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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国力素 PS系列 音箱在面世超过十五年,其间,一直带领着高输出,小巧紧凑
型箱体音箱的领域,并树立为业界标准. 现在力素再把指标提升, 新的 PS R2
系列音箱不单只承继前者的高超性能, 在承受功率和频宽上有很大的突破,能
广泛地应用于各类固定安装工程和流动演出项目,突显其多功能和超值的地方.

全球共有超过200,000只力素 PS系列音箱 正日以继夜,可靠地为需要大声压,
线性频响,紧凑型音箱系统的客户服务. 力素新一代的 PS R2系列 拥有比PS
系列高5dB的声压值. 系列由三套可拓展组合的形号组成,全都是可快速简易
地配置为:主扩声、表演台反送监听、大型演出系统的侧/后场/台唇等补声,
也可于固定安装工程作垂直和水平的吊挂.

PS RS音箱系列 提供给客户一个完美的整合音箱系统解决方案,包含的技术有
突破性的换能器、波导管和独特创新的箱体设计.全新专用的TD处理器采用策
略性均衡控制来保证频响的伸延,声压的水平和高程度的音箱保护.



力素 PS R2 音箱系列

应用范围

PS R2 的核心技述为力素专有的非对称扩散恒定指向性号角设计,
用户能快速的把号角旋转设置,使系统主要能量投放在听众区(或
当作表演台反送时投向表演者作监听).PS R2系统 的多才多艺使
它能广泛地适用于大多数用途, 而无需在性能上作任何的折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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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S R2号角 阔扩散面上,有一个贴纸用作分辨两种配置的方位. 贴纸的箭嘴指着号角的阔扩散面.
使用者只需根据箭嘴所指为需要较宽覆盖的一面, 而远距离覆盖需较狭方向便可.

满意的聆听感受,很多时需设定扩声系统对表演台前的听众,作短、阔面的覆盖, 或者设定对场
地后区长、狭面覆盖, 两者之间需作出一些折衷. 同样的, 作为表演台反送监听的覆盖时, 当
监听者靠立近反送音箱时,一般需要较阔的覆盖面,而离开较远时则需狭一些. PS R2 系列音箱
的非对称号角设计,在轴线中位成了上狭下阔的垂直覆盖,正好解决以上问题. 而更改号角方位
只需:拆开面板、拧开号角螺丝、把号角旋转至所需最佳方位、最后把所有归位.全部工序只需
数分种. PS R2 作主扩声系统时,适当的设置会减小很多的反射波和房间噪声量.  作为表演台
反送时, 可把更多反送音频投向监听者位置.

PS R2系列 设定作一般主扩声(FOH)用途时,于
垂直轴线上0°-25°水平覆盖为50°.号角旋转后
可把覆盖扩散至垂直轴线下0°-50° ,此时水平覆
盖为100° . 如此配置,可使远方垂直覆盖收窄.

PS R2系列 配置作反送监听用途时,于垂直轴线
上0°-30°, 水平覆盖为100° ,而在垂直轴线下0°-
25°时,水平覆盖收窄至50° ,方便监听者可在反送
较远距离作监听.



力素 PS R2 音箱系列

NXAMP 4x4 带功率放大TD处理器

固定安装工程, 可采用模拟TD处理器作准确稳定的高输出重播.而流动演出
的用户,采用拥有大量非常合适,兼即选即用预设的, NXAMP带功率放大TD
处理器(NEXO NXAMP Powered TDControllers),最为合适(请参考本册23页).

PS R2 系列 拥有全线能广泛性应用的吊挂与安装硬件 (参考本册20/21页),
这些配件的设计,均是力素30多年来支援流动演出音响系统累积的经验和心
得. 另外力素也为系统工程商发展了全线齐备的 PS R2 固定安装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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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系列音箱之性能和高可靠度的口碑, 是过去十数年无数个系统日夜辛劳无
误地为用户服务而建立的. PS R2系列音箱,制造于法国力素崭新建立的超高
新科技厂房,以产品的长期稳定性和低误率为目标,使用高精准生产标准和先
进推动器保护科技, 确保不仅能承接 PS系列的口碑, 绝对在各方面超越之.

租赁演出收益

系统买入价
最终卖走价格

这只第一代PS15音箱购买于
1995年, 替演出租赁公司服
务了11年而从未发生过故障,
最终在2006年高价格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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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8音箱

PS8

PS8

跟PS10‐R2和PS‐15‐R2一样,使用了力素
专有的恒定指向性非对称扩散角号, 在
应用上有很大的弹性, 用家可以很容易
改变角号的4个90°方位. 因应用途,角
号耦合出独特的渐进式水平50°-100°
和垂直55°扩散, 选用最适当的水平或
垂直方位来作扩声或反送的覆盖. PS8,
2路全频8Ω的设计, 可简单的使用单功
放通道来达到一般双功放推动(bi‐amped)
的性能, 从而减低系统的成本,重量和复
杂程度. PS8使用了新的金属面网设计,
令音箱作表演台反送时更耐用.

·流动演出和固定安装项目如会所,
  影音, 剧场, 广播等的主扩声系统
·会所,影音,剧场和广播等场地所需
  的高质素, 小巧紧凑箱体监听系统
·支援大形演出系统所需的各类补
  声：近场,台唇和包厢席底等
·对音乐重播有严格要求的销售店主
  扩声或背景音乐系统
·任何对磁场极敏感但又需要高性能
  大功率伴音系统在旁的视频仪器

PS8水平覆盖,+25°

PS8水平覆盖,0°

PS8水平覆盖,-25°

法国力素 PS R2 音箱系列- PS8

·高功率系统(125dB峰值声压@
   1m),使用新的低磁辐8寸(低频)
  和1寸(高频)钕金属单元,因此
  重量轻(7.5kg,16.5lbs)及漏磁量
  极轻微
·可旋转,非对称角号和独特箱体
  构造适合多元化的用途.用家可
  轻易配置为主扩声或监听使用
·2路全频8Ω的设计使用一个功
  放通道来推动, 安装经济简易.
·先进的电子处理保证系统操作
  的线性和可靠度. 备有全线各
  类安装和吊挂配件.

