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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数字功放及线阵列音柱

HPA-350A/02

2 通道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

特性：
■

技术参数：

采用高能效的D类功放技术和开关电源技术，常规使用下的效率
超过80%

■

适应全球所有的电源网络，在任何地方即插即用

■

可使功放平稳、均匀地从电网获取能量，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

■

设备发热少，元件工作温度低，寿命长、可靠性高
节能环保，节约运营费用

■

有源功率因数校正，功率因数＞99%

■

多种工作模式：立体声、单声道、桥接模式

■

通过背面板开关切换工作模式

■

放大器增益3档可选（1 Vrms/30 dB/26 dB）

■

Peak/Signal/Thermal指示灯，用以指示峰值/信号/温度状态

■

配有卡侬头音频输入接口和Speakon音频输出接口

■

输入信号通过卡农公座可环出到下一台功放

■

保护功能完善：短路、直流、过温等保护，过载功率控制等

2×350 W （8 Ω/立体声）
2×595 W （4 Ω/立体声）
1×700 W （16 Ω/桥接）
1×1190 W （8 Ω/桥接）

电网的干扰，提高电网电能利用效率
■

额定功率
（THD=1%，1 kHz）

RMS输出电压
（THD=1%，1 kHz）
电压增益

53 V
36 dB

上升斜率（1 kHz，
旁路低通滤波器）

50 V/μs

输入灵敏度（额定输出
功率，1 kHz）

1 Vrms

THD+N（10%额定输出
功率，典型值）

0.02%

IMD-SMPTE（10%额定
输出功率，典型值）

0.05%

DIM30（10%额定输出功
率，典型值）

0.05%

串扰抑制（低于额定功
率，20 Hz - 1 kHz）

≥80 dB

频率响应（10%额定输出功

20 Hz:

率，8 Ω，20 Hz - 22 kHz）

22 kHz:

输入阻抗

0±1 (dB)
-3±1 (dB)

20 kΩ（平衡）
10 kΩ（非平衡）

阻尼系数（8 Ω，
20 Hz - 100 Hz）

≥300

信噪比（A计权，
20 Hz - 22 kHz）

≥105 dB

电源

100-240 VAC，50/60 Hz

温度

工作温度：0°C～+50°C
储存温度：-20°C～+70°C

湿度

储存、使用湿度：10%～90%

颜色

黑色

机箱尺寸
(宽×深×高，mm)
产品重量

485×358×45
5.0 kg

HPA-350A/02…………………………………………...............................................…………..……………2 通道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8 Ω，350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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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功放及线阵列音柱

HPA-450A/04

4 通道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

特性：
■

技术参数：

采用高能效的D类功放技术和开关电源技术，常规使用下的效率
超过80%

■

适应全球所有的电源网络，在任何地方即插即用

■

可使功放平稳、均匀地从电网获取能量，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

■

设备发热少，元件工作温度低，寿命长、可靠性高
节能环保，节约运营费用

■

有源功率因数校正，功率因数＞99%

■

多种工作模式：立体声、单声道、桥接模式

■

通过背面板开关切换工作模式

■

放大器增益3档可选（1 Vrms/30 dB/26 dB）

■

Peak/Signal/Thermal指示灯，用以指示峰值/信号/温度状态

■

配有卡侬头音频输入接口和Speakon音频输出接口

■

保护功能完善：短路、直流、过温等保护，过载功率控制等

4×450 W （8 Ω/立体声）
4×765 W （4 Ω/立体声）
2×900 W （16 Ω/桥接）
2×1530 W （8 Ω/桥接）

电网的干扰，提高电网电能利用效率
■

额定功率
（THD=1%，1 kHz）

RMS输出电压
（THD=1%，1 kHz）
电压增益

60 V
36 dB

上升斜率（1 kHz，
旁路低通滤波器）

50 V/μs

输入灵敏度（额定输出
功率，1 kHz）

1 Vrms

THD+N（10%额定输出
功率，典型值）

0.02%

IMD-SMPTE（10%额定
输出功率，典型值）

0.05%

DIM30（10%额定输出功
率，典型值）

0.05%

串扰抑制（低于额定功
率，20 Hz - 1 kHz）

≥80 dB

频率响应（10%额定输出功

20 Hz:

率，8 Ω，20 Hz - 22 kHz）

22 kHz:

