFA-122 FC-122h FC-122v

380364

62
2

45 15

EMS-122/EMS-122w 全频扬声器

特性及优势
相同的大小有两种散射角度版本可供选择

EM Acoustics独有的内置分频，

具有无与伦比的频率及相位响应

可旋转的高频，极具灵活性

紧凑型的尺寸，方便使用

多种吊挂及安装选项

应用
剧院

紧凑型扩声

企业活动

教堂

酒吧及夜店

EMS-122 和 EMS-122w 宽散射版本是 EMS-121X 的两个版本，可作为多用途的扬声器满足多种不同的应用场合的需要。两种散射角度，

可旋转波导及多角度箱体让 EMS-122 可以满足多种扩声应用场合的需要，而且能比 EMS-121X 提供更大的功率。EMS-122 也能与较大型

的 EMS-152 一起使用，尤其当它 1.4″喉管版本，而同样使用 4″震膜压缩驱动单元时。

耐用的箱体由 15mm(5/8″ ) 波罗的海多层桦木制成，包含一个反射式负载的 12″ (305mm) 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以及一个 1″ (25mm)

钕磁高频压缩单元，耦合到可旋转波导上 EMS-122 的波导为 60 度 ( 水平 )×40 度 ( 垂直 )，EMS-122w 为 90 度 ( 水平 )×60 度 ( 垂直 )。

如您所希望的，EM Acoustics 的内部内置分频免除了昂贵的非必要的外部处理，而且具有出色的相位校直。

箱体提供双 Neutrik SpeakONTM
   输入，并有四个 M10 螺纹孔方便吊挂，还有 OmnimountTM

  /PowerdriveTM
  兼容的安装点。背面有泡沫衬

垫的网罩能够保护驱动单元免受损伤。为了使扬声器更加灵活，它还可以使用多种吊挂选项作垂直或水平安装，做出多种角度用于地面监听 /

前区补声，而且还可以安装到一个标准的 35mm 扬声器支架上。

EMS-122 主要用于作主调音扬声器使用，通过调整角度也可以作监听使用。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5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两分频反射负载

70Hz - 20KHz

99dB

60度水平×20度垂直(EMS - 122) 

或90°×60°(EMS - 122w)

128dB连续, 134dB峰值

500W RMS, 1000W 节目

12″ (305mm)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1.4″ (36mm)钕磁高频驱动单元

8 ohms

内部内置分频

2×Neutrik SpeakONTM
  NL4MPR

电子/声学

顶视图 背视图前视图左视图

工程图纸

EMS-121X fullrange loudsp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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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及优势

EMS-121X 全频扬声器

工程图纸

技术挂件

吊挂附件

FC-121v FC-121h

355 341

233

59
5

2003 年，EM Acoustics 发布了 EMS-121 12″×1″内置分频扬声器，很快就在全世界范围获得了赞誉。它是一款采用双功放设计的扬声器，
具有极为出色的性能，而且它是内置分频的箱体。七年后，我们发布了 EMS-121X，将这一经典的设计加入我们最新的技术研究成果。
EMS-121X 是需要强大的全频性能，而又无需太高声压级输出的应用场合的理想之选。

箱体由 15mm(5/8″ ) 多层桦木夹板制成。包括一只 12″ (305mm) 钕磁低频驱动单元，以及一个 1″ (25mm) 钕磁高频压缩单元，耦合到
80 度 ( 水平 )×60 度 ( 垂直 ) 的波导上。如您所希望的，EM Acoustics 的内部内置分频免除了昂贵的非必要的外部处理。扬声器提供双
Neutrik SpeakONTM

  输入并有四个 M8 螺纹孔用于吊挂，还有配有背面泡沫衬垫的六角形穿孔网罩保护驱动单元免受损伤。35mm 支架安
装座用于站立式安装。

EMS-121X 与 EMS-121 的外部大小是一样的，目的是为了适应现有的航空箱及吊挂硬件，但它前面的有所缩小，目的是让它的外观更为隐
蔽低调，而且它的重量轻 6 公斤。

EMS系列

令人惊叹的功率尺寸比

EM Acoustics独有的内置分频，

具有无与伦比的频率及相位响应

可旋转的高频，极具灵活性

紧凑型的尺寸，方便使用

多种吊挂及安装选项

应用
剧院

紧凑型扩声

企业活动

教堂

酒吧及夜店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两分频反射负载

70Hz - 20KHz

99dB

80度水平×60度垂直

127dB连续, 133dB峰值

400W RMS, 800W节目

12″ (305mm)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1″ (25mm)钕磁高频驱动单元

8 ohms

内部内置分频

2×Neutrik SpeakONTM
  NL4MPR

电子/声学

595/23.4×355/14×342/13.5

15mm (5/8″)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12× M10 螺纹孔

4×M8 点，用于OmnimountTM
   

Series 60/PowerdriveTM
  Series 100

19kg/41.8lbs

22kg/48.4lbs

颜色/连接头

机械参数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净重：

运输重量：

选项：

右视图顶视图 背视图前视图



622/24.5×380/15×364/14.3

15mm (5/8″)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4×M10 螺纹孔

1×M8 点安全点

4×M8 螺纹孔用于OmnimountTM
  

Series 60/PowerdriveTM Series 100

27kg/59.4lbs

29kg/63.8lbs

颜色/连接头

机械参数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净重：

运输重量：

选项：

EMS-122/EMS-122w fullrange loudspeakers
www.emacoustics.co.uk

吊挂附件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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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S系列

VFA-122 FC-122h FC-122v

380364

62
2

45 15

EMS-122/EMS-122w 全频扬声器

特性及优势
相同的大小有两种散射角度版本可供选择

EM Acoustics独有的内置分频，

具有无与伦比的频率及相位响应

可旋转的高频，极具灵活性

紧凑型的尺寸，方便使用

多种吊挂及安装选项

应用
剧院

紧凑型扩声

企业活动

教堂

酒吧及夜店

EMS-122 和 EMS-122w 宽散射版本是 EMS-121X 的两个版本，可作为多用途的扬声器满足多种不同的应用场合的需要。两种散射角度，

可旋转波导及多角度箱体让 EMS-122 可以满足多种扩声应用场合的需要，而且能比 EMS-121X 提供更大的功率。EMS-122 也能与较大型

的 EMS-152 一起使用，尤其当它 1.4″喉管版本，而同样使用 4″震膜压缩驱动单元时。

耐用的箱体由 15mm(5/8″ ) 波罗的海多层桦木制成，包含一个反射式负载的 12″ (305mm) 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以及一个 1″ (25mm)

钕磁高频压缩单元，耦合到可旋转波导上 EMS-122 的波导为 60 度 ( 水平 )×40 度 ( 垂直 )，EMS-122w 为 90 度 ( 水平 )×60 度 ( 垂直 )。

如您所希望的，EM Acoustics 的内部内置分频免除了昂贵的非必要的外部处理，而且具有出色的相位校直。

箱体提供双 Neutrik SpeakONTM
   输入，并有四个 M10 螺纹孔方便吊挂，还有 OmnimountTM

  /PowerdriveTM
  兼容的安装点。背面有泡沫衬

垫的网罩能够保护驱动单元免受损伤。为了使扬声器更加灵活，它还可以使用多种吊挂选项作垂直或水平安装，做出多种角度用于地面监听 /

前区补声，而且还可以安装到一个标准的 35mm 扬声器支架上。

EMS-122 主要用于作主调音扬声器使用，通过调整角度也可以作监听使用。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5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两分频反射负载

70Hz - 20KHz

99dB

60度水平×20度垂直(EMS - 122) 

或90°×60°(EMS - 122w)

128dB连续, 134dB峰值

500W RMS, 1000W 节目

12″ (305mm)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1.4″ (36mm)钕磁高频驱动单元

8 ohms

内部内置分频

2×Neutrik SpeakONTM
  NL4MPR

电子/声学

顶视图 背视图前视图左视图

工程图纸

EMS-121X fullrange loudsp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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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及优势

EMS-121X 全频扬声器

工程图纸

技术挂件

吊挂附件

FC-121v FC-121h

355 341

233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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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EM Acoustics 发布了 EMS-121 12″×1″内置分频扬声器，很快就在全世界范围获得了赞誉。它是一款采用双功放设计的扬声器，
具有极为出色的性能，而且它是内置分频的箱体。七年后，我们发布了 EMS-121X，将这一经典的设计加入我们最新的技术研究成果。
EMS-121X 是需要强大的全频性能，而又无需太高声压级输出的应用场合的理想之选。

箱体由 15mm(5/8″ ) 多层桦木夹板制成。包括一只 12″ (305mm) 钕磁低频驱动单元，以及一个 1″ (25mm) 钕磁高频压缩单元，耦合到
80 度 ( 水平 )×60 度 ( 垂直 ) 的波导上。如您所希望的，EM Acoustics 的内部内置分频免除了昂贵的非必要的外部处理。扬声器提供双
Neutrik SpeakONTM