这2路全频音箱系统有一个长冲程钕金属
8寸单元,和一个1寸压缩高频推动加低失
真,恒定指向性非对称扩散角号来耦合.
系统的水平覆盖由50°-100°, 垂直覆盖为
+25°和-30°,使用者可因应需要把角号旋转
到四个方位之一.系统的Q值为10,频率在
1.8kHz以上时,指向性指数为10. 标称灵
敏度为96dB;宽频时为94dB.使用NXAMP4x1,
NXAMP 4x4,PS8TD处理器或NX242加适当的
功率放大器,可输出达200-500W/8Ω(标称)
负载,系统最高声压可达122-125dB．频响
为69Hz-19kHz±3dB(62Hz-20kHz±6dB).
系统还包括一个全频式电子分音.接线座为
两个SPEAKON NL4AMP 4针插座.系统拥有一
个长方形的声学调谐出气口,箱体由18层波
罗的海桦木所建做,涂上黑色的防刮表层.
外围尺寸为406mm高 x250mm宽 x219mm深
(16寸高 x9.8寸宽 x8.6寸深).重量为7.5
kg(16.8磅).箱体设一个35mm插柱孔.外接
吊挂点3个(顶部2个,底部1个),6个侧面吊
挂点.箱体两外侧有金属板,给于通用的柱
锁式插入外接吊挂或固装配件.箱体内组
件由一片多通孔的钢质金属面罩保护著.
这系统称为力素PS8配PS8TD处理器, 或
NXAMP 4x1,或NXAMP 4x4,或 NX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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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功率的LS400超低音箱(131dB
  峰值声压@1m),使用12英寸低磁
  幅,极微漏磁的钕金属推动单元.
  重量只有(14.6Kg , 32lbs)
·把PS8音箱系统频响低延至40Hz
·先进的电子处理器确保系统操作
  的线性和可靠度
·箱体的插柱孔可支撑单只或2只

PS8音箱

LS400

这超低频音箱系统有一磁场遮屏的长
冲程钕金属12寸超低频单元.标称灵
敏度为99dB.使用NXAMP4x1,NXAMP4x4,
PS8TD处理器或NX242加适当的功率放
大器, 可输出达300-700Watts于6Ω
(标称)负载,系统最高声压可达128dB
-131dB.频响为43Hz-120Hz±3dB(40
Hz-140Hz±6dB). 系统还包括一个有
源电子分音. 接线座为两个SPEAKON
NL4MP4针插座.
系统拥有一个长方形声学调谐的出气
口,箱体由18层波罗的海桦木所建做,
涂上黑色的防刮涂层. 外围尺寸为
338mm高 x500mm宽 x406mm深(13.3寸
高 x19.7寸宽 x19寸深).重量为14.6
kg(32.7磅).箱体设1个35mm插柱孔.
这系统称为力素LS400配PS8TD处理器,
或NXAMP4x1,或NXAMP4x4或 NX242.

LS400

LS400 PS8 40Hz
131dB

12 LS400

单只LS400一般与2只PS8音箱组合使用,当然也可以增加音箱数
量来增强低频的力量.PS8TD处理器整合了全频和低频合并讯号
给输出插座(PS8与LS400),使系统接驳更简化和容易使用．

LS400频响

PS8 + LS400频响

LS400内阻

PS8 + LS400内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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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8系统配置

PS8 TD处理器
PS8TD处理器 是一种先进的模拟处理器,它使小巧紧凑的 PS8
全频音箱匹配 LS400 超低成为优越性能的系统. PS8TD 为PS8
和 LS400 提供分频、功放的检测和系统的均衡调整等服务.
PS8TD 有两个输入三个输出:左、右和合并的低频讯号, 有利简
化系统和减低安装的成本.

与所有力素处理器一样,PS8TD 使用内设预选的压控均衡 VCEQ
提供精准的动态、音圈温度和纸盘推挽冲程的保护,策略性地只
在某些必需的频率作出适当的衰减.

系统配置(例2):PS8/LS400 + PS8TD处理器系统配置(例1):PS8/LS400 + NXAMP 4x1

法国力素 PS R2 音箱系列- PS8

·专为 PS8 / LS400 系统设计
  的精密线路, 提升系统的声
  压和操作的稳定性
·由伺服操控 VCEO 模组电
  路提供准确的动态控制以
  保持系统频谱表现的均衡性
·PS8TD 有两个输入三个输出.
  单机可处理多组PS8和LS400
·显示状态和运作的指示灯

PS8TD

1U高的PS8TD,可以被配置为混合的2个输入和3个输出,每输出均提供给力素PS8产品
分频,参数均衡,中频滤波限幅器和延时功能. 这仪器拥有电子平衡的模拟输入和输
出．所有分频点,保护参数和均衡参数均是厂方预设,不可以改动. 处理器必需实
时操控音箱的温度和推挽的冲程.保护策略必需是自我选择性的,声音无明显改变地
使PS8不超越音箱系统所设计的临界点.处理器需有3个功放的反馈输入,使之可以实
时感应功放的即时输出电压作出保护.最大输入讯号于后面板选增益为0dB及噪音底
层低于-100dB时为22dBu,CMRR 90dB@1kHz. 后面板有一个3位置增益的选择制, 可选
功放增益为-6/0/+6dB,其输出对应增益为+22/+16/+10dBm于600Ω负载. 面板LED指
示灯能显示的状态:电源开关(绿色), 功放感应和顶峰(绿与红色), 温度与推挽冲程
(黄色),LS400超低频冲程保护(黄色).机身为黑漆,钢金属做.电源为110-220VAC,50-
60Hz. 后面板有地线切换制.本1U高的仪器重量为2.9kg(6.4bs). 外围尺寸宽483mm
(19寸) x高44mm(1.75寸) x深165mm(6.4寸). 本处理器称为力素PS8TD.
本机器乎合: UL国际电器标准; 基于欧联EI60065的国际电器标准(CB scheme);
欧联电磁量标准EN55013,EN55020和FCC条例第十五部乙类.
任何整合式音箱处理器如能在独立实验室测试中通过或超越以上的指标均可接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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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单只8寸(20cm)磁场遮屏钕金属
   8Ω推动器.单只1寸喉径磁场遮
   屏钕金属高频推动+低失真恒定
   指向性非对称扩散角号
高x宽x深  406mm x250mm x219mm
重量   净重7.5kg
接头   2个NL4AMP SPEAKON 4针插座
造料   多层波罗的海桦木. 防刮黑色
   涂层
标准固件  手挽:前方暗灰色注模式金属网
   吊点与固定安装配件:箱体侧板
   通用柱锁式插入的外接配件
企立固件  1个标准35mm插柱孔

单元    单只12”(30cm)超低频.磁遮
    屏钕金属长冲程6Ω推动器
高x宽x深    338mm x500mm x406mm
重量    净重19.5kg
接头    2个NL4AML SPEAKON 4针插座
造料    多层波罗的海桦木，防刮黑色
    涂层
手挽    2个，与箱体整合
标准固件    1个标准35mm插柱孔.可支撑单
    只或两只PS8音箱

