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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INE 品牌介绍

Sabine 公司新全球总部位于佛罗里达的 Alachua，致力于生产用于各类现场、固定安装及录音场合
的专业音频产品。2014 年，Sabine 加入 ClearOne 大家庭，进一步整合资源，强化自身能力。Sabine
的 FBX 反馈抑制器已成为行业标准，为用户带来清晰、无反馈的声音。Sabine 的 True Mobility 无线话
筒系统内置 FBX 反馈抑制功能，给用户带来最清晰的声音及良好的工作范围。Sabine 音乐配件分部则为
用户带来行业内最受欢迎的乐器调谐器及其他配件。近期，Sabine 继续扩大其产品线，增加 Sabine
Communications 以及 Sabine Professional。最新专业设备，包括功放，信号处理器，矩阵管理系统等
产品。

1、 吸顶音箱

XT 系列是 2 音路全频吸顶音响系统，具有高性价比，其外形设计经典，高低音单元完美结合，采用
时下流行的倒相式箱体设计，前面板采用耐紫外线及可全天候工作的塑胶材料。
音箱后壳采用一体化冲压技术和烤漆钢板制作工艺，装配有嵌入式接线端子，可满足不同应用场所使
用要求。音箱的接线端口可拆卸，并采用了螺丝