  输入并有四个 M8 螺纹孔用于吊挂，还有配有背面泡沫衬垫的六角形穿孔网罩保护驱动单元免受损伤。35mm 支架安
装座用于站立式安装。

EMS-121X 与 EMS-121 的外部大小是一样的，目的是为了适应现有的航空箱及吊挂硬件，但它前面的有所缩小，目的是让它的外观更为隐
蔽低调，而且它的重量轻 6 公斤。

EMS系列

令人惊叹的功率尺寸比

EM Acoustics独有的内置分频，

具有无与伦比的频率及相位响应

可旋转的高频，极具灵活性

紧凑型的尺寸，方便使用

多种吊挂及安装选项

应用
剧院

紧凑型扩声

企业活动

教堂

酒吧及夜店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两分频反射负载

70Hz - 20KHz

99dB

80度水平×60度垂直

127dB连续, 133dB峰值

400W RMS, 800W节目

12″ (305mm)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1″ (25mm)钕磁高频驱动单元

8 ohms

内部内置分频

2×Neutrik SpeakONTM
  NL4MPR

电子/声学

595/23.4×355/14×342/13.5

15mm (5/8″)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12× M10 螺纹孔

4×M8 点，用于OmnimountTM
   

Series 60/PowerdriveTM
  Series 100

19kg/41.8lbs

22kg/48.4lbs

颜色/连接头

机械参数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净重：

运输重量：

选项：

右视图顶视图 背视图前视图



462/18.2×262/10.3×261/10.3

15mm (5/8″)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5×M8 螺纹孔

4×M6 点，用于OmnimountTM
   

Series 30/PowerdriveTM
 Series 75

13kg/28.6lbs

14kg/30.8lbs

颜色/连接头

机械参数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净重：

运输重量：

选项：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两分频反射负载
75Hz - 20KHz
95dB
90°×60°, 可旋转
120dB连续, 126dB峰值
250W RMS, 500W节目
8″(203mm)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1″(25mm)钕磁高频驱动单元
8 ohms
内部内置分频
2×Neutrik SpeakONTM

    NL4MP

电子/声学

EMS-81X fullrange loudspeaker
www.emacoustics.co.uk Page 26

EMS系列

FC-81Xv FC-81Xh

EMS-81全频扬声器

特性及优势
令人惊叹的功率尺寸比

EM Acoustics独有的内置分频，

具有无与伦比的频率及相位响应

可旋转的高频，极具灵活性

紧凑型的尺寸，方便使用

多种吊挂及安装选项

应用
剧院

紧凑型扩声

企业活动

教堂

酒吧及夜店

EMS-81X 是 EMS 系列里的核心产品。它最初于 2003 年发布，并将 EMS-81 升级到最新的驱动单元及分频技术。它适用于广泛的用途，

从小型的主调音扬声器到紧凑的地面监听。

EMS-81X 非常适用于作补声及延时、点效果、监听扬声器，或用于企业活动中。它可以作为大系统的一部分或单独使用。配合 EMS-115，

EMS-215 或 i-8 紧凑型超低，它能提供完整的系统解决方案。

小型的箱体由 15mm(5/8″) 多层桦木制成，包含一个 8″(203mm) 低频纸盆驱动单元匹配到录音棚级别的 1″(25mm) 出口软球顶高频元。

如您所希望的，EM Acoustics 的内部内置分频免除了昂贵的非必要的外部处理。扬声器提供双 Neutrik SpeakONTM 输入并有四个 M8 螺

纹孔用于吊挂，还有 OmnimountTM
  /PowerdriveTM

  兼容的吊挂点。背面有泡沫衬垫的网罩能够保护驱动单元免受损伤。为了使扬声器更加

灵活，它还可以使用多种吊挂选项作垂直或水平安装，而且还可以安装到一个标准的 35mm 扬声器支架上。

工程图纸
吊挂附件

技术参数

EMS-61 compact fill loudspeaker
www.emacoustics.co.uk

特性及优势

工程图纸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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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挂附件

PM-61 YK-61vYK-61h

EMS系列

EMS-61紧凑型补声扬声器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两分频反射负载

80Hz - 20KHz

93dB

90°×60°, 可旋转

118dB连续, 124dB峰值

200W RMS, 400W节目

6.5″ (165mm)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1″ (25mm)钕磁高频驱动单元

8 ohms

内部内置分频

2×Neutrik SpeakONTM NL4MP

电子/声学

368/14.5×195/7.7×208/8.2

12mm (1/2″)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5×M8 螺纹孔

4×M6 点，用于OmnimountTM  

Series 30/PowerdriveTM   Series 75

7kg/15.4lbs

8kg/17.6lbs

机械参数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净重：

运输重量：

左视图顶视图 背视图前视图

EMS-61 是一款紧凑型全频扬声器，适用于多种应用场合，从剧院补声及效果声到企业活动，甚至到紧凑型的监听解决方案。无可匹敌的声音表现，

灵活的使用选项及坚固耐用的品质使得 EMS-61 成为同级别最佳的扬声器，甚至超过那些需要用到 DSP 处理的产品。该款扬声器使用 12mm

(1/2″) 波罗的海多层桦木夹板制成，包含反射负载的 6.5″(165mm) 钕磁低频纸盆单元，及一个 1″(25mm) 出口钕磁高频压缩单元，安装在 90 度

×60 度的波导上。如您所期望的一样，EM Acoustics 内部分频不用使用昂贵及不必要的外部处理。

箱体配有双 Neutrik SpeakonTM  输入并有五个 M8 螺纹孔作吊挂，加上 OmnimountTM  / PowerdriveTM 兼容的安装点。背面有泡沫衬垫的网罩能

够保护驱动单元免受损伤。为了使扬声器更加灵活，它还可以使用多种吊挂选项作垂直或水平安装，做出多种角度用于地面监听 / 前区补声，而且还

可以安装到一个标准的 35mm 扬声器支架上。

EMS-61 非常适用于作补声及延时、点效果、监听扬声器，或用于企业活动中。它可以作为大系统的一部分或单独使用。高频系统的动态余量能够

增加响应，在空间太小时可以不使用超低音。

令人惊叹的功率尺寸比

EM Acoustics独有的内置分频，

具有无与伦比的频率及相位响应

可旋转的高频，极具灵活性

紧凑型的尺寸，方便使用

多种吊挂及安装选项

剧院

紧凑型扩声

企业活动

教堂

酒吧及夜店

应用

顶视图 背视图前视图左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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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18.2×262/10.3×261/10.3

15mm (5/8″)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5×M8 螺纹孔

4×M6 点，用于OmnimountTM
   

Series 30/PowerdriveTM
 Series 75

13kg/28.6lbs

14kg/30.8lbs

颜色/连接头

机械参数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净重：

运输重量：

选项：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两分频反射负载
75Hz - 20KHz
95dB
90°×60°, 可旋转
120dB连续, 126dB峰值
250W RMS, 500W节目
8″(203mm)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1″(25mm)钕磁高频驱动单元
8 ohms
内部内置分频
2×Neutrik SpeakONTM

    NL4MP

电子/声学

EMS-81X fullrange loudspeaker
www.emacoustics.co.uk Page 26

EMS系列

FC-81Xv FC-81Xh

EMS-81全频扬声器

特性及优势
令人惊叹的功率尺寸比

EM Acoustics独有的内置分频，

具有无与伦比的频率及相位响应

可旋转的高频，极具灵活性

紧凑型的尺寸，方便使用

多种吊挂及安装选项

应用
剧院

紧凑型扩声

企业活动

教堂

酒吧及夜店

EMS-81X 是 EMS 系列里的核心产品。它最初于 2003 年发布，并将 EMS-81 升级到最新的驱动单元及分频技术。它适用于广泛的用途，

从小型的主调音扬声器到紧凑的地面监听。

EMS-81X 非常适用于作补声及延时、点效果、监听扬声器，或用于企业活动中。它可以作为大系统的一部分或单独使用。配合 EMS-115，

EMS-215 或 i-8 紧凑型超低，它能提供完整的系统解决方案。

小型的箱体由 15mm(5/8″) 多层桦木制成，包含一个 8″(203mm) 低频纸盆驱动单元匹配到录音棚级别的 1″(25mm) 出口软球顶高频元。

如您所希望的，EM Acoustics 的内部内置分频免除了昂贵的非必要的外部处理。扬声器提供双 Neutrik SpeakONTM 输入并有四个 M8 螺

纹孔用于吊挂，还有 OmnimountTM
  /PowerdriveTM

  兼容的吊挂点。背面有泡沫衬垫的网罩能够保护驱动单元免受损伤。为了使扬声器更加

灵活，它还可以使用多种吊挂选项作垂直或水平安装，而且还可以安装到一个标准的 35mm 扬声器支架上。

工程图纸
吊挂附件

技术参数

EMS-61 compact fill loudspeaker
www.emacoustics.co.uk

特性及优势

工程图纸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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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挂附件