音频输入 2个非浮动差动式输入(左,右声道)
  50kΩ. 2个XLR-3F插座
感应输入 三个功放感应输入(PS8左与右,LS400).
  400kΩ. 6头接驳排终端头
音频输出 左与右音频输出. 平衡,非浮动式，
  51Ω, 共2个XLR-3M插座.
  一个单声道(左+右)LS400音频输出.
  非浮动式平衡51Ω. 共1个XLR-3M
控制  增益选择按钮(于后面板).3个功放增
  益选择:-6/0/+6dB. 峰值限制微调
  (600W-200W/8Ω)/ 低频交叠/分频和
  低频增益控制(±6dB)
指示灯 音箱保护LED灯,功放感应和顶峰LED灯
  有源/全频LED灯和电源LED灯
箱体尺寸 1U高, 19寸仪器柜宽, 165mm深
重量  净重2.9kg

频响(a)     69Hz-19kHz ±3dB
可用频宽@-6dB(a)   62Hz-20kHz
灵敏度 1W@1m(b)   标称值96dB声压;
      宽频94dB声压
标称峰值声压@1m(b)  122-125dB峰值
高频扩散     水平:50°-100°
      垂直55°
      4个方位可旋转角号
指向性     Q:10(标称),f>1.8kHz
      DI:10dB(标称)
分频点     2.5kHz
标称内阻     8Ω
推荐功放     200W-500W/8Ω

频响(a)    43Hz-120Hz ±3dB
可用频宽@-6dB(a)   40Hz-140Hz
灵感度1W@1m 标称值99dB声压
标称峰值声压@1m(b)  128dB-131dB峰值
    (300-700W RMS功放)
分频点              PS8TD有源分频@120Hz
标称内阻    6Ω
推荐动放     300-700Wwatts/4Ω

输入水平   最高+22dBm.CMRR90dB@1kHz(常規徝)
输出水平   +22/+16/+10dBm(常規值)于600Ω负
    载,后面板增益相对选择-6/0/-6dB
噪声    -90/-96/-100dBm相对+6/0/-6dB后
           面 板增益选择(22Hz-22kHz,无权重)
总谐波失真 一般<0.05%@1kHz于+10dBm输出时
动态范围   111dB无權重(THD+N在-60dBr正弧波
    @1kHz,相对最高输出
交互    104dB
濾波与均衡 左与右:低通12dB/音程;高通12dB/
                  音程(分频或交叠).4个參数
                  均衡器,全部參数厂方预設.
保护    VCA温度.(超低,左与右),VCEO(低频
           和 超低频),(峰值限制所有通道).功
           率 压缩调整.
电源    100-250V(长期性), 50/60Hz.功率:
           9W. 峰涌电流0.5A. 地线提切开关
电氣規格   遵協73/23/EEC & 89/336/EEC安全
    規格指引.另(EN60065-1998,EN55103
    -1996)CB scheme和cULus認証在測.

电子处理器   PS8TD处理器是为精确匹配PS8和LS400而设计,内置了高级的保护系统.如果使用PS-R2系列音箱而不适当配接处理器. 不仅音质变差, 更可能
    会导致某些元件受损. 产品保修约定亦会因此失效.PS8与LS400音箱均可使用 NXAMP4x1 或 NXAMP4x4 带处理器功放
角号扩散的配置  拿下面板和角号镙丝后,高频角号可以旋转来配置成4个方位之一
超低频 PS8可以不配用LS400超低而单独使用.当使用PS8TD或NX242,或NXAMP与PS8全频加LS400超低时,可组成两路有源的系统. 单只LS400一般匹配2
 只PS8作组合, 也可增加一只LS400加强低频的效果.
音箱接线方法  PS8:  2(-)/2(+);  LS400:  1(-)/1(+).
    产品可以由箱体的SPEAKONS作导通(loop through),使用一条4蕊音箱电缆作2只PS8 + 1只LS400的接驳而无分接序.

基于力素是不断会对产品作出升级，所以必需保留对产品指标及参数作出更改的权利，

(a) 频响曲线与数据:   PS8 + PS8TD作消声室远场测试. LS400 + PS8TD作消声室半场辐射测试
(b) 灵敏度及峰值声压数据： 依测试讯号的频谱分布和占峰比所决定．用限定的频段粉红噪声来测试．标称参考于人声音段（300Hz-3kHz）．
       频宽参考于指定的±3dB范围内．数据只适用于音箱 + 处理器 + 指定功放的组合用．峰值声压是指定功放刚于削峰时所得出
(c) 指向曲线与数据：   参数由计算机运算于离轴响应曲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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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0‐R2音箱

PS10‐R2 132dB
1250Watts PS10TD ‐R2

NXAMP TD PS10‐R2

力素专有的恒定指向性非对称扩散
角号, 箱体构造和重量的平衡给于
PS10‐R2在应用上有很大的弹性.设
计上考虑到在严格要求的主扩声或
反送监听系统里单箱作业的性能.
PS10‐R2还有左,右镜像对称的形号
可选,使PS10‐R2可作真正立体声对
称镜像反送监听使用. PS10‐R2,2路
全频8Ω的设计, 可简单的使用单功
放通道来达到双功放推动(bi‐amped)
的性能, 从而减低系统的成本,重量
和接线复杂程度. PS10‐R2箱体设有
一个标准插柱孔, 利用一个适配硬
件可兼容力素PS‐R2系列里大量的流
动演出和固定安装配件.

·流动演出和固定安装的使用.项
  目如会所,影音,剧场,广播等的
  扩声和高质素反送监听系统.
·作为大形演出系统如力素Alpha,

GEO等所需的补声乐统,需求严格
  的补声如:两侧面: 后场区,台唇
  前区,主系统前场区等.

PS10-R2水平覆盖,+25°

PS10-R2水平覆盖,-25°

PS10-R2水平覆盖,0°

法国力素 PS R2 音箱系列- PS10‐R2

·高功率系统(132dB峰值声压
   @1m). 使用新的10寸(低频)
  和1寸(高频)钕金属单元
·可旋转,非对称角号和独特箱
  体构造适合多元化的用途
·用家可轻易配置为主扩声或
  反送监听使用
·2路全频8Ω的设计使用一个
  功放通道来推动,因此安装简
  易便宜
·先进的电子处理保证系统操
  作的线性和可靠度
·设有全线各类安装和吊挂配
  件的支援