输入阻抗

0±1 (dB)
-3±1 (dB)

20 kΩ（平衡）
10 kΩ（非平衡）

阻尼系数（8 Ω，
20 Hz - 100 Hz）

≥300

信噪比（A计权，
20 Hz - 22 kHz）

≥105 dB

电源

100-240 VAC，50/60 Hz

温度

工作温度：0°C～+50°C
储存温度：-20°C～+70°C

湿度

储存、使用湿度：10%～90%

颜色

黑色

机箱尺寸
(宽×深×高，mm)
产品重量

485×358×45
5.7 kg

HPA-450A/04…………………………………………...............................................…………..……………4 通道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8 Ω，450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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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功放及线阵列音柱

HCL-1200A 线阵列音柱
特性：
■

紧凑型设计，高保真音质

■

内置8个2.5英寸全频扬声器单元

■

高性能，宽频响：
预设定阻（8 Ω）和定压功率模式，输出音量更高
采用3级分频优化阵列整体频响，频响带宽更平直
最低频率可低至80 Hz

■

“人声”与“音乐”均衡模式可选

■

70V/100V定压功率模式和8 Ω定阻功率模式可选

■

覆盖角度：水平方向150°，垂直方向20°

■

专业级线阵列音柱，声场覆盖均匀，传声增益更高而不易啸叫，
解决有建声缺陷环境的扩声需求

■

箱体表面按国际防护等级标准IEC529 IP-54设计，经过防尘防水
防喷溅处理，适合户外应用

■

外壳为添加最大抗紫外线添加物的玻璃纤维ABS塑料

■

安装方式：壁挂式、支架式

概述：

技术参数：

HCL-1200A线阵列音柱，外形精致美观，采用紧凑型设计，由8
个扬声器单元竖向线性排列组成，音质自然高保真，中频饱满厚实，
高频清脆甜美、穿透力强。声场覆盖均匀且不易啸叫，可广泛应用于
会议室、报告厅、宴会厅、礼堂、教室等场所。

组成

8个2.5英寸全频扬声器单元

频率响应（-10 dB）

80 Hz ~ 18 kHz

覆盖角度

水平方向150°
垂直方向20°

HCL-1200A线阵列音柱具备高性能、宽频响特性，预设定阻（8 Ω）
和定压功率模式，输出音量更高，采用3级分频优化阵列整体频响，

灵敏度（2.83 V@1 m）

93 dB（人声模式）
89 dB（音乐模式）

频响带宽更宽更平直，最低频率可低至80 Hz。

标称阻抗
功率（8 Ω）

HCL-1200A线阵列音柱具备“人声”与“音乐”模式可选，既适
用于语言应用，又适合在音乐环境使用。“人声模式（Speech）”

8Ω
200 W（800 W峰值），2小时
120 W（480 W峰值），100小时

下对中频段输出进行提升，“音乐模式（Music）”下频响更为平直，

最大声压级

力求真实还原语言与音乐应用环境中的声音。

120 dB（人声模式）
117 dB（音乐模式）

70 V/100 V定压模式

HCL-1200A线阵列音柱适合户外应用，箱体表面按照国际防护等

60 W，30 W，15 W，7.5 W（仅70V），
8 Ω直通，开关切换

级标准IEC529 IP-54设计，经过防尘防水防喷溅处理，在户外流动使
均衡模式（人声vs音乐）

用时可应对意外的降雨天气，也可在湿度较高的潮湿环境中充分满足
扩声需求。

外壳

2.5-4 dB（@2-5 kHz）
防紫外线玻璃纤维ABS外壳，防锈铝材
面罩

户外防护能力

符合IEC529 IP-54国际防护等级标准，
配置防水插座

颜色
固定点
安装

黑色和白色可选
背板上设置8个M6螺丝孔
配可旋转/倾斜壁挂支架，可提供水平方
向±80°连续左右旋转，以及垂直方向
以5°步进方式的±15°倾斜

尺寸 宽×深×高(mm)