PM-61 YK-61vYK-61h

EMS系列

EMS-61紧凑型补声扬声器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两分频反射负载

80Hz - 20KHz

93dB

90°×60°, 可旋转

118dB连续, 124dB峰值

200W RMS, 400W节目

6.5″ (165mm)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1″ (25mm)钕磁高频驱动单元

8 ohms

内部内置分频

2×Neutrik SpeakONTM NL4MP

电子/声学

368/14.5×195/7.7×208/8.2

12mm (1/2″)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5×M8 螺纹孔

4×M6 点，用于OmnimountTM  

Series 30/PowerdriveTM   Series 75

7kg/15.4lbs

8kg/17.6lbs

机械参数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净重：

运输重量：

左视图顶视图 背视图前视图

EMS-61 是一款紧凑型全频扬声器，适用于多种应用场合，从剧院补声及效果声到企业活动，甚至到紧凑型的监听解决方案。无可匹敌的声音表现，

灵活的使用选项及坚固耐用的品质使得 EMS-61 成为同级别最佳的扬声器，甚至超过那些需要用到 DSP 处理的产品。该款扬声器使用 12mm

(1/2″) 波罗的海多层桦木夹板制成，包含反射负载的 6.5″(165mm) 钕磁低频纸盆单元，及一个 1″(25mm) 出口钕磁高频压缩单元，安装在 90 度

×60 度的波导上。如您所期望的一样，EM Acoustics 内部分频不用使用昂贵及不必要的外部处理。

箱体配有双 Neutrik SpeakonTM  输入并有五个 M8 螺纹孔作吊挂，加上 OmnimountTM  / PowerdriveTM 兼容的安装点。背面有泡沫衬垫的网罩能

够保护驱动单元免受损伤。为了使扬声器更加灵活，它还可以使用多种吊挂选项作垂直或水平安装，做出多种角度用于地面监听 / 前区补声，而且还

可以安装到一个标准的 35mm 扬声器支架上。

EMS-61 非常适用于作补声及延时、点效果、监听扬声器，或用于企业活动中。它可以作为大系统的一部分或单独使用。高频系统的动态余量能够

增加响应，在空间太小时可以不使用超低音。

令人惊叹的功率尺寸比

EM Acoustics独有的内置分频，

具有无与伦比的频率及相位响应

可旋转的高频，极具灵活性

紧凑型的尺寸，方便使用

多种吊挂及安装选项

剧院

紧凑型扩声

企业活动

教堂

酒吧及夜店

应用

顶视图 背视图前视图左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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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S-51 compact fill loudsp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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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S系列

技术参数

YK-51v YK-51h

特性及优势
相对于箱体尺寸，低频性能非常出色

独特的EM Acoustics内置分频，能做到

前所未有的频率及相位响应

紧凑型尺寸，方便使用

多种吊挂及安装选项

应用
剧院

紧凑型的现场扩声设备

企业活动

教堂

酒吧及夜店

录音棚监听

EMS-51紧凑型补声扬声器

EMS-51 是 EMS 系列里体积最小扬声器。它外型紧凑，但仍然能产生与其它 EM Acoustics 扬声器相媲美的声压级和声音性能。

小型的箱体由 12mm(1/2″ ) 多层桦木制成，包含一个 5″ (127mm) 低频纸盆驱动单元匹配到录音棚级别的 1.1″ (28mm) 软球顶高频元。如

您所希望的，EM Acoustics 的内部内置分频免除了昂贵的非必要的外部处理。扬声器提供双 Neutrik SpeakONTM  输入并有四个 M8 螺纹孔

用于吊挂，还有六角形穿孔网罩保护驱动单元在运输时免受损伤。为了方便操作，EMS-51 发货时配有固定安装级别的水平及垂直安装架，以

及可选的巡回演出级别安装硬件可供选择。

EMS-51 非常适合用在剧院的补声及延时、点效果、监听，以及企业活动中。由于它紧凑的尺寸及低调的外观，EMS-51 也可以作音视频设

备及录音棚监听用途。非传统的倒相式箱体设计让 EMS-51 的低频表现更加“ 透明 ”，也就是说在一些环境下，即使不用超低，它也能非常成功。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两分频倒相式箱体

80Hz - 20Hz

89dB

75度锥型

113dB连续, 119dB峰值

200W RMS, 400W节目

5″(127mm)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1.1″(28mm)高频、音软球面高频单元

8 ohms

内部非对称式内置分频

2×Neutrik SpeakONTM NL4MP

电子/声学

250/9.9×140/5.5×175/6.9

12mm (2/1″)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4×M8螺纹孔

包含水平及垂直吊架

巡回演出级别的吊架可选

4.5kg/9.9lbs

5.3kg/11.7lbs

机械参数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净重：

运输重量：

工程图纸
吊挂附件

左视图顶视图 背视图前视图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钕磁高频驱动单元: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反射负载超低音

35Hz - 150Hz

97dB

全指向

131dB连续, 137dB峰值

1000W RMS, 2000W节目

1×18″ (457mm)钕磁高频纸盆驱动单元

4 ohms

外置分频，建议低于120Hz

(24dB/倍频程 Linkwitz - Riley)

2×Neutrik SpeakONTM 
 NL4MPR

电子/声学

EMS-118 compact subwoofer
www.emacoustics.co.uk

工程图纸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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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及优势
令人惊叹的功率尺寸比

出色的频率及脉冲响应确保低频响应快速、精确

尺寸紧凑，易于卡车装货及固定安装

灵活的选项，可搭配全频产品使用

EMS-118超低音

应用
剧院

中型大小的现场扩声场合

企业活动

教堂

酒吧及夜店

EMS-118是2012年的新产品。它是一款紧凑但强大的单18″低频扬声器，专门为EMS系列的全频产品提供补充，满足那些使用EMS-215过大

的场合的需要。经优化调试的通风箱体提供出色的瞬态响应及低频还原，无需修正均衡的辅助。人体工程学的把手位置及箱体平衡让EMS-118只

需一个人就能快速简单地完成搬运。

紧凑型的箱体由18mm(3/4″)多层桦木制成，包含两个4.5″音圈，18″(457mm)钕磁低频单元。扬声器有一个支架安装适配器，可以是标配的

35mm或M20螺纹适配器，方便安装在EMS系列全频扬声器的上方。它的底部还配有一个橡胶脚，顶部有凹入处能够稳固地堆叠多个箱体。根据

工厂提供的DSP设定，使用三个箱体可以组成心型阵列，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不想要的低频溢出到箱体的背面。

扬声器配有两个Neutrik SpeakONTM  连接器用于输入及箱体连接。最后，还有六角形穿孔网罩保护驱动单元在运输时免受损伤。

EMS-118需要外部外置分频来提供低通滤波器。

635/25×590/22.2×650/25.6

18mm (3/4″)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1×节音箱支架座

55kg/121lbs

58kg/127.6lbs

机械参数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净重：

运输重量：

左视图顶视图 背视图前视图

175 140

25
0

19°



EMS-51 compact fill loudsp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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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S系列

技术参数

YK-51v YK-51h

特性及优势
相对于箱体尺寸，低频性能非常出色

独特的EM Acoustics内置分频，能做到

前所未有的频率及相位响应

紧凑型尺寸，方便使用

多种吊挂及安装选项

应用
剧院

紧凑型的现场扩声设备

企业活动

教堂

酒吧及夜店

录音棚监听

EMS-51紧凑型补声扬声器

EMS-51 是 EMS 系列里体积最小扬声器。它外型紧凑，但仍然能产生与其它 EM Acoustics 扬声器相媲美的声压级和声音性能。

小型的箱体由 12mm(1/2″ ) 多层桦木制成，包含一个 5″ (127mm) 低频纸盆驱动单元匹配到录音棚级别的 1.1″ (28mm) 软球顶高频元。如

您所希望的，EM Acoustics 的内部内置分频免除了昂贵的非必要的外部处理。扬声器提供双 Neutrik SpeakONTM  输入并有四个 M8 螺纹孔

用于吊挂，还有六角形穿孔网罩保护驱动单元在运输时免受损伤。为了方便操作，EMS-51 发货时配有固定安装级别的水平及垂直安装架，以

及可选的巡回演出级别安装硬件可供选择。

EMS-51 非常适合用在剧院的补声及延时、点效果、监听，以及企业活动中。由于它紧凑的尺寸及低调的外观，EMS-51 也可以作音视频设

备及录音棚监听用途。非传统的倒相式箱体设计让 EMS-51 的低频表现更加“ 透明 ”，也就是说在一些环境下，即使不用超低，它也能非常成功。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两分频倒相式箱体