这2路全频音箱系统有一个长冲程钕金属
10寸单元,和一个1寸压缩高频推动加低失
真,恒定指向性非对称扩散角号. 系统的
水平覆盖由50°-100°,垂直覆盖为+25°
和-30°,使用者可因应需要把角号旋转到
四个方位之一. 系统的Q值为16, 频率在
2kHz以上时;指向性指数为12.标称灵敏度
为99dB; 宽频时为97dB. 使用NXAMP4x1,
NXAMP4x4,PS10TD处理器-R2或NX242加适
当的功率放大器,可输出达500-1250W/8Ω
(标称)负载, 系统最高声压达129-132dB,
频响65Hz-20kHz±3dB(58Hz-21kHz±6dB)
系统还包括一个全频式电子分音.接线座
为两个SPEAKON NL4AMP 4针插座.系统拥
有一个长方形声学调谐的出气口,箱体由
18层波罗的海桦木所建做,涂上黑色的防
刮表层.  外围尺寸为515mm高 x316mm宽
x277mm深(20.28寸高 x12.4寸宽 x10.9
寸深).重量为14kg(31磅).箱体设一个35
mm插柱孔.箱体外侧有金属板给于柱锁式
插入的外接配件,2个吊挂接驳点,箱体内
组件由一片多孔的钢质金属面罩保护著.
这系统称为力素 PS10-R2 配 PS10TD处
理器-R2,或NXAMP4x1或NXAMP4x4或NX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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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600频响

PS10-R2 + LS600频 响

LS600内阻

PS10-R2 + LS600内阻

LS600

·高功率(138dB峰值声压@1m),
15寸长冲程的超低频推动单元

·使 PS10‐R2 系统频响低延至
    38Hz.
·先进的电子处理保证了系统操
  作的线性和可靠度
·内置插柱孔可支撑单只或2只

PS10‐R2音箱

单只 LS600 一般与2只 PS10‐R2 箱组合使用,当然也可以增加音
箱来增强低频的力量.PS10TD处理器‐R2 整合了全频和低频合并
讯号给输出插座(PS10‐R2 与 LS600),使系统连接更简化和容易
使用．

LS600 138dB LS600
PS10‐R2 38Hz

LS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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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0TD处理器‐R2
PS10TD ‐R2 PS10‐R2

LS600 PS10TD ‐R2
PS10‐R2 LS600
PS10TD ‐R2

与所有力素处理器一样, PS10TD处理器‐R2 使用内设预选的压控
均衡 VCEQ 提供精准的动态、音圈温度和纸盘推挽冲程的保护,
策略性的只在某些必需的频率作适当的衰减

PS10‐R2 系统配置

法国力素 PS R2 音箱系列- PS10‐R2

PS10TD -R2

·专为 PS10‐R2 / LS600 系统设
  计的精密线路.提升系统的声压
  和操作的稳定性
·由伺服操控 VCEO 模组电路提
  供准确的动态控制以保持系统
  频谱表现的均衡性
·PS10TD处理器‐R2 有两个输入
  和三个输出,单机可处理多组的
   PS10‐R2 和 LS600
·显示状态和运作的指示灯

1U高的PS10TD处理器-R2, 可以被配置为混合的2个输入和3个输出, 每输出均提供给力素
PS10-R2产品分频, 参数均衡, 中频滤波限幅器和延时功能. 这仪器拥有电子平衡的模拟
输入和输出．所有分频点,保护参数和均衡参数均是厂方预设,不可以改动. 处理器必需
实时操控音箱的温度和推挽的冲程. 保护策略必需是自我选择性的, 声音无明显改变地使
PS10-R2不超越音箱系统所设计的临界点. 处理器需有3个功放的反馈输入, 使之可以实时
感应功放的即时输出电压作出保护. 最大输入讯号为22dBu,CMRR 70dB @1kHz 及 THD+N为
0.05%@1kHz于18dBm输出.  后面板有一个3位置增益的选择制,可选功放增益为-6/0/+6dB.
输出对应-6/0/+6dB的增益为+22/+26/+10dBm于600Ω负载. 面板LED指示灯能显示的状态:
电源开关(绿色),功放感应和顶峰(绿与红色),温度与推挽冲程(黄色),LS600超低频冲程保
护(黄色). 机身为黑漆,钢金属做.电源为110-220VAC,50-60Hz.后面板有地线切换制.
本1U高的仪器重量为2.9kg(6.6lbs).外围尺寸宽483mm(19寸) x高44mm(1.75寸) x深190mm
(7.5寸). 本处理器称为力素PS10TD处理器-R2. 本机器乎合: UL国际电器标准; 基于欧联
EI60065的国际电器标准(CB scheme);欧联电磁量标准EN55013,EN55020和FCC条例第十五部
乙类.任何整合式音箱处理器如能在独立实验室测试中通过或超越以上的指标均可接纳使用.

系统配置(例2):PS10‐R2/LS600 + PS10TD处理器‐R2系统配置(例1):PS10‐R2/LS600 + NXAMP 4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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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输入 2个非浮动差动式输入(左,右声道).
         36kΩ. 2个XLR-3F插座
感应输入 三个功放感应输入(PS10-R2左与右
         LS600). 150kΩ. 6头接驳排终端头
音频输出 左与右音频输出. 平衡,非浮动式，
         50Ω, 2个XLR-3M插座
  一个单声道(左+右)LS600音频输出.
         电子式平衡50Ω. 1个XLR-3M
控制  增益选择按钮(于后面板). 3个功放
         增益选择:-6/0/+6dB. 分频入切和
  低频增益控制
指示灯 音箱保护LED灯,功放感应,顶峰LED
  灯和电源LED灯
箱体尺寸 1U高, 19寸仪器柜宽, 190mm深
重量  净重2.9kg

单元    单只15寸(38cm)超低频,钕金属长
    冲程8Ω推动器
高宽深   435mm x688mm x528mm
重量    净重30kg
接头    2个NL4AMP SPEAKON 4针插座
造料    多层波罗的海桦木,防刮黑色涂层
手挽    2个整合于箱体
吊挂接驳   单金属片接驳多种吊挂配件
标准固件   1个标准35mm插柱孔可支撑1只
    PS10-R2音箱

单元  单只10寸(20cm)磁场遮屏钕金属8Ω
  推动器
         单只1寸喉径高频推动+低失真恒定
  指向性非对称扩散角号
高宽深 515mm x316mm x277mm
重量  净重14kg
接头  2个NL4AMP SPEAKON 4针插座
造料  多层波罗的海桦木,防刮黑色涂层
手挽  2个陷入口袋式金属手挽于箱体
面罩  前方注模式暗灰色金属网
吊点  箱体侧板使用柱锁式插入的外接配件
标准固件 1个标准35mm插柱孔

频响(a)   65Hz-20kHz ±3dB
可用频宽@-6dB@ 58Hz-21kHz
灵敏度 1W@1m(b) 标称值99dB声压
                 宽频97dB声压
标称峰值声压@1m(b)129-132dB峰值
高频扩散   水平:50°-100°x 垂直
    55°;4个方位可旋转角号
指向性   Q:16(标称),f>3kHz;
                  DI:12dB(标称)
分频点   2kHz
标称内阻   8Ω
推荐功放   500W-1250W/8Ω