102×155×620

重量

5.3 kg

附件

可旋转/倾斜壁挂托架

HCL-1200A_B………………………………………........................................……………..……………线阵列音柱（8 Ω，200 W，定阻定压，黑色）
HCL-1200A_W…………………………………........................................…………………….....………线阵列音柱（8 Ω，200 W，定阻定压，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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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功放及线阵列音柱

HCL-1400A 线阵列音柱
特性：
■

紧凑型设计，高保真音质

■

内置16个2.5英寸全频扬声器单元

■

高性能，宽频响：
预设定阻（8 Ω）和定压功率模式，输出音量更高
采用多级分频优化阵列整体频响，频响带宽更平直
最低频率可低至80 Hz

■

“人声”与“音乐”均衡模式可选

■

70V/100V定压功率模式和8 Ω定阻功率模式可选

■

覆盖角度：水平方向150°，垂直方向角度可调

■

专业级线阵列音柱，声场覆盖均匀，传声增益更高而不易啸叫，
解决有建声缺陷环境的扩声需求

■

箱体表面按国际防护等级标准IEC529 IP-54设计，经过防尘防水
防喷溅处理，适合户外应用

■

外壳为添加最大抗紫外线添加物的玻璃纤维ABS塑料

■

安装方式：壁挂式、支架式

概述：
HCL-1400A线阵列音柱，外形精致美观，采用紧凑型设计，由16
个扬声器单元竖向线性排列组成，音质自然高保真，中频饱满厚实，
高频清脆甜美、穿透力强。声场覆盖均匀且不易啸叫，可广泛应用于
会议室、报告厅、宴会厅、礼堂、教室等场所。
HCL-1400A线阵列音柱具备高性能、宽频响特性，预设定阻（8 Ω）
和定压功率模式，输出音量更高，采用多级分频优化阵列整体频响，
频响带宽更宽更平直，最低频率可低至80 Hz。

技术参数：

HCL-1400A线阵列音柱具备“人声”与“音乐”模式可选，既适
用于语言应用，又适合在音乐环境使用。“人声模式（Speech）”
下对中频段输出进行提升，“音乐模式（Music）”下频响更为平直，

最大声压级

窄角：132 dB（人声模式）
129 dB（音乐模式）

力求真实还原语言与音乐应用环境中的声音。

宽角：129 dB（人声模式）

HCL-1400A线阵列音柱适合户外应用，箱体表面按照国际防护等

126 dB（音乐模式）

级标准IEC529 IP-54设计，经过防尘防水防喷溅处理，在户外流动使

70 V/100 V定压模式

用时可应对意外的降雨天气，也可在湿度较高的潮湿环境中充分满足

120 W，60 W，30 W，15 W（仅70V），
8 Ω直通，开关切换

扩声需求。

均衡模式（人声vs音乐）
外壳

技术参数：

2.5-4 dB（@2-5 kHz）
防紫外线玻璃纤维ABS外壳，防锈铝材
面罩

组成
频率响应（-10 dB）
覆盖角度

户外防护能力

16个2.5英寸全频扬声器单元

颜色

80 Hz ~ 18 kHz

固定点

水平方向：150°

安装

垂直方向

黑色和白色可选
背板上设置10个M6螺丝孔
配可旋转/倾斜壁挂支架，可提供水平方
向±80°连续左右旋转，以及垂直方向

窄角：15°

以5°步进方式的±15°倾斜

宽角：40°
灵敏度（2.83 V@1 m）

符合IEC529 IP-54国际防护等级标准

窄角：96 dB（人声模式）

尺寸 宽×深×高(mm)

93 dB（音乐模式）

重量

9.0 kg

宽角：93 dB（人声模式）

附件

可旋转/倾斜壁挂托架

102×155×1180

90 dB（音乐模式）
标称阻抗
功率（8 Ω）

8Ω
400 W（1600 W峰值），2小时
240 W（960 W峰值），100小时

HCL-1400A_B…………………………………...........................................……………..…………………线阵列音柱（8 Ω，400 W 定阻定压，黑色）
HCL-1400A_W…………………………...........................................……………….………………………线阵列音柱（8 Ω，400 W 定阻定压，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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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功放及线阵列音柱