80Hz - 20Hz

89dB

75度锥型

113dB连续, 119dB峰值

200W RMS, 400W节目

5″(127mm)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1.1″(28mm)高频、音软球面高频单元

8 ohms

内部非对称式内置分频

2×Neutrik SpeakONTM NL4MP

电子/声学

250/9.9×140/5.5×175/6.9

12mm (2/1″)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4×M8螺纹孔

包含水平及垂直吊架

巡回演出级别的吊架可选

4.5kg/9.9lbs

5.3kg/11.7lbs

机械参数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净重：

运输重量：

工程图纸
吊挂附件

左视图顶视图 背视图前视图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钕磁高频驱动单元: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反射负载超低音

35Hz - 150Hz

97dB

全指向

131dB连续, 137dB峰值

1000W RMS, 2000W节目

1×18″ (457mm)钕磁高频纸盆驱动单元

4 ohms

外置分频，建议低于120Hz

(24dB/倍频程 Linkwitz - Riley)

2×Neutrik SpeakONTM 
 NL4MPR

电子/声学

EMS-118 compact subwoofer
www.emacoustics.co.uk

工程图纸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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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及优势
令人惊叹的功率尺寸比

出色的频率及脉冲响应确保低频响应快速、精确

尺寸紧凑，易于卡车装货及固定安装

灵活的选项，可搭配全频产品使用

EMS-118超低音

应用
剧院

中型大小的现场扩声场合

企业活动

教堂

酒吧及夜店

EMS-118是2012年的新产品。它是一款紧凑但强大的单18″低频扬声器，专门为EMS系列的全频产品提供补充，满足那些使用EMS-215过大

的场合的需要。经优化调试的通风箱体提供出色的瞬态响应及低频还原，无需修正均衡的辅助。人体工程学的把手位置及箱体平衡让EMS-118只

需一个人就能快速简单地完成搬运。

紧凑型的箱体由18mm(3/4″)多层桦木制成，包含两个4.5″音圈，18″(457mm)钕磁低频单元。扬声器有一个支架安装适配器，可以是标配的

35mm或M20螺纹适配器，方便安装在EMS系列全频扬声器的上方。它的底部还配有一个橡胶脚，顶部有凹入处能够稳固地堆叠多个箱体。根据

工厂提供的DSP设定，使用三个箱体可以组成心型阵列，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不想要的低频溢出到箱体的背面。

扬声器配有两个Neutrik SpeakONTM  连接器用于输入及箱体连接。最后，还有六角形穿孔网罩保护驱动单元在运输时免受损伤。

EMS-118需要外部外置分频来提供低通滤波器。

635/25×590/22.2×650/25.6

18mm (3/4″)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1×节音箱支架座

55kg/121lbs

58kg/127.6lbs

机械参数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净重：

运输重量：

左视图顶视图 背视图前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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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视图 前视图 右视图 背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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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图纸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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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及优势

令人惊叹的功率尺寸比

出色的频率及脉冲响应确保低频响应快速、精确

尺寸紧凑，方便很快地装车及安装

全频产品有很多灵活的选项

应用
剧院

中型现场扩声

企业活动

教堂

酒吧及夜店

EMS-215 是一款紧凑但强大的双 15″低频扬声器，专门为补充 EMS 系列的全频产品而设计。半带通的通风箱体可以提供出色的瞬态响应及

低频还原，无需修正均衡。人体工程学的把手及箱体平衡让 EMS-215 只需一个人就能轻易快速地搬运。

EMS-215 需要一个外部的外置分频器提供低频滤波器。

紧凑型的箱体由 18mm(3/4″ ) 多层桦木制成，包含两个 4″音圈，15″ (381mm) 钕磁低频单元。扬声器有三个 35mm 的支架安装适配器，

方便安装在 EMS 系列全频扬声器的上方。它的背面有一个小轮脚。它还配有两个 Neutrik SpeakONTM 连接器用于输入及箱体连接。扬声器

的前面有一个六角形的穿孔网罩，背面配有透明的黑色泡沫衬垫作保护。

为了给对重量要求没那么高的应用提供性价比更高的解决方案，EMS-215C 是 2012 年的新产品。EMS-215C 与 EMS-215 的尺寸一样大，

但它有钢制的手柄，即使箱体较重都方便操作。EMS-215C 可以指配 35mm 支架安装或 M20 螺孔式适配器。它还有橡胶脚及凹位方便堆叠。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钕磁高频驱动单元: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双单元半带通

42Hz - 160Hz

102dB

全指向

131dB连续, 137dB峰值

800W RMS, 1600W节目

2×15″ (381mm)钕磁高频纸盆驱动单元

4 ohms

外置分频，建议低于150Hz

(24dB/倍频程 Linkwitz - Riley)

2×Neutrik SpeakONTM  NL4MPR

电子/声学

823/32.4×516/20.3×700/27.6
18mm (3/4″)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3×35mm音箱支架座
65kg/143lbs
68kg/149.6lb

73kg/160.6lbs

76kg/167.2lbs

4×钢条把手

2×音箱适配器

机械参数

EMS-215C变量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净重：
运输重量：

净重：

运输重量 : 

硬件:

EMS-115/EMS-115C compact subwoof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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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S-115/EMS-115C超低音

特性及优势

令人惊叹的功率尺寸比

出色的频率及脉冲响应确保低频响应快速、精确

尺寸紧凑，方便很快地装车及安装

全频产品有很多灵活的选项

应用
剧院

中型现场扩声

企业活动

教堂

酒吧及夜店

EMS-115 是一款紧凑型的超低音扬声器，主要是为了满足客户对尺寸小、重量轻的超低音扬声器的需要。基于 EMS-215 的半带通技术，

EMS-115 保持了前者的速度及影响力，但尺寸更小，因此价格更优。

为了给对重量要求没那么高的应用提供性价比更高的解决方案，EMS-115C 是 2012 年的新产品。因为采用了陶瓷磁铁，EMS-115C 与

EMS-115 的重量一样轻。

紧凑型的箱体由 18mm(3/4″ ) 多层桦木制成，里面包含单个 4″音圈，15″ (381mm) 钕磁低频单元。箱体有手柄及橡胶脚能够与地面绝缘。

它还有一个 35mm 的音箱支架适配器能够将 EMS 全频扬声器。对于流动式应用，可以在背面安装一个可选的小脚轮。背面箱体还有一个凹入

式的位置，里面隐藏着两个 Neutrik SpeakONTM 连接器，方便在固定安装时垂直使用。扬声器的前面有一个六角形的穿孔网罩，背面配有透

明的黑色泡沫衬垫作保护。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钕磁高频驱动单元: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单个单元半带通

50Hz - 150KHz

98dB

全指向

126dB连续, 132dB峰值

500W RMS, 1000W节目

1×15″ (381mm)钕磁高频纸盆驱动单元

8 ohms

外置分频，建议低于120Hz

(24dB/倍频程 Linkwitz - Riley)

2×Neutrik SpeakONTM   NL4MPR

电子/声学

495/19.5×516/20.3×700/27.6
18mm (3/4″)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35mm音箱支架座
36kg/79.2lbs
39kg/85.8lbs
颜色/连接器

39kg/85.8lbs

42kg/92.4lbs

机械参数

EMS-115C变量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净重：
运输重量：
选项：

净重：

运输重量：

工程图纸

顶视图 右视图前视图 前视图

EMS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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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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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及优势

令人惊叹的功率尺寸比

出色的频率及脉冲响应确保低频响应快速、精确

尺寸紧凑，方便很快地装车及安装

全频产品有很多灵活的选项

应用
剧院

中型现场扩声

企业活动

教堂

酒吧及夜店

EMS-215 是一款紧凑但强大的双 15″低频扬声器，专门为补充 EMS 系列的全频产品而设计。半带通的通风箱体可以提供出色的瞬态响应及

低频还原，无需修正均衡。人体工程学的把手及箱体平衡让 EMS-215 只需一个人就能轻易快速地搬运。

EMS-215 需要一个外部的外置分频器提供低频滤波器。

紧凑型的箱体由 18mm(3/4″ ) 多层桦木制成，包含两个 4″音圈，15″ (381mm) 钕磁低频单元。扬声器有三个 35mm 的支架安装适配器，

方便安装在 EMS 系列全频扬声器的上方。它的背面有一个小轮脚。它还配有两个 Neutrik SpeakONTM 连接器用于输入及箱体连接。扬声器

的前面有一个六角形的穿孔网罩，背面配有透明的黑色泡沫衬垫作保护。

为了给对重量要求没那么高的应用提供性价比更高的解决方案，EMS-215C 是 2012 年的新产品。EMS-215C 与 EMS-215 的尺寸一样大，

但它有钢制的手柄，即使箱体较重都方便操作。EMS-215C 可以指配 35mm 支架安装或 M20 螺孔式适配器。它还有橡胶脚及凹位方便堆叠。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钕磁高频驱动单元: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双单元半带通