频响(a)     40Hz-110Hz ±3dB
可用频宽 @-6dB(a)   38Hz-120Hz
灵敏度1W@1m(b)   标称值101dB声压
标称峰值声压@1m(b)  135-138dB峰值
分频点     在PS10TD-R2作有源
                    分频于120Hz
标称内阻     8Ω
推荐功放     1000-2000Watts/8Ω

输入水平  最高+28dBm于600Ω
输出水平  最高+20dBm; +19dBm于1kΩ
噪声   -88dBm(22Hz-22kHz.无权重)
总谐波失真 正常值<0.03%, 一般0.05%于
              +18dBm输出时
电源   100-220V(机内跳线), 50/60Hz.
              地线提切开关(背板上)

电子处理器   PS10TD处理器-R2是为精确匹配PS10-R2和LS600而设计,内置了高级的保护系统.如果使用PS-R2系列音箱而不适当配接处理器.不仅音质变差,
    更可能会导致某些元件受损. 产品保修约定亦会因此失效. PS10-R2与LS600音箱均可使用 NXAMP4x1 或 NXAMP4x4 功率放大处理器
角号扩散的配置  拿下面板和角号镙丝后,高频角号可以旋转来配置成4个方位之一
超低频 PS10-R2可以不配用LS600超低而单独使用.当使用PS10TD处理器-R2 或 NX242,或 NXAMP 与 PS10-R2 全频加LS600超
                    低时,可组成两路有源的系统. 单只LS600一般匹配2只PS10-R2作组合, 也可增加一只LS600加强低频的效果.
音箱接线方法  PS10-R2:  2(-)/2(+);  LS600:  1(-)/1(+).
    产品可以由箱体的SPEAKONS作导通(loop through),使用一条4蕊音箱电缆作2只PS10-R2 + 1只LS600的接驳而无分接序.

基于力素是不断会对产品作出升级，所以必需保留对产品指标及参数作出更改的权利，

(a) 频响曲线与数据:   PS10 + PS10TD处理器-R2 作消声室远场测试. LS600 + PS10TD处理器-R2 作消声室半场辐射测试
(b) 灵敏度及峰值声压数据： 依测试讯号的频谱分布和占峰比所决定．用限定的频段粉红噪声来测试．标称参考于人声音段（300Hz-3kHz）．
      频宽参考于指定的±3dB范围内．数据只适用于音箱 + 处理器 + 指定功放的组合用．峰值声压是指定功放刚于削峰时所得出
(c) 指向曲线与数据：   参数由计算机运算于离轴响应曲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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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5‐R2音箱

PS15‐R2 136dB
2000Watts PS15TD

‐R2 NXAMP TD PS15‐R2

力素专有的恒定指向性非对称扩散
角号, 箱体建构和重量的平衡给于
PS15‐R2在应用上有很大的弹性.设
计上考虑到在严格要求的扩声或反
送监听系统作单箱作业的性能.
PS15‐R2还有左,右镜像对称的形号
可选,使PS15‐R2可作真正拥有立体
声对称镜像的反送监听使用.
PS15‐R2,2路全频8Ω的设计,可简
单的使用单功放通道来达到一般双
功放推动(bi‐amped)的性能,从而减
低系统的成本,重量和复杂程度.
PS15‐R2箱体设有一个标准插柱孔和
可使用一个适配硬件来兼容力素大
量的流动演出和固定安装配件.

．高功率流动演出, 固定安装项目
  如会所, 影音, 剧场, 广播等的
  主扩声系统
．影音, 剧场, 歌舞厅, 广播等使
  用的高质素高功率的表演台反送
  监听系统
．作为大形演出系统所需的补声如
  表演台两侧面, 台唇前, 后场区,
  主系统下前场区和近场的增补等

PS15-R2水平覆盖,+25°

PS15-R2水平覆盖,0°

PS15-R2水平覆盖,-25°

·高功率系统(136dB峰值声压
@1m).使用新的15寸低频单

  元和2寸高频推动单元
·可旋转,非对称角号和独特
  箱体构造可多元化的用途.
  用家轻易配置为主扩声或监
  听使用
·用家可因应需要配置PS15‐R2
  为全频或更细致的有源模式
  来使用
·先进的电子处理保证系统操
  作的线性和可靠度
·设有全线各类安装和吊挂配
  件的支援

这2路全频音箱系统有一个15寸单元,和
一个2寸压缩高频推动加低失真,恒定指
向性非对称扩散角号. 系统的水平覆盖
由50°-100°,垂直覆盖为+25°和-30°
使用者可因应需要把角号旋转到四个方
位之一. 系统的Q值为16, 频率在1.5kHz
以上时;指向性指数为12. 标称灵敏度为
102dB; 宽频时为99dB. 使用NXAMP 4x1,
NXAMP 4x4, PS15TD处理器-R2或 NX242
加适当的功率放大器, 可输出达1000W-
2000W/8Ω(标称)负载, 系统最高声压
可达133-136dB． 频响为50Hz-18kHz±
3dB(47Hz-18kHz±6dB). 系统还包括一
个内设定的全频或有源式电子分音.
接线座为3个SPEAKON NL4AMP 4针插座.
系统拥有一个长方形声学调谐的出气口,
箱体由18层波罗的海桦木所建做, 涂上
黑色的防刮表层. 外围尺寸为675mm高
x434mm宽 x368mm深(26.6寸高 x17.1寸
宽 x14.5寸深). 重量为29kg(65磅). 箱
体设一个35mm插柱孔. 箱体外侧有金属
板给于柱锁式插入的外接配件, 2个吊挂
接驳点.箱体内组件由一片多孔的钢质金
属面罩保护著.这系统称为力素PS15-R2
配 PS15TD处理器-R2, 或 NXAMP4x1, 或
NXAMP4x4, 或 NX242.

法国力素 PS R2 音箱系列- PS15‐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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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体低矮,输出大,模组化,低
   频系统可拓展性大
·可组成阵列增强心形指向效果
·RS15心形指向模式可使主声系
  统后方低频声压水平因两侧及
  后樯的反射波减小而下降.
·RS15的出气洞利用优化的气动
  力学形状使噪音衰减达20dB,
  并改善音箱于高声压时的线性
·能匹配力素所有音箱系列使用

本超低音箱系统有2个15寸8Ω长冲程换
能器,灵敏度标称值为105dB. 本系统由
力素NXAMP4x1,NXAMP4x4或NX242-ES4处
理器推动的功放(全方位模式时为1400W
-2400W/4Ω, 指向性模式时每功放通道
为700W-1200W/8Ω(共需2个功放通道).
系统峰值声压于全方位模式时为136dB-
139dB SPL,指向性模式时为133dB-136dB
SPL.频响为35Hz-100Hz±3dB.接驳使用2
个4针NL4MP speakon接头
本系统为一个带调谐气孔,长方形18层
波罗的海桦木结构的箱体,可上黑或白
漆,或选购深灰色毛毯面.结构外围尺寸
小于454mm高 x564mm宽 x1074mm深.
净重为52Kg.箱体设有1个35mm插孔,
面版为通孔的钢金属保护网.
本系统称为 RS15 与 PS15TD处理器-R2
或 NXAMP4x1 或NXAMP4x4或 NX242-ES4
组合成的RS15超低频系统.