HCL-1400 线阵列音柱
特性：
■

紧凑型设计，高保真音质

■

内置16个2.5英寸全频扬声器单元

■

高性能，宽频响：
定阻（8 Ω）功率模式，输出音量更高
采用多级分频优化阵列整体频响，频响带宽更平直
最低频率可低至80 Hz

■

“人声”与“音乐”均衡模式可选

■

覆盖角度：水平方向150°，垂直方向角度可调

■

专业级线阵列音柱，声场覆盖均匀，传声增益更高而不易啸叫，
解决有建声缺陷环境的扩声需求

■

箱体表面按国际防护等级标准IEC529 IP-54设计，经过防尘防水
防喷溅处理，适合户外应用

■

外壳为添加最大抗紫外线添加物的玻璃纤维ABS塑料

■

安装方式：壁挂式、支架式

概述：
HCL-1400线阵列音柱，外形精致美观，采用紧凑型设计，由16
个扬声器单元竖向线性排列组成，音质自然高保真，中频饱满厚实，
高频清脆甜美、穿透力强。声场覆盖均匀且不易啸叫，可广泛应用于
会议室、报告厅、宴会厅、礼堂、教室等场所。
HCL-1400线阵列音柱具备高性能、宽频响特性，定阻（8 Ω）功
率模式，输出音量更高，采用多级分频优化阵列整体频响，频响带宽
更宽更平直，最低频率可低至80 Hz。
HCL-1400线阵列音柱具备“人声”与“音乐”模式可选，既适
用于语言应用，又适合在音乐环境使用。“人声模式（Speech）”
下对中频段输出进行提升，“音乐模式（Music）”下频响更为平直，
力求真实还原语言与音乐应用环境中的声音。

技术参数：
最大声压级

窄角：132 dB（人声模式）

HCL-1400线阵列音柱适合户外应用，箱体表面按照国际防护等

129 dB（音乐模式）

级标准IEC529 IP-54设计，经过防尘防水防喷溅处理，在户外流动使

宽角：129 dB（人声模式）

用时可应对意外的降雨天气，也可在湿度较高的潮湿环境中充分满足

126 dB（音乐模式）

扩声需求。

均衡模式（人声vs音乐）
外壳

技术参数：

2.5-4 dB（@2-5 kHz）
防紫外线玻璃纤维ABS外壳，防锈铝材
面罩

组成
频率响应（-10 dB）
覆盖角度

户外防护能力

16个2.5英寸全频扬声器单元

颜色

80 Hz ~ 18 kHz

固定点

水平方向：150°

安装

垂直方向

灵敏度（2.83 V@1 m）

符合IEC529 IP-54国际防护等级标准
黑色和白色可选
背板上设置10个M6螺丝孔
配可旋转/倾斜壁挂支架，可提供水平方

窄角：15°

向±80°连续左右旋转，以及垂直方向

宽角：40°

以5°步进方式的±15°倾斜

窄角：96 dB（人声模式）

尺寸 宽×深×高(mm)

93 dB（音乐模式）

重量

9.0 kg

宽角：93 dB（人声模式）

附件

可旋转/倾斜壁挂托架

102×155×1180

90 dB（音乐模式）
标称阻抗
功率（8 Ω）

8Ω
400 W（1600 W峰值），2小时
240 W（960 W峰值），100小时

HCL-1400_B……………………….....…………………..................…………........................................……………线阵列音柱（8 Ω，400 W，黑色）
HCL-1400_W…………………………………....….....................…........................................………………………线阵列音柱（8 Ω，400 W，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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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功放及线阵列音柱

