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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GX-SP1001/GX-SP1006会议音箱的阻抗匹配，一台功放可推动四个音箱

♦ 标准2U机箱，大能量线性供电，高效超环型变压器。

♦ 具有信号、电源的LED指示灯

♦ 通道双无极冷风扇，高效率气流冷却通道。

♦ 具有电源软启动、直流保护、短路保护、过热保护、过载保护功能。

产品型号

输出功率(RMS)

失真(THD)

频率响应

输入灵敏度

音乐音调控制

话筒音调控制

线路输出灵敏度

保护功能

电源供电

尺寸（L×W×H）

净重

GX-PA1001

180+180W(8Ω) 220+220W(4Ω)

0.1% 20Hz-20KHz

20Hz-20KHz

话筒 0.5mv-100mv/2kohm

线路 0.707v/51kohm

低频(增加/衰减) 12dB

高频(增加/衰减) 12dB

低频(增加/衰减) 12dB

高频(增加/衰减) 12dB

0.775V/1kohm

短路、过载、DC、开关机、温度

AC220V 50Hz

482x 303x 88(mm)

7.2Kg

♦ 多功能TRS及XLR集成插座，方便信号接入

♦ 功放信号输入设定为立体声、并联、桥接

♦ 电路结构采用H类电路，且输出功率管直散热器，散热效率高、效果好

♦ 具有保护、信号、削波、桥接、电源的LED指示灯

♦ 双无极冷风扇，高效率气流冷却通道

♦ 能完全驱动2Ω负载

♦ 具有电源软启动、直流保护、短路保护、过热保护、过载保护功能

♦ 标准2U机箱

产品型号

2Ω负载

4Ω负载 

8Ω负载 

4Ω桥接负载

8Ω桥接负载

频率响应

信噪比 

总谐波失真 

阻尼系数 

输入阻抗

输入接口

输出接口

开关模式

电源供电               

尺寸(L×W×H)

重量

GX-PA1002

750Wx2

650Wx2

400Wx2

1200W

1100W

20Hz-20KHz ±0.1dB

≥99dB

<0.01%

>300

10KΩ不平衡,20KΩ平衡

XLR/TRS

Neutrik Speakon

Stereo/Bridge/Parallel

AC220V 50Hz

482x440x88.9 mm

18kg

功放 GX-PA1001

会议扩音系统

产品特性

功放 GX-PA1002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产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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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视

♦ 可旋转式号角安装设计

♦ 大功率，瞬态响应好

♦ 等效相位修正分频网络

♦ 商务会所

♦ 会议室

♦ 多功能厅、宴会厅、礼堂

♦ 舞台返送、台唇补声

配置

频率响应

灵敏度                              

标称阻抗                        

额定功率                   

单元组成                  

覆盖角度

最大压声级                  

连接插座

连接方式                                                                 

尺寸（高×宽×深）

重量 

吊挂件

颜色

6寸全频扬声器  GX-SP1006

配置

频率响应

灵敏度                              

标称阻抗                        

额定功率                   

单元组成                  

覆盖角度                   

最大压声级                                                             

连接插座                            

连接方式

尺寸（高×宽×深）              

重量                        

吊挂件                  

颜色

5
0
0

312

正视

5
0
0

310

侧视

310

顶视

内置两分频单十寸全频扬声器

63Hz~18KHz(±3db)

94dB                                         

8 Ohms                                   

250W（AKS）,1000W(PEAK)                    

LF；1×10”/HF;1×1”                    

90°(H)×60°(V)                         

cont.@118dB / peak@124dB                                                                 

2xNL4MP speakon                                  

FR:1+/1- Link：2+/2-  

500×312×310mm                

12kg                                  

M8吊挂系统                       

黑色环保水性油漆

10寸全频扬声器 GX-SP1010

内置两分频单六寸全频扬声器

68Hz~18KHz(±3dB)/58Hz~20KHz(-10dB)

92dB                

8 ohms                                         

175W(AKS),700W(PEAK)

LF:1x6.5"/HF:1x1"                                     