RS15
RS15 RS (RaySub)

RaySub

当独立使用时,RaySub 技术可使单一箱体也可设置成任何极向,
像一般全方位式直达声低频音箱,发声面面向听众, 或作高指向
性低频时,使音箱侧面面向听众或侧面企立来播放. 当组成阵列
时, RaySub 低频音场可以设置为背对背、面对面、正反面、垂
直重叠方式、或当叠合 RS15 数量足够时,可用电子操控方式操
控低频声场,使其指向性指向上方或下方.RS15 系统频响于全方
位模式为35Hz-200Hz, 于指向性模式为35Hz‐150Hz. 灵敏度为
105dB SPL. RS15 超群的性能,在固定安装工程和流动演出都能
广泛地应用.

RS15 频响 RS15 内阻

PS15-R2 + RS15 频响 PS15-R2 + RS15 内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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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5TD处理器‐R2
PS15TD ‐R2 PS15‐R2

RS15
PS15TD ‐R2 PS15‐R2 RS15

PS15TD处理器‐R2 亦提供由用家选设的 PS15‐R2 全频或有源双
推动 (bi‐amped) 模式. PS15TD‐R2 有两个输入三个输出:左,右
和低频合并的讯号,有利简化系统接驳和减低安装成本.
与所有力素处理器一样, PS15TD处理器‐R2 使用内设预选的压控
均衡 VCEQ 提供精准的动态、音圈温度和纸盘推挽冲程保护, 策
略性的只在某些必需的频率作适当的衰减.

1U高的PS15TD处理器-R2,可以被配置为混合的2个输入,和3个输出,每输出均提供给力素PS15-
R2产品分频,参数均衡,中频滤波限幅器和延时功能. 这仪器拥有电子平衡的模拟输入和输出．
每输入均有低频或高频架式滤波器(shelving filter)来补偿电器的地应效果或层叠效应.±6db
的个别微调,于前面板可直接调整水平. 所有分频点, 保护参数和均衡参数均是厂方预设,不
可以改动.处理器必需实时操控音箱的温度和推挽的冲程. 保护策略必需是自我选择性的,声
音无明显改变地使PS15-R2不超越音箱系统所设计的临界点. 处理器需有3个功放的反馈输入,
使之可以实时感应功放的即时输出电压作出保护.设置有源/全频模式需在机体内跳线来设定.
最大输入讯号为22dBu,CMRR90dB@1kHz 及THD+N为0.05%@1kHz于18dBm输出. 后面板有一个3
位置增益的选择制, 可选功放增益为-6/0/+6dB. 输出对应-6/0/+6dB的增益为+28/+22/+16dBm
于600Ω负载. 面板LED指示灯能显示的状态:电源开关(绿色),功放感应和顶峰(绿与红色),温
度与推挽冲程(黄色),RS15超低频冲程保护(黄色).本仪器面板该有以下的控制:全频/有源按
钮2个低频微调;3个峰值微调;3个增益微调, 亦需有以下的LED指示灯:电源;有源模式;功放感
应;峰值电流;音箱保护. 而后面板该有以下选择/调控制:3位置的功放增益;有源/全频;3个保护
微调;地切. 机身为黑漆,钢金属做. 电源为110/220VAC,50-60Hz. 后面板有地线切换制.本1U
高的仪器重量为3.3kg(7.3lbs).外围尺寸宽483mm(19寸) x高44mm(1.75寸) x深210mm(8.5寸).
本处理器称为力素PS15TD处理器-R2处理器.本机器乎合:UL国际电器标准;基于欧联EI60065
的国际电器标准(CB scheme); 欧联电磁量标准EN55013, EN55020和FCC条例第十五部乙类.
任何模似式音箱处理器如能在独立实验室测试中通过或超越以上的指标均可接纳使用.

PS15-R2 系统配置

法国力素 PS R2 音箱系列- PS15‐R2

PS15TD ‐R2

·专为 PS15‐R2 / RS15 系统
  设计的精密线路.提升系统
  的声压和操作的稳定性
·由伺服操控VCEO模组电路
  提供准确的动态控制以保持
  系统频谱表现的均衡性
·PS15TD处理器‐R2 有两个输
  入和三个输出, 单机可处理
  多组的 PS15‐R2 和 RS15.
·用家可设定全频或有源双推
  动模式来使用 PS15‐R2 系统
·显示状态和运作的指示灯

系统配置(例2):PS15‐R2/RS15 + PS15TD处理器‐R2系统配置(例1):PS15‐R2/RS15 + NXAMP 4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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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输入 2个输入(左,右声道).电子平衡,
  50kΩ,XLR-3F插座
感应输入 3个功放感应输入,180kΩ.6針可卸除
         式终端排头接
  全频模式:PS15-R2左,右,RS15.
  有源双推动模式:PS15-R2高频,
      低频,RS15.
音频输出 3个音频出:电子式平衡50Ω.
     XLR-3M插座
  全频模式:2个PS15-R2输出(左与右),
    1个RS15单声道输出(左+右)
  有源双推动模式:1个PS15-R2高频,
       1个PS15-R2低频,
       1个RS15单声道超低
       频输出(左+右).
控制  前面板:交叠/分频按鈕. 2个低频均
  衡微调(±3dB).3个峰值限制微调.3
  个增益微调(±6dB).后面板:增益选
  择按鈕,3个功放增益值可选.有源/全
  频模式按鈕.3个保护微调
指示灯 音箱保护LED灯,功放感应,顶峰LED灯,
  有源模式LED灯和电源LED灯
箱体尺寸 1U高, 19寸仪器柜宽, 190mm深
重量  净重3.3kg

输入水平  最高+28dBm于600Ω
输出水平  +22dBm
噪声   -88dBm(22Hz-22kHz.无权重)
总谐波失真 正常值<0.03%, 最大0.05%于
     +18dBm输出时
电源   110/220V(开关制在后面板),
   50/60Hz.地线入切开关(背板上)

单元  2只15寸(38cm)超低频,钕金属长冲
  程8Ω推动器
高宽深 454mm x564mm x1074mm
重量  净重52kg
接头  2个NL4AMP SPEAKON 4针插座
造料  多层波罗的海桦木,防刮黑色涂层
标准固件 1个标准35mm插柱孔