HCL-1800U+HCL-1800D 线阵列音柱
特性：
■

紧凑型设计，高保真音质

■

内置32个2.5英寸全频扬声器单元

■

高性能，宽频响：
定阻（4 Ω）功率模式，输出音量更高
采用多级分频优化阵列整体频响，频响带宽更平直
最低频率可低至80 Hz

■

“人声”与“音乐”均衡模式可选

■

覆盖角度：水平方向150°，垂直方向角度可调

■

专业级线阵列音柱，声场覆盖均匀，传声增益更高而不易啸叫，
解决有建声缺陷环境的扩声需求

■

箱体表面按国际防护等级标准IEC529 IP-54设计，经过防尘防水
防喷溅处理，适合户外应用

■

外壳为添加最大抗紫外线添加物的玻璃纤维ABS塑料

■

安装方式：壁挂式

概述：
HCL-1800线阵列音柱，外形精致美观，采用紧凑型设计，由32
个扬声器单元竖向线性排列组成，音质自然高保真，中频饱满厚实，
高频清脆甜美、穿透力强。声场覆盖均匀且不易啸叫，可广泛应用于
会议室、报告厅、宴会厅、礼堂、教室等场所。
HCL-1800线阵列音柱具备高性能、宽频响特性，定阻（4 Ω）功
率模式，输出音量更高，采用多级分频优化阵列整体频响，频响带宽
更宽更平直，最低频率可低至80 Hz。
HCL-1800线阵列音柱具备“人声”与“音乐”模式可选，既适

技术参数：

用于语言应用，又适合在音乐环境使用。“人声模式（Speech）”
下对中频段输出进行提升，“音乐模式（Music）”下频响更为平直，
力求真实还原语言与音乐应用环境中的声音。

最大声压级

窄角：135 dB（人声模式）
132 dB（音乐模式）
宽角：132 dB（人声模式）

HCL-1800线阵列音柱适合户外应用，箱体表面按照国际防护等
级标准IEC529 IP-54设计，经过防尘防水防喷溅处理，在户外流动使

129 dB（音乐模式）

用时可应对意外的降雨天气，也可在湿度较高的潮湿环境中充分满足

均衡模式（人声vs音乐）

扩声需求。

外壳

2.5-4 dB（@2-5 kHz）
防紫外线玻璃纤维ABS外壳，防锈铝材
面罩

技术参数：

户外防护能力
组成

频率响应（-10 dB）
覆盖角度

颜色

32个2.5英寸全频扬声器单元

固定点

80 Hz ~ 18 kHz

黑色和白色可选
背板上设置8个M6螺丝孔用于安装连接
铝片，再将铝片与安装支架连接

水平方向：150°
安装

垂直方向

灵敏度（2 V@1 m）

符合IEC529 IP-54国际防护等级标准

配可旋转/倾斜壁挂支架，可提供水平方

窄角：15°

向±80°连续左右旋转，以及垂直方向

宽角：30°

以5°步进方式的±15°倾斜

窄角：95 dB（人声模式）

尺寸 宽×深×高(mm)

92 dB（音乐模式）

重量

9.0 kg

宽角：92 dB（人声模式）

附件

音柱连接铝片，可旋转/倾斜壁挂托架

102×155×2360

89 dB（音乐模式）
标称阻抗
功率（4 Ω）

4Ω
800 W（3200 W峰值），2小时
480 W（1920 W峰值），100小时

HCL-1800U_B + HCL-1800D_B…...…...........………..................…........................................……………………线阵列音柱（4 Ω，800 W，黑色）
HCL-1800U_W + HCL-1800D_W…....………...........………........................................…………………...............线阵列音柱（4 Ω，800 W，白色）

14.7

数字功放及线阵列音柱

CBL-SPK 音箱线
特性：
■

用于HCL-1200系列和HCL-1400系列线阵列音柱的音频传输

■

305米/卷

■

重量：14 kg/卷

■

颜色：珍珠白

CBL-SPK……………….………………………... 音箱线（适用于 HCL-1200 系列和 HCL-1400 系列线阵列音柱，305 米/卷，珍珠白，单位：米）

CBL-SPK3 音箱线
特性：
■

用于HCL-1800U+HCL-1800D线阵列音柱的音频传输

■

150米/卷

■

重量：18 kg/卷

■

颜色：白色

CBL-SPK3…………………………………………....………...音箱线（适用于 HCL-1800U+HCL-1800D 线阵列音柱，150 米/卷，白色，单位：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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