90 (H)x 50 (V)                 

cont.@114dB / peak@120dB                                                                    

2xNL4MP speakon

FR:1+/1- Link：2+/2-

409x265x273mm                                                                   

8.5kg                                  

M8吊挂系统

黑色环保水性油漆

会议扩音系统

技术参数

产品特性

技术参数

应用场景

♦ 可旋转式号角安装设计

♦ 大功率，瞬态响应好

♦ 等效相位修正分频网络

♦ 商务会所

♦ 会议室

♦ 多功能厅、宴会厅、礼堂

♦ 舞台返送、台唇补声

产品特性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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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低底噪，音效好

♦ 极低的失真，宽增益范围的无噪声前置放大器，

    极高动态响应和频率特性

♦ 设计有12路通道输入（8路Mic+2组立体声）

♦ 2组辅助发送/返回，2组主通道/2编组输出

♦ 每声道均设有2个辅助发送端： 1个可切换的推子前/推子后信号的选择，用于

监听/效果的； 1个推子后信号（用于内置效果或可用来当作外部发送端）

♦ 7段图示均衡器，优化音乐表现和调整室内声学参数

♦ 12段精准电平显示

♦ 48V幻像电源供应

♦ 纯正的3段均衡器，准确的音乐控制能力

♦ 24bit，40KHz采样的DSP数字效果处理器，16种效果，每种参数可调

♦ MP3播放/录音器，兼容多音频格式，SD/USB接口，兼容性好，便捷易用

♦ 高品质高精度的60mm行程推子，精确调节通道的匹配电平

最大输入电平

最大输出电平

仪表

灵敏度

主仪表

通道指示

频率响应

麦克风共模抑制比

失真(THD + N)

串音(@1kHz)

噪音 有效值 20Hz-20kHz

通道PAD/LINE

单声道/立体声均衡器EQ

电源

功耗

尺寸（LxWxH）

重量

频率响应

灵敏度                               

标称阻抗                             

额定功率                                

标准覆盖角度                  

最大声压级

箱体材料

颜色                                                                                          

尺寸（高×宽×深）  

重量   

连接插座

连接方式                      

吊挂件

100Hz~18KHz(±3db)/70Hz~20KHz±10db

95dB                                  

8 Ohms                                   

800W(PEAK)

120(H)×70(V)                         

cont.@119dB / peak@121dB

合成塑胶

黑、白两色可选                                                                                                    

694×148×178mm                

5.5kg         

1 X NL4MP speakon 、1 对接线端子

RF:1+/1-(speakon)  |  红+/黑-(接线端子)

2个简易挂墙安装点，8个M6螺丝掉点,配脚架支撑组件

侧面正面

音柱 GX-SP1001 调音台 GX-MX1012-S2

麦克风+22 dBu；其它输入通道 +20 dBu

主输出（L.R）+28 dBu ；其它输出通道 +22 dBu

3 色 LED 灯，准峰值响应

0VU=+4dBu

12 段，-30dB

红色LED灯

+/-1dB；20Hz~30KHz

@ 1kHz >70dB

<0.005%

推子关闭 >89dB；静音关闭 >89dB

话筒输入 E.I.N   -129dBu

主混音推子 0dB；通道推子往下  <-95dBu（-97dB S/N)

主混音推子 0dB；通道推子  0dB  <-82dBu（-86dB S/N)

-20dB(MIC input)

高频 +/-15dB，12KHz；中频 +/-15dB，2.5KHz；低频 +/-15dB，80Hz

AC100-240V  ，50/60Hz

20W

499x322x153 mm

11.1kg

会议扩音系统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产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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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输出使用24bit，192kHz采样高性能TI BB系列数模/模数转换器

♦ 32/64bit浮点高速运算DSP，极高动态范围和优良音质

♦ 采用Hi-Fi级别原件，ELNA电容OPA2604AU运放，音质优秀

♦ 方便快捷的矩阵路由设置，可根据用户的要求任意设置通道指向

♦ 方便灵活的 USB和 RJ45型 Rs485接口，使用 RS485可多机联控或转Wi-Fi实现远距离无线控制

♦ 采用开关电源供电，开关频率高、纹波小、性能稳定

♦ 24x2蓝色背光LCD屏，显示直观大气

输入\输出通道

输入\输出阻抗

输入输出增益

输入电平显示

输出电平显示

谐波失真THD+N

信噪比S/N

频率响应

限幅器

起控时间

释放时间

输入延迟

输出延迟

参量均衡器

滤波器类型

参量均衡器增益

高\低通滤波器频率范围

高\低通滤波器滤波类型

高\低通滤波器衰减斜率

电源供电

显示

尺寸(长×宽×高)