频响(a)    35Hz-100Hz ±3dB
可用频宽 @-6dB(a)  35Hz-250Hz
灵敏度 1W@1m(b)  标称值105dB声压
标称峰值声压@1m(b) 136-139dB峰值
分频点    80Hz-200Hz
     (由处理器预设)
标称内阻    2x8Ω
推荐功放(单通道)  1400W-2400W/4Ω

频响(a)    35Hz-100Hz ±3dB
可用频宽 @-6dB(a)  35Hz-150Hz
灵敏度1W@1m(b)  标称值103dB声压
标称峰值声压@1m(b) 133-136dB峰值
分频点    80Hz-125Hz
     (由处理器预设)
标称内阻    2x8Ω
推荐功放(两通道)  2x700W-2x1200W/8Ω

频响(a)   50Hz-18kHz ±3dB
可用频宽 @-6dB(a) 50Hz-18kHz
灵敏度 1W@1m(b) 标称值102dB声压
                  宽频99dB声压
标称峰值声压@1m(b)133-136dB峰值
高频扩散   水平:50°-100° x 垂直55°,
                  4个方位可旋转角号
指向性   Q:16(标称),f>1.5kHz;
                  DI:12dB(标称)
分频点   1.1kHz全频 或 有源
                  (在箱体里切换设定)
标称内阻   全频:8Ω  或
                  有源:低频8Ω,高频16Ω
推荐功放   全频:1000W-2000W/8Ω
    有源:低频:1000W-2000W
      /8Ω;
                  高频:250W-500W/16Ω
注意* 只可使用力素NXAMP带数码TD处理器功放
      作有源推动

单元  单只15寸(38cm)超低频,钕金属长冲
  程8Ω推动器. 单只2寸喉径,3寸呔
  金属高频压缩推动+低失真恒定指向
  性非对称扩散角号
高宽深 675mm x434mm x368mm
重量  净重28kg
接头  2个NL4AMP SPEAKON 4针插座
造料  多层波罗的海桦木, 防刮黑色涂层
手挽  2个陷入口袋式金属手挽于箱体
面罩  前方注模式暗灰色金属网
吊点  箱体侧板使用柱锁式插入的外接配件
标准固件 1个标准35mm插柱孔

电子处理器  PS15TD处理器-R2是为精确匹配PS15-R2和RS15而设计,内置了高级的保护系统. 如果使用PS-R2系列音箱而不适当配接处理器,
    不仅音质变差, 更可能会导致某些元件受损. 产品保修约定亦会因此失效. PS15-R2与RS15音箱均可使用 NXAMP4x1 或 NXAMP
    4x4 功率放大处理器
角号扩散的配置 拿下面板和角号镙丝后,高频角号可以旋转来配置成4个方位之一
超低频 PS15TD-R2处理器可使PS15-R2作有源2路全频音箱系统, 或匹配RS15超低音箱组成有源3路推动音箱系统.
音箱接线方法 PS15-R2全频模式:  2(-)/2(+); PS15-R2有源模式:  低频(LF):  1(-)/1(+); 高频(HF): 2(-)/2(+).
    RS15与PS15-R2的接驳方法請參阅RS15用户手册

基于力素是不断会对产品作出升级，所以必需保留对产品指标及参数作出更改的权利，

(a) 频响曲线与数据:  PS15-R2 + PS15TD处理器-R2 作消声室远场测试. RS15 + PS15TD处理器-R2 作消声室半场辐射测试
(b) 灵敏度及峰值声压数据： 依测试讯号的频谱分布和占峰比所决定．用限定的频段粉红噪声来测试．标称参考于人声音段（300Hz-3kHz）．
       频宽参考于指定的±3dB范围内．数据只适用于音箱 + 处理器 + 指定功放的组合用．峰值声压是指定功放刚于
      削峰时所得出. 所有数据均于PS15-R2全频模式測录
(c) 指向曲线与数据：  参数由计算机运算于离轴响应曲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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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低频音箱
SubBass

� 高功率系统 (137 -140dB峰值声压 @1m)
� 频率响应30Hz-130Hz( a )
� 1x18寸  4寸音圈 长 冲程 8 Ω 驱动 器
� 重量轻和容易处 理
� 可与 GEOS12 和 PS系统匹配使用

�小至中型的移动系 统
�大球场 / 体育场 /  音乐厅的固定安装
�夜总会和音乐场地 的固定安装
�宗教场所
�公司的影音和演示系统

重量轻和操作容易的 LS18 采用单18寸长冲程驱动器, 兼容
NEXO PS15-R2全频音箱在插置其上,令固定安装客户特感
兴趣的是 LS18可以与多只PS15音箱一起垂直吊挂.

频率晌应 [a]     35Hz - 120Hz ±3dB

可用频宽 @ -6dB [a]  32Hz - 130Hz

灵敏度1W @ 1m [b]   107dB 声压 标称值

标称峰值声压 @ 1m [b]  137 至 140dB 峰值

标称内组     8Ω

分频点     60Hz – 85Hz - 120Hz 有源

带功放处理器    NXAMP4x1: 2x LS18 两通道桥接并联; NXAMP4x4: 2x LS18 单通道并联

单元 :     1x 18寸(46cm) 4寸音圈长冲程8 推动器

高x宽x深:    510 x 675 x 775mm

重量 :           净重55.5kg

接头:       2 x NL4MP Speakon 4pole

造料:      多层波罗的海桦木,防刮黑色涂层

配件:  手挽   四个陷入口袋式金属手挽 (每边二个)

面罩   注模式暗灰色金属网

吊点   箱体侧板带外接配件

支架配件: 35mm(1寸3/8)钢内圈支架圆柱插孔在音箱顶,可支撑 PS15-R2 或 GEO S12音箱.

电子处理器     NEXO的NXAMP预设是为LS系列音箱精确匹配而设计,内置高级的保护系统,如使用LS系列音箱而没有适当配搭的NXAMP

来推动,不仅音质变坏,更可能导致元件损坏.

音箱接线     LS18:2x Speakon接头于 1-与1+ 针脚.使用单4芯电缆可另链接往PS15-R2或GEO 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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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XAMPS - 4x1与4x4带功率放大处理器

NXAMP能推动多组PS R2系列音箱,另可选
配使用EtherSound100 的插卡(ES104卡),
使NXAMP能兼容EtherSound数码音频网路

NXAMP 有2个4通道的型号, NXAMP4x1 的功率达
4x1300W/2Ω, 是最能广泛地应用的功放之一.
NXAMP 4x4的功率达 4x4000W/2Ω, 是业界功
率最强劲的功放之一.

法国力素NXAMP 4x1与4x4带功率放大处理器整合音
箱和功放的控制于单一体内,提供给PS R2音箱系列用
户富弹性高输出放大率的方案,快捷地设定NXStream,
监听或标准预设(PS10‐R2/PS15‐R2).除了音箱系统性
能优化所需控制参数外,NXAMP让用户在输出端管理
电压/电流/感应线,提供实时的功放与供电器的保护.