42Hz - 160Hz

102dB

全指向

131dB连续, 137dB峰值

800W RMS, 1600W节目

2×15″ (381mm)钕磁高频纸盆驱动单元

4 ohms

外置分频，建议低于150Hz

(24dB/倍频程 Linkwitz - Riley)

2×Neutrik SpeakONTM  NL4MPR

电子/声学

823/32.4×516/20.3×700/27.6
18mm (3/4″)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3×35mm音箱支架座
65kg/143lbs
68kg/149.6lb

73kg/160.6lbs

76kg/167.2lbs

4×钢条把手

2×音箱适配器

机械参数

EMS-215C变量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净重：
运输重量：

净重：

运输重量 : 

硬件:

EMS-115/EMS-115C compact subwoof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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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S-115/EMS-115C超低音

特性及优势

令人惊叹的功率尺寸比

出色的频率及脉冲响应确保低频响应快速、精确

尺寸紧凑，方便很快地装车及安装

全频产品有很多灵活的选项

应用
剧院

中型现场扩声

企业活动

教堂

酒吧及夜店

EMS-115 是一款紧凑型的超低音扬声器，主要是为了满足客户对尺寸小、重量轻的超低音扬声器的需要。基于 EMS-215 的半带通技术，

EMS-115 保持了前者的速度及影响力，但尺寸更小，因此价格更优。

为了给对重量要求没那么高的应用提供性价比更高的解决方案，EMS-115C 是 2012 年的新产品。因为采用了陶瓷磁铁，EMS-115C 与

EMS-115 的重量一样轻。

紧凑型的箱体由 18mm(3/4″ ) 多层桦木制成，里面包含单个 4″音圈，15″ (381mm) 钕磁低频单元。箱体有手柄及橡胶脚能够与地面绝缘。

它还有一个 35mm 的音箱支架适配器能够将 EMS 全频扬声器。对于流动式应用，可以在背面安装一个可选的小脚轮。背面箱体还有一个凹入

式的位置，里面隐藏着两个 Neutrik SpeakONTM 连接器，方便在固定安装时垂直使用。扬声器的前面有一个六角形的穿孔网罩，背面配有透

明的黑色泡沫衬垫作保护。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钕磁高频驱动单元: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单个单元半带通

50Hz - 150KHz

98dB

全指向

126dB连续, 132dB峰值

500W RMS, 1000W节目

1×15″ (381mm)钕磁高频纸盆驱动单元

8 ohms

外置分频，建议低于120Hz

(24dB/倍频程 Linkwitz - Riley)

2×Neutrik SpeakONTM   NL4MPR

电子/声学

495/19.5×516/20.3×700/27.6
18mm (3/4″)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35mm音箱支架座
36kg/79.2lbs
39kg/85.8lbs
颜色/连接器

39kg/85.8lbs

42kg/92.4lbs

机械参数

EMS-115C变量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净重：
运输重量：
选项：

净重：

运输重量：

工程图纸

顶视图 右视图前视图 前视图

EMS系列



EMS-112 compact subwoo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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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S-112紧凑型低音

工程图纸

360/14.2×530/20.9×500/19.7

15mm (5/8″)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3×35mm支架座

30kg/66lbs

32kg/70.4lbs

颜色

连接器

外置分频版本 

技术参数

电子/声学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i-8 & i-12):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反射式负载超低音

42Hz - 120Hz

93dB

全指向

124dB连续, 130dB峰值

500W RMS, 1000W节目

1×12″ (305mm)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8 ohms

内部优化内置低通

内部内置高通

120Hz 12dB/倍频程 Butterworth

3×Neutrik SpeakONTM  NL4MP

机械参数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净重：

运输重量：

选项： 

特性及优势

出色的频率及脉冲响应确保低频快速、精确

外型紧凑可用于流动演出系统，或用于要求隐藏性高的

固定安装场合

集成的内置分频低通滤波器，用途简单

集成的内置分频高通滤波器，用于全频产品

应用
剧院

中型现场扩声

企业活动

教堂

酒吧及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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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视图 前视图 顶视图 背视图

EMS-112 超 紧 凑 的 强 大 超 低 音，其 设 计 可 用 于 广 泛 的 用 途。它 在 设 计 时 充 分 考 虑 灵 活 性 的 需 要，而 且 主 要 配 合 EMS-51,EMS-61 和

EMS-81X 系统在固定安装及流动演出应用中使用。时尚但低调的外形让箱体可以与任意的会议、企业活动、剧院或夜总会的环境与融合。

EMS-112 包含一个反射负载 12″(305mm) 高功率低频驱动单元，箱体外观低调、隐藏性高。

为了方便操作，EMS-112 包含了一个 EM Acoustics 特色的内置分频网络。它的背面板有三个 Neutrik SpeakONTM  NL4MP 连接器，其中

两个用于主箱体输入及连接，并通过内部内置低通滤波器连接到 12”驱动单元，因而无需外部处理。第三个独立的 NL4MP 连接器提供高通输出

给单条功放通道来驱动超低音及全频扬声器，同样无需外部处理。如果订单有特殊需要，EMS-112 可以提供不加入内置分频电路板的版本。

耐用的箱体由 CNC 机器压制的多层桦木夹板制成，斜边，螺丝及胶水粘合以确保它的强度最大。箱体涂黑色半哑光质感的油漆，如有需要也可订

做其它颜色。它配有钢制网罩，背面衬有声学透明的黑色布料保护驱动单元免受损伤并起到防潮作用。箱体还有两只手柄，橡胶脚撑和堆叠用的凹

陷位置，还有一个立式音箱支架适配器，该适配器要不就是 35mm 立式支架座，或是 M20 螺纹法兰适配器，方便用音箱支架来安装全频扬声器。

EMS-112 可以增加低频能量，或作为较小型的 EMS 系列产品组成的系统的低频补充。

EMS系列

i-Series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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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系列

i 系列里唯一的全频扬声器是 i-2，这是一款紧凑型的、专门用于前区补声或

挑台下方补声的扬声器。由于采用了平面波高频单元，i-2 能产生高度恒定

一致的 90 度 ×30 度覆盖图形，使它成为舞台前区补声或任何需要精确音

频定位的场合的理想之选。您可以从本页的图片中看到，由于外型低调、隐

藏性高，i-2 被广泛应用到咖啡厅、酒吧、教堂，以及企业活动中。

除了 i-2 外，系列里面还有两款目前市面上不可多得的超低音，i-8 和 i-12

复合等压箱体。这两款超低的外型都非常紧凑，但能提供令人赞叹的低频，

i-8 只有 308mm 高，但响应可下潜至 35Hz。

i-8 原本是用于咖啡厅、酒吧和夜总会用途的，它是一款紧凑型的超低音解

决方案，可以很整齐地放在墙角或是座位底下，而它的输出能够媲美大型超

低音。因为外型紧凑而且低频响应出色，i-8 还经常用在剧院、录音棚、博

物馆甚至飞行模拟器中。

i 系列除了特殊的用途，同样遵守 EM Acoustics 产品系列相同的设计及建

造原则。毫不妥协、无与伦比的建造品质以及一流的服务和支持。

EM Acoustics的i系列原本是固定安装系列,然而“i”代表的是“有趣”(interesting)，而
非固定安装(installation)。i系列包括专门为特殊应用而设计的非常规产品，目的是满足一些
特殊的需要。系列由两款超低音及i-2前区补声/挑台下方补声扬声器组成，适用于固定安装及
流动演出应用。

i 系列产品

i-12 是 i-8 的大哥哥，使用相同的原理。由于使用较大型的驱动单元和箱体，

i-12 能够下潜至 27Hz 并且是较大型的剧院或俱乐部的理想之选。例如，在

EMS-215 下方加一只 i-12 可以使系统的响应更为宽广，能够增加其它系

统通常没有的低频能量，从而产生极为震撼的效果。

接下来的几页中，将会介绍 i 系列的产品总览。更详细的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

网站或者请致电我们的代理商，共同商讨一下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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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S-112紧凑型低音

工程图纸

360/14.2×530/20.9×500/19.7

15mm (5/8″)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六角形穿孔钢制网，

背面有声学透孔的海绵衬垫

3×35mm支架座

30kg/66lbs

32kg/70.4lbs

颜色

连接器

外置分频版本 

技术参数

电子/声学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i-8 & i-12):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反射式负载超低音

42Hz - 120Hz

93dB

全指向

124dB连续, 130dB峰值

500W RMS, 1000W节目

1×12″ (305mm)钕磁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8 ohms

内部优化内置低通

内部内置高通

120Hz 12dB/倍频程 Butterworth

3×Neutrik SpeakONTM  NL4MP

机械参数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净重：

运输重量：

选项： 

特性及优势

出色的频率及脉冲响应确保低频快速、精确

外型紧凑可用于流动演出系统，或用于要求隐藏性高的

固定安装场合

集成的内置分频低通滤波器，用途简单

集成的内置分频高通滤波器，用于全频产品

应用
剧院

中型现场扩声

企业活动

教堂

酒吧及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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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视图 前视图 顶视图 背视图