重量

2进4出（XLR 平衡）

10KΩ\100Ω

-12 dB~+12dB

5LED -20dBu到+10dBu;削波

5LED -20dBu到+0dBu;削波;限幅

≤0.02%在1KHz 0dB 

>100dB

20Hz- 20KHz ±0.5dB

-20dB~+10dB

0.3ms-100ms

2x\4x\8x\16x\32x

0-20.16毫秒

0-20.16毫秒

输入、输出各8段

PEQ\LS6dB\HS6dB

-24dB~+12dB

19.7Hz~21.9KHz

Bessel/Linkwitz-Riley/Butterworth 

12dB/18dB/24dB/48dB

85~250V 50~60Hz 最大32W

2ⅹ24 字符LCD显示屏 

482mm×182mm×44mm 

2.5kg

电源

总容量

输出

面板控制

控制接口

功能

软件功能

尺寸(长×宽×高)

重量

数字音频处理器  GX-DSP1001 电源时序器  GX-PS108-C

AC110/220V±10％  50/60Hz

最大电流 50A

通道 1～8, 最大电流16A，万能插座

8通道独立控制键（1-8），设置键（SET），键盘锁（KEYLOCK），开关（ON/OFF）

RS485串口，DC5～24V电压启动接口，状态输出口

行为学习方式编程，单路键控，RS485串口控制

参数设置，定时编程，实时控制，实时监测

482mm×180mm×44mm

4Kg

♦ 具有操作学习功能，可任意连接设备，并记录用户的操作习惯，作为设备的控制方式

♦ 配套上位机软件，可实现场景控制模式设置开/关程序

♦ 每路带独立键控开关和状态指示灯，使用便捷，指示清晰

♦ 具有键盘密码锁功能，防止误操作，便于用户管理

♦ 智能化设计,具有标准RS485与232接口。开放控制协议，可接入第三方控制设备

♦ DC12V输出，I/O电平控制，闭合接点控制，级联输出口

♦ 大电流设计， 8路供电输出，每路采用30A继电器，每路最大电流16A，整机最大电流50A，采

用万能插座，适用各类型插座

会议扩音系统

技术参数

产品特性

产品特性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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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UHF频率传输，减少外来信号干扰；

♦ 天线分集接收，更有效覆盖盲点；

♦ 接收距离达80米。

♦ 超宽LCD屏幕显示系统状态；

♦ 采用PLL频率合成技术，性能更稳定；

♦ 高性能CPU智能处理多项功能；

♦ 红外对频200*2信道可调，实现多套设备同时灵活使用；

♦ 高保真，频响宽，高动态范围，单指向性音头；

♦ 全金属麦克风外壳，配置高强度防摔网头及本体，产品更耐用；

频率范围              

分集系统             

最大频道数            

最大频率个数         

频带宽度           

接收灵敏度         

最大频偏             

频率响应            

信噪比              

失真度             

动态范围           

音频插座         

天线插座          

音频输出电平 

590~890MHz

天线分集

200x2

200x2

30MHzx2

<-97dBm for 30dB S/N Ratio

±68KHz

60~15000Hz

>105dB(A)

<0.5%

>100dB

XLR+jack

2TNC，50Ω

XLR：+8dBu max

频率范围          

最大频道数           

输出功率            

副波抑制            

频带宽度           

最大调制深度          

频率响应          

信噪比         

失真度            

输入电压范围          

电源               

电池使用时间

 590~890MHz

200x2

5mW/30mW

>70dBc

 60MHz

+48kHz

 60~15000Hz

105dB(A)

<0.5%

mic 1V max

2x1.5V(AA)