法国力素 PS R2 音箱系列

NX242 TD处理器

NX242TD处理器是一种力素
专有的先进数码处理器,能确
保PS R2音箱系统和其匹配超
低频音箱的优越性能和高可
靠度. NX242也提供了分频,
功放感应和系统里各力素单
元的声学调整.

·以高的性价比整合了指挥,控
  制保护及功率放大.
·可选购4x1300W 与4x4000W
  的型号
·同时推动数组PS R2系列音箱
·比传统的功放+处理器整合起
  来更轻,占用更少空间.
·最少的模拟/数码转换次数.
  使用了Yamaha EE引擎科技,
  输出最高的声压和最佳声频
  的性能
·另可选购EtherSound数码音
  频网路的插卡

功放通道数量:   4通道,每两个可桥接
最大输出功率:   4x600W(8Ω)
最大输出功率:   4x900W(4Ω)
最大输出功率:   4x1300W(2Ω)
最大输出功率:   2x2450(2通道桥接4Ω)
消耗功率(待机):     10W
消耗功率(无讯号):   100W
消耗功率(1/8功率):  1100W

功放通道数量:   4通道,每两个可桥接
最大输出功率:   4x1900W(8Ω)
最大输出功率:   4x3300W(4Ω)
最大输出功率:   4x4000W(2Ω)
最大输出功率:   2x6000W(2通道桥接4Ω)
最大输出功率:   2x8000W(2通道桥接2Ω)
消耗功率(待机):     20W
消耗功率(无讯号):   150W
消耗功率(1/8功率):  3000W

模拟输入通道数量:4通道,每个模拟通道一
      个3针卡侬输入座,另一
      个卡侬输出座作链接用.
频响:            10Hz-20KHz ±0.5dB
输入阻抗:        20KΩ
最大输入水平:    +28dBu
动态范围:        所有通道=105dB
                ( 比重情况下)
总谐波失真+噪声:完全平直的预置情况下0.1%
总线路潜在延时: 完全平直的预置情况下500uS
电源:           100-120VAC 或 220-240VAC

音频输入:   4个平衡模拟输入通道,3针卡侬输
     入座,另设3针卡侬输出座作链接,
     使用24比特(bit)的转换器.
功率输出:   4个Speakon输出,内置继电器跟据
     系统预设自动接线
RS232接口:  韧体升级或更新时使用
GPIO 接口:  5个共通用途输入及8个共通用途
     输出作简易遥控和监视用途

处理能力: 2个700MIPS(每秒百万指令)的 DSP,
   24比特bit资料宽度带48bit累加器
前面版:   电源开关,选择拨轮,菜单A与B按纽,40
   x2字元LCD显示.功放保护,待机及开机
   之LED指示灯.每通道以15颗LED灯作水
   平显示,静音按纽红色LED指示灯,输出
   电流显示(绿色LED),音箱保护指示灯
   (黄色LED)及峰值电流显示(红色LED)
背板:     1个(NXAMP4x1)或2个(NXAMP4x4)电源
   插头,RS232接口,GPIO接口,数码网络
   音频插卡插口,4个输入卡侬插座及4个
   链接用输出卡侬座,4个Speakon输出座
尺寸,重量:NXAMP4x1:高3U,宽19”仪器柜,
          深457mm(18”),重16.5Kg
          NXAMP4x4:高4U,宽19”仪器柜,
          深457mm(18”),重24.5Kg

系统选择:  力素全线音箱系列
系统设置:  于所选的系列以内可设定作无源或多
    路有源,全频或分频,选择厂方提供的
    分频点,心形或超心形指向
保护:      每通道音箱及功放均设多重的峰值限
    制,多重的加速,单元移位,过热保护
    及通道间互相调整.
延时:      最大延时150m(330尺),每级调节为10
    cm(0.4寸).
输入内部连接:4个模拟输入(或数码输入)可任意
  内部连接结合往任何一个功率输出通道.
输出增益:  整体及通道间增益为±6dB,每级调节
    为0.5dB.
音量控制:  每通道16级音量水平控制,由负无限
    dB至0dB
储存/读取: 可记录40个用户设定,可跳过已设定
    的静音及无干扰噪声地即时读入并执
    行该设定.
阵列均衡:  厂方预设调准,设定高架或低架滤波
    器于座地或叠合运作时的均衡,补偿
    可达±6dB.
保密模式:  只读或只遥控模式,由密码保护
遥控:      EtherSound数码音频网路规格及
           ESmonitor软件全功能遥控
国际认证:  UL,SEMKO(CE),CCC,KOREA,TSS,PSE.
绿色环保:  附合国际环保ROHS及WEEE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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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配件

PS‐R2拥有全线齐备TUV安全认证的安装配件,
因此于固定安装工程和流动演出吊挂PS‐R2系
统,均是很简易快捷,方便和安全的.
所有音响工程商都明白时间就是金钱的明律,
力素以其30多年支援业界所得经验和心得,来
设计出这些PS‐R2安装配件, 就是要给用户有
最大安全性而安装需时最小.

所有PS‐R2系列音箱底部均设有一
个标准35mm柱插孔,用作一般企脚
或使用35mm插柱直立于超低音箱
之上.另PS10‐R2和PS15‐R2在箱体
顶部设有一片钢金属底板,用作配
接一系列多种场合使用的吊挂配件
(PS8另有选配的适配底板来配合).
在户外应用PS8,PS10‐R2和PS15‐R2
音箱时,可选用乎合IP54防水级别
的防溅背箱(IP boxes).

PS‐R2 系列
音箱均有白
色版本可选

PS8专用U 形吊架
(含ADPT适配器)

VNT-SSBRK8

PS10‐R2专用U 形吊架
VNT-SSBRK10

PS15‐R2专用U 形吊架

VNT-SSBRK15

PS8专用 VNT-ADPT 适配器

VNT-TTC 吊钩适配架

VNT-XHBRK 吊环

VNT-TCBRK 吊架用挂钩

法国力素 PS R2 音箱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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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0‐R2与PS15‐R2
专用长吊架

VNI-LBRK

PS10‐R2与PS15‐R2
专用水平吊架

VNI-ABRK

VNI-IPCOV8

VNI-IPCOV15

PS8与PS10‐R2专用防溅背箱

PS15‐R2专用防溅背箱

PS8专用U-形吊架

VNI-UBRK8

PS8专用固定安装适配件

VNT-ADPT510

VNI-WS15

VNI-WS10

PS15‐R2专用
固定安装樯身支架

PS8与PS10‐R2专用
固定安装樯身支架

PS15‐R2专用U-形吊架

PS10‐R2专用U-形吊架

VNI-UBRK12

VNI-UBRK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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