EMS-112 超 紧 凑 的 强 大 超 低 音，其 设 计 可 用 于 广 泛 的 用 途。它 在 设 计 时 充 分 考 虑 灵 活 性 的 需 要，而 且 主 要 配 合 EMS-51,EMS-61 和

EMS-81X 系统在固定安装及流动演出应用中使用。时尚但低调的外形让箱体可以与任意的会议、企业活动、剧院或夜总会的环境与融合。

EMS-112 包含一个反射负载 12″(305mm) 高功率低频驱动单元，箱体外观低调、隐藏性高。

为了方便操作，EMS-112 包含了一个 EM Acoustics 特色的内置分频网络。它的背面板有三个 Neutrik SpeakONTM  NL4MP 连接器，其中

两个用于主箱体输入及连接，并通过内部内置低通滤波器连接到 12”驱动单元，因而无需外部处理。第三个独立的 NL4MP 连接器提供高通输出

给单条功放通道来驱动超低音及全频扬声器，同样无需外部处理。如果订单有特殊需要，EMS-112 可以提供不加入内置分频电路板的版本。

耐用的箱体由 CNC 机器压制的多层桦木夹板制成，斜边，螺丝及胶水粘合以确保它的强度最大。箱体涂黑色半哑光质感的油漆，如有需要也可订

做其它颜色。它配有钢制网罩，背面衬有声学透明的黑色布料保护驱动单元免受损伤并起到防潮作用。箱体还有两只手柄，橡胶脚撑和堆叠用的凹

陷位置，还有一个立式音箱支架适配器，该适配器要不就是 35mm 立式支架座，或是 M20 螺纹法兰适配器，方便用音箱支架来安装全频扬声器。

EMS-112 可以增加低频能量，或作为较小型的 EMS 系列产品组成的系统的低频补充。

EMS系列

i-Series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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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系列

i 系列里唯一的全频扬声器是 i-2，这是一款紧凑型的、专门用于前区补声或

挑台下方补声的扬声器。由于采用了平面波高频单元，i-2 能产生高度恒定

一致的 90 度 ×30 度覆盖图形，使它成为舞台前区补声或任何需要精确音

频定位的场合的理想之选。您可以从本页的图片中看到，由于外型低调、隐

藏性高，i-2 被广泛应用到咖啡厅、酒吧、教堂，以及企业活动中。

除了 i-2 外，系列里面还有两款目前市面上不可多得的超低音，i-8 和 i-12

复合等压箱体。这两款超低的外型都非常紧凑，但能提供令人赞叹的低频，

i-8 只有 308mm 高，但响应可下潜至 35Hz。

i-8 原本是用于咖啡厅、酒吧和夜总会用途的，它是一款紧凑型的超低音解

决方案，可以很整齐地放在墙角或是座位底下，而它的输出能够媲美大型超

低音。因为外型紧凑而且低频响应出色，i-8 还经常用在剧院、录音棚、博

物馆甚至飞行模拟器中。

i 系列除了特殊的用途，同样遵守 EM Acoustics 产品系列相同的设计及建

造原则。毫不妥协、无与伦比的建造品质以及一流的服务和支持。

EM Acoustics的i系列原本是固定安装系列,然而“i”代表的是“有趣”(interesting)，而
非固定安装(installation)。i系列包括专门为特殊应用而设计的非常规产品，目的是满足一些
特殊的需要。系列由两款超低音及i-2前区补声/挑台下方补声扬声器组成，适用于固定安装及
流动演出应用。

i 系列产品

i-12 是 i-8 的大哥哥，使用相同的原理。由于使用较大型的驱动单元和箱体，

i-12 能够下潜至 27Hz 并且是较大型的剧院或俱乐部的理想之选。例如，在

EMS-215 下方加一只 i-12 可以使系统的响应更为宽广，能够增加其它系

统通常没有的低频能量，从而产生极为震撼的效果。

接下来的几页中，将会介绍 i 系列的产品总览。更详细的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

网站或者请致电我们的代理商，共同商讨一下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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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系列

特性及优势

高保真的性能，能充分展现细节

精确、可预测的覆盖范围

可旋转的波导，灵活性大

尺寸紧凑，可以作前区补声或放在挑台下面，

隐藏性高

作补声用途

应用
剧院前区/挑台下方补声使用

企业活动

教堂

酒吧及夜店

i-2紧凑型前区补声扬声器

工程图纸

技术参数

电子/声学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i-8 & i-12):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三分频倒相式箱体

90Hz - 20KHz

91dB

90×30°可旋转

110dB连续, 116dB峰值

200W RMS, 400W节目

2×5″ (127mm)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1×平面波钕磁高频驱动单元

8 ohms

内部内置分频

2×Neutrik SpeakONTM  NL4MP

机械参数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净重：

运输重量： 

151/5.9×470/18.5×192/7.6

15mm (5/8”)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钢制网罩

2×M8 螺丝孔

2×3/8″ 螺丝孔

4×M6点用于OmnimountTM

Series 30/PowerdriveTM  Series 75

9kg/19.8lbs

11kg/24.2lbs

Electronics

i-2 compact front fill loudspeaker
www.emacoustics.co.uk

左视图顶视图 背视图 底视图右视图前视图

i-8 & i-12 compound isobaric subwoof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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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2 ULF 超低音

i-12 ULF 超低音

i-8 VLF 超低音

i-8 VLF 超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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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8及i-12都需要外部的主动式高低通滤波器来修正操作。

I 系列超低音是真正独一无二的产品。它完全满足客户对紧凑、体积小的超低音系统的需要，方便安装在低调紧凑的空间里，同时能产生通常只

有较大型超低音产品才有的“ 大系统 ”的声音。i-8 和 i-12 都采用同样的设计理念及建造方法。i-8 的系统响应可下潜至 35Hz，而它的箱体只

有 308mm 高；而较大型的 i-12 可以产生震撼的 27Hz，无需使用 EQ。 i-8 及 i-12 都非常适合用于影院，作为特殊效果超低音，或用在俱乐部、

酒吧、夜总会作为隐藏性极高的超低音使用。教堂也可以从它们强大的低频延伸能力获益，尤其是空间有限时。甚至也可以使用在录音棚，尽

管这一点经常被忽略。

i-8 及 i-12 使用相同的设计理念及建造方法。每一只箱体都有 4 只驱动单元。它们都使用等级上乘的白桦木 (i-8 为 15mm，i-12 为 18mm)。

耐用的外箱都配有 Neutrik SpeakonTM 接口，前面采用泡沫覆盖的钢制网格。i-12 的背面有一个凹入式的选择开关可以设计阻抗，可以设为 2 

ohm 或双 4 ohm 负载。i-12 也可选带轮子运输板及有衬里的外罩。紧凑型的 i-8 标配有 16M10 螺丝孔，方便在需要的时候悬吊箱体。为了

方便维护，只要拿开箱体背面的门就可以对背面的一对驱动器进行维护。

i-8 & i-12 复合等压超低音

特性及优点
体积小，但具有出色的低频延伸

使用时非常便于隐藏

非常轻而易举地延伸任意系统的工作频段

应用
剧院

俱乐部及酒吧

夜总会及舞池

现场扩声

教堂

技术参数 工程图纸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i-8 & i-12) :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i-8: 

i-12: 

 

i-8: 

i-12: 

i-8: 

i-12: 

i-8: 

i-12:

i-8:

i-12:

电子/声学

i-8:

i-12:

 

i-8:

i-12:   

i-8:  

i-12: 

i-8:   

i-12:

机械参数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净重：

运输重量：

308/12.1×530/20.9×450/17.7

420/16.5×823/32.4×700/27.6

18mm (3/4″, i-12) 或15mm

 (5/8″, i-8)白桦木夹板，斜边，螺

丝及胶水封合

有泡沫覆盖的六角型钢制网罩

16×M10螺丝孔用于吊挂

钢条手柄

22kg/48.4lbs

83kg/182.6lbs

24kg/52.8lbs

86kg/189.2lbs

复合等比重超低音

35Hz - 150Hz

 27Hz - 100Hz

93dB

全指向

122dB连续, 128dB峰值

126dB连续, 132dB峰值

600W RMS, 1200W 节目

1000W RMS, 2000W 节目

4×8″ (203mm) 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4×12″(305mm) 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4 ohms

2 ohms or 2×4 ohms

外置分频，建议在100Hz以下

(24dB/倍频程 Linkwitz - Riley)

2×Neutrik SpeakONTM  NL4MP

i 系列

左视图

右视图

顶视图

顶视图

前视图

前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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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 是一款紧凑型的三分频全频扬声器，它原本的设计是作前区补声使用，但同样适用于任何需要使用隐藏性高，并需要出色的覆盖图形控制