>8 小时

♦ 接收机1台

♦ 无线麦克风2支或领夹话筒2个

♦ 开关电源1个

�1.5V电池4节

♦ 橡胶天线2条

♦ 1.5米过机线1条

无线麦克风 GX-U201

会议扩音系统

产品特性

接收机参数

设备清单

无线麦克风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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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鹅颈电容麦克风 GX-MIC101

指向特性

频率响应

灵敏度

参考拾音距离

低频衰减

输出阻抗

最大承受音压

信噪比

动态范围

电源供应

底座材质

Uni-direction(电容式)

60Hz~15KHz

-47dB/±3dB(1KHz)

15-50cm

125Hz 6dB/OCTAVE

200Ω

135dB SPL 1KHz At1% T.H.D

66dB.1KHz AT PA

111dB.1KHz AT MAX SPL

DC 3V/ 48V (幻象电源) 

锌合金

麦克风音头

工作指示灯

可拆卸式咪杆
XLR卡龙固定

开关

防风海绵头

电池盒

混音器 GX-MMX1010

♦ 支持最多十通道会议麦克风输入。

♦ 内置48V幻象电源，后面板带总幻象开关；各通道的48V幻象电源带独立开关，方便连接各种麦克风。

♦ 具有高、低音调节和增益调整功能。

♦ 每个输入通道带自动声控门，声音闸门动作电平通过MANU调整，自动开启只有信号输入的声道。

♦ 自动压限器功能：带自动压限器，通过COMPRESS调整总输出电平。在多话筒同时使用时， 可防止

因整体系统的增益上升而产生回授。

♦ 反馈抑制功能：内置数字移频器，保真度高，反馈抑制效果好，通过控制前面板“SHIFT/BYPASS”

开关切换。

♦ 内置微电脑，可通过前面板的DIP开关设置任意优先功能，优先数量不限；当DIP全部于OFF时，为自

由发言模式，10路话筒可任意发言；当某位DIP设置为ON时，当该话筒启动时，其他话筒发言电平自

动衰减-40dB。

♦ 可以串联多台，组成多支麦克风会议系统。

♦ 带一组辅助输入，可用于背景音乐输入

♦ 带平衡输出和一组辅助输出

♦ 内置微处理器，带RS232接口和RS485接口，RS232用于设置和通讯（双向），RS485接口用于接收

数据（可接标清球机）。

♦ 直接连接标清球机时，支持VISCA9600协议和PELCO-P9600协议。

♦ 后面带逻辑输出口，10位逻辑输出，激活时输出5V高电平。

♦ 外置双17V电源变压器（16W220V）供电，避免干扰。

基本功能



1、话筒激活指示灯    

2、话筒电平调节      

3、低音控制          

4、高音控制

5、优先设置DIP开关    

6、声控门调节MANU      

7、压限器COMPRESS   

8、移频开关   

9、AUX音量控制         

10、总音量控制        

11、电源开关

1、电源输入（15V）      

2、平衡输出口            

3、非平衡输出口     

4、AUX输入  

5、级联输入输出         

6、串行连接口            

7、48V幻象电源总开关     

8、话筒输入接口1-10

麦克风输入        

线路输入

级联输入      

AUX输入

平衡输出        

非平衡输出

麦克风输入     

线路输入           

AUX输入

最大增益         

频率响应     

当量输入噪音

话筒输入衰减

幻象供电        

电源供应

4KΩ      

30KΩ

20KΩ         

30KΩ

200Ω       

400Ω

-24dBV     

+30dBV           

+17dBV

73dB         

30Hz-28KHz       

-124dBV  

50dB     

+48VDC           

15V/DC/500MA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最高输入电平

其他

前面板

后面板

GX-MMX1010

会议扩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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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功能指示
音箱支架 GX-B310

适用产品 GX-PA1006、GX-PA1010

安装方式 落地安装

尺寸 1000~1860mm

重量 3.4Kg

最大承重 35 Kg

颜色 黑色

音箱支架 GX-B210 

适用产品 GX-PA1010

安装方式 壁装

重量 1.5Kg

最大承重 30 Kg

颜色 黑色

音箱支架 GX-B206 

适用产品 GX-PA1006

安装方式 壁装/吊装

重量 1.7Kg

最大承重 25 Kg

颜色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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