的全频扬声器的应用场合。i-2 不但体积小，方便它安装在挑台下方或舞台边缘，而且它的高频波导可以快速旋转，即使垂直安装箱体，也能

够保持覆盖图形。

紧凑型的箱体由 15mm(5/8″) 波罗的海桦木夹板制造。它的倒相式箱体里包含一对 5″(127mm) 低频 / 高频纸盆驱动单元。密封的箱体设计

使得低频的滚降更为平滑，使得 i-2 的低频更为“ 突出 ”。这也意味着，如果有需要 i-2 可以单独用在较低声压级的场合。这些驱动单元都通

过内部内置分频与平面波钕磁高频单元相匹配，从而产生 90° ×30°的覆盖图形。内置分频网络是三分频设计，其中一个 5″的单元滚降至

中低频区域以防止在两个 5″单元之间产生梳状滤波。和所有 EMA  coustics 分频网络一样，都能保持相应的频率及相位响应，而无需要使

用外部的 DSP 控制设备。

箱体有两个 3/8″的螺丝孔方便将 i-2 安装在话筒架上，还有 OmnimountTM  /PowerdriveTM 兼容安装点用于固定安装。它有穿孔式钢制钢

罩保护驱动单元免受损伤。还有两只 Neutrik SpeakONTM 连接头用于输入及箱体连接。

i-2 箱体有黑白两种标准颜色，但如果客户有特殊需要也可以定制 RAL 颜色以匹配任意的内部装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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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系列

特性及优势

高保真的性能，能充分展现细节

精确、可预测的覆盖范围

可旋转的波导，灵活性大

尺寸紧凑，可以作前区补声或放在挑台下面，

隐藏性高

作补声用途

应用
剧院前区/挑台下方补声使用

企业活动

教堂

酒吧及夜店

i-2紧凑型前区补声扬声器

工程图纸

技术参数

电子/声学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 (i-8 & i-12):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三分频倒相式箱体

90Hz - 20KHz

91dB

90×30°可旋转

110dB连续, 116dB峰值

200W RMS, 400W节目

2×5″ (127mm)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1×平面波钕磁高频驱动单元

8 ohms

内部内置分频

2×Neutrik SpeakONTM  NL4MP

机械参数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净重：

运输重量： 

151/5.9×470/18.5×192/7.6

15mm (5/8”) 白桦木夹板，斜边，

螺丝及胶水封合

钢制网罩

2×M8 螺丝孔

2×3/8″ 螺丝孔

4×M6点用于OmnimountTM

Series 30/PowerdriveTM  Series 75

9kg/19.8lbs

11kg/24.2lbs

Electronics

i-2 compact front fill loudspeaker
www.emacoustic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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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2 ULF 超低音

i-12 ULF 超低音

i-8 VLF 超低音

i-8 VLF 超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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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8及i-12都需要外部的主动式高低通滤波器来修正操作。

I 系列超低音是真正独一无二的产品。它完全满足客户对紧凑、体积小的超低音系统的需要，方便安装在低调紧凑的空间里，同时能产生通常只

有较大型超低音产品才有的“ 大系统 ”的声音。i-8 和 i-12 都采用同样的设计理念及建造方法。i-8 的系统响应可下潜至 35Hz，而它的箱体只

有 308mm 高；而较大型的 i-12 可以产生震撼的 27Hz，无需使用 EQ。 i-8 及 i-12 都非常适合用于影院，作为特殊效果超低音，或用在俱乐部、

酒吧、夜总会作为隐藏性极高的超低音使用。教堂也可以从它们强大的低频延伸能力获益，尤其是空间有限时。甚至也可以使用在录音棚，尽

管这一点经常被忽略。

i-8 及 i-12 使用相同的设计理念及建造方法。每一只箱体都有 4 只驱动单元。它们都使用等级上乘的白桦木 (i-8 为 15mm，i-12 为 18mm)。

耐用的外箱都配有 Neutrik SpeakonTM 接口，前面采用泡沫覆盖的钢制网格。i-12 的背面有一个凹入式的选择开关可以设计阻抗，可以设为 2 

ohm 或双 4 ohm 负载。i-12 也可选带轮子运输板及有衬里的外罩。紧凑型的 i-8 标配有 16M10 螺丝孔，方便在需要的时候悬吊箱体。为了

方便维护，只要拿开箱体背面的门就可以对背面的一对驱动器进行维护。

i-8 & i-12 复合等压超低音

特性及优点
体积小，但具有出色的低频延伸

使用时非常便于隐藏

非常轻而易举地延伸任意系统的工作频段

应用
剧院

俱乐部及酒吧

夜总会及舞池

现场扩声

教堂

技术参数 工程图纸

箱体类型：

频率响应(+/- 3dB)1 :

灵敏度2(i-8 & i-12) :

散射性3 (-6dB 点) :

最大SPL4 :

功率处理：

驱动单元类型:

阻抗(标称) :

分频器:

连接器：    

i-8: 

i-12: 

 

i-8: 

i-12: 

i-8: 

i-12: 

i-8: 

i-12:

i-8:

i-12:

电子/声学

i-8:

i-12:

 

i-8:

i-12:   

i-8:  

i-12: 

i-8:   

i-12:

机械参数

尺寸(高×宽×深, mm/ins):

箱体：

网罩：

吊挂/悬吊件：

净重：

运输重量：

308/12.1×530/20.9×450/17.7

420/16.5×823/32.4×700/27.6

18mm (3/4″, i-12) 或15mm

 (5/8″, i-8)白桦木夹板，斜边，螺

丝及胶水封合

有泡沫覆盖的六角型钢制网罩

16×M10螺丝孔用于吊挂

钢条手柄

22kg/48.4lbs

83kg/182.6lbs

24kg/52.8lbs

86kg/189.2lbs

复合等比重超低音

35Hz - 150Hz

 27Hz - 100Hz

93dB

全指向

122dB连续, 128dB峰值

126dB连续, 132dB峰值

600W RMS, 1200W 节目

1000W RMS, 2000W 节目

4×8″ (203mm) 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4×12″(305mm) 低频纸盆驱动单元

4 ohms

2 ohms or 2×4 ohms

外置分频，建议在100Hz以下

(24dB/倍频程 Linkwitz - Riley)

2×Neutrik SpeakONTM  NL4MP

i 系列

左视图

右视图

顶视图

顶视图

前视图

前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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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 是一款紧凑型的三分频全频扬声器，它原本的设计是作前区补声使用，但同样适用于任何需要使用隐藏性高，并需要出色的覆盖图形控制

的全频扬声器的应用场合。i-2 不但体积小，方便它安装在挑台下方或舞台边缘，而且它的高频波导可以快速旋转，即使垂直安装箱体，也能

够保持覆盖图形。

紧凑型的箱体由 15mm(5/8″) 波罗的海桦木夹板制造。它的倒相式箱体里包含一对 5″(127mm) 低频 / 高频纸盆驱动单元。密封的箱体设计

使得低频的滚降更为平滑，使得 i-2 的低频更为“ 突出 ”。这也意味着，如果有需要 i-2 可以单独用在较低声压级的场合。这些驱动单元都通

过内部内置分频与平面波钕磁高频单元相匹配，从而产生 90° ×30°的覆盖图形。内置分频网络是三分频设计，其中一个 5″的单元滚降至

中低频区域以防止在两个 5″单元之间产生梳状滤波。和所有 EMA  coustics 分频网络一样，都能保持相应的频率及相位响应，而无需要使

用外部的 DSP 控制设备。

箱体有两个 3/8″的螺丝孔方便将 i-2 安装在话筒架上，还有 OmnimountTM  /PowerdriveTM 兼容安装点用于固定安装。它有穿孔式钢制钢

罩保护驱动单元免受损伤。还有两只 Neutrik SpeakONTM 连接头用于输入及箱体连接。

i-2 箱体有黑白两种标准颜色，但如果客户有特殊需要也可以定制 RAL 颜色以匹配任意的内部装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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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放

技术参数

功放级别及通道：

输出功率：

THD :

增益/灵敏度：

频率响应：

功率消耗：

输入阻抗：

输入共模抑制比：

阻尼系数：

信噪比：

信号限幅器：

保护：

尺寸(高×宽×深, mm/ins):

净重：

运输重量：

AB级，4通道

725W/ch @ 8 ohms, 750W/ch @ 4 ohms

1500W @ 8 ohms (桥接)

(使用1kHz连续正弦波测量)

<0.008% @ 1kHz, <0.03% 20Hz - 20kHz (在低于最大输出功率1dB的情况下测量)

26 / 31 / 32dB，最大功率灵敏度：+11 / 6 / 5dBu

20Hz - 20kHz +/- 0.3dB

2.7A 标称@ 240V, 5.4A标称@ 120V (带4 ohm负载)

20k ohms(有源平衡式)

> 60dB

400 (8 ohms / 1kHz)

好于105dB(未加权，22Hz - 22kHz)

在最大功率下工作以避免信号削波

输出短路电路，DC输出，过热，主电源浪涌控制

88/3.5 x 482/18.9 x 428/16.8

10.6kg/23.3lbs

12.6/277lbs

2012 年 EM Acoustics 推出的最新产品是 AD 及 AQ 系列专业功放。这些功放是专门由英国的 MC2 Audio 设计及生产的，无

论是功率还是声音性能都能够非常理想地与任意 EM Acoustics 扬声器相匹配。AD 及 AQ 系列功放具有极高的可靠性，而且

音质出众，能将 EM Acoustics 扬声器系统的潜力充分发挥。

这一系列目前包括三种型号，两种四通道的设计 (AQ-3 及 AQ-10)，还有一个两通道的设计 (AD-9)。

AQ-3 使用 MC2 的专利电流驱动输出级，而 AD-9 及 AQ-10 则是 D 级功放设计，能够提供相同尺寸及重量下最大的功率密度。 

所有三种型号都采用开关式电源供应，能够提供巨大的瞬态效应，而不会由于大量的功率积聚而产生可感知的低频下降。正是

这种供电能力，加上轻重量的铝制结构，使AD和AQ系列功放成为音乐会和巡回演出的理想之选。当然，它们用于固定安装应

用也同样出色。

电子产品

AQ-3的四通道功率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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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功放级别及通道：

输出功率：

THD :

增益/灵敏度：

频率响应：

功率消耗：

输入阻抗：

输入共模抑制比：

阻尼系数：

信噪比：

信号限幅器：

保护：

尺寸(高×宽×深, mm/ins): 

净重：

运输重量：  

AD-9两通道功放

技术参数

D级，2通道

2000W/ch @ 8 ohms, 4500W/ch @ 4 ohms, 8000W/ch @ 2 ohms

9000W @ 8 ohms (桥接), 16000W @ 4 ohms (桥接)

(使用1kHz连续正弦波测量)

D级，4通道

1150W/ch @ 8 ohms, 2250W/ch @ 4 ohms, 3200W/ch @ 2 ohms

4500W @ 8 ohms (桥接), 6400W @ 4 ohms (桥接)

(使用1kHz连续正弦波测量)

<0.08% @ 1kHz, <0.15% 20Hz - 20kHz(在低于最大输出功率1dB的情况下测量)

26 / 32 / 36dB，最大功率灵敏度：+16 / 10 / 6dBu

20Hz - 20kHz +/- 0.5dB

7.0A 标称@ 240V, 14.0A标称 @ 120V (带4 ohm负载)

20k ohms(有源平衡式)

> 60dB

400 (8 ohms / 1kHz)

好于105dB(未加权，22Hz - 22kHz)

在最大功率下工作以避免信号削波

输出短路电路，DC输出，过热，主电源浪涌控制

88/3.5 x482/18.9 x428/16.8 

11.8kg/26lbs

13.8/30.4lbs

THD :

增益/灵敏度：

频率响应：

功率消耗：

输入阻抗：

输入共模抑制比：

阻尼系数：

信噪比：

信号限幅器：

保护：

尺寸(高×宽×深, mm/ins):

净重：

运输重量：

功放级别及通道：

输出功率：

<0.15% @ 1kHz, <0.5% 20Hz - 20kHz(在低于最大输出功率1dB的情况下测量)

32/ 36 / 39dB，最大功率灵敏度：+13 / 9 / 6dBu

20Hz - 20kHz +/- 1.0dB

5.6A 标称@ 240V, 11.2A标称@ 120V (带4 ohm负载)

20k ohms(有源平衡式)

> 60dB

400 (8 ohms / 1kHz)

好于105dB(未加权，22Hz - 22kHz)

在最大功率下工作以避免信号削波

输出短路电路，DC输出，过热，主电源浪涌控制

88/3.5 x482/18.9 x 428/16.8

11.8kg/26lbs

13.8/30.4lbs

电子产品

AQ-10四通道功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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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放

技术参数

功放级别及通道：

输出功率：

THD :

增益/灵敏度：

频率响应：

功率消耗：

输入阻抗：

输入共模抑制比：

阻尼系数：

信噪比：

信号限幅器：

保护：

尺寸(高×宽×深, mm/ins):

净重：

运输重量：

AB级，4通道

725W/ch @ 8 ohms, 750W/ch @ 4 ohms

1500W @ 8 ohms (桥接)

(使用1kHz连续正弦波测量)

<0.008% @ 1kHz, <0.03% 20Hz - 20kHz (在低于最大输出功率1dB的情况下测量)

26 / 31 / 32dB，最大功率灵敏度：+11 / 6 / 5dBu

20Hz - 20kHz +/- 0.3dB

2.7A 标称@ 240V, 5.4A标称@ 120V (带4 ohm负载)

20k ohms(有源平衡式)

> 60dB

400 (8 ohms / 1kHz)

好于105dB(未加权，22Hz - 22kHz)

在最大功率下工作以避免信号削波

输出短路电路，DC输出，过热，主电源浪涌控制

88/3.5 x 482/18.9 x 428/16.8

10.6kg/23.3lbs

12.6/277lbs

2012 年 EM Acoustics 推出的最新产品是 AD 及 AQ 系列专业功放。这些功放是专门由英国的 MC2 Audio 设计及生产的，无

论是功率还是声音性能都能够非常理想地与任意 EM Acoustics 扬声器相匹配。AD 及 AQ 系列功放具有极高的可靠性，而且

音质出众，能将 EM Acoustics 扬声器系统的潜力充分发挥。

这一系列目前包括三种型号，两种四通道的设计 (AQ-3 及 AQ-10)，还有一个两通道的设计 (AD-9)。

AQ-3 使用 MC2 的专利电流驱动输出级，而 AD-9 及 AQ-10 则是 D 级功放设计，能够提供相同尺寸及重量下最大的功率密度。 

所有三种型号都采用开关式电源供应，能够提供巨大的瞬态效应，而不会由于大量的功率积聚而产生可感知的低频下降。正是

这种供电能力，加上轻重量的铝制结构，使AD和AQ系列功放成为音乐会和巡回演出的理想之选。当然，它们用于固定安装应

用也同样出色。

电子产品

AQ-3的四通道功率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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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功放级别及通道：

输出功率：

THD :

增益/灵敏度：

频率响应：

功率消耗：

输入阻抗：

输入共模抑制比：

阻尼系数：

信噪比：

信号限幅器：

保护：

尺寸(高×宽×深, mm/ins): 

净重：

运输重量：  

AD-9两通道功放

技术参数

D级，2通道

2000W/ch @ 8 ohms, 4500W/ch @ 4 ohms, 8000W/ch @ 2 ohms

9000W @ 8 ohms (桥接), 16000W @ 4 ohms (桥接)

(使用1kHz连续正弦波测量)

D级，4通道

1150W/ch @ 8 ohms, 2250W/ch @ 4 ohms, 3200W/ch @ 2 ohms

4500W @ 8 ohms (桥接), 6400W @ 4 ohms (桥接)

(使用1kHz连续正弦波测量)

<0.08% @ 1kHz, <0.15% 20Hz - 20kHz(在低于最大输出功率1dB的情况下测量)

26 / 32 / 36dB，最大功率灵敏度：+16 / 10 / 6dBu

20Hz - 20kHz +/- 0.5dB

7.0A 标称@ 240V, 14.0A标称 @ 120V (带4 ohm负载)

20k ohms(有源平衡式)

> 60dB

400 (8 ohms / 1kHz)

好于105dB(未加权，22Hz - 22kHz)

在最大功率下工作以避免信号削波

输出短路电路，DC输出，过热，主电源浪涌控制

88/3.5 x482/18.9 x428/16.8 

11.8kg/26lbs

13.8/30.4lbs

THD :

增益/灵敏度：

频率响应：

功率消耗：

输入阻抗：

输入共模抑制比：

阻尼系数：

信噪比：

信号限幅器：

保护：

尺寸(高×宽×深, mm/ins):

净重：

运输重量：

功放级别及通道：

输出功率：

<0.15% @ 1kHz, <0.5% 20Hz - 20kHz(在低于最大输出功率1dB的情况下测量)

32/ 36 / 39dB，最大功率灵敏度：+13 / 9 / 6dBu

20Hz - 20kHz +/- 1.0dB

5.6A 标称@ 240V, 11.2A标称@ 120V (带4 ohm负载)

20k ohms(有源平衡式)

> 60dB

400 (8 ohms / 1kHz)

好于105dB(未加权，22Hz - 22kHz)

在最大功率下工作以避免信号削波

输出短路电路，DC输出，过热，主电源浪涌控制

88/3.5 x482/18.9 x 428/16.8

11.8kg/26lbs

13.8/30.4lbs

电子产品

AQ-10四通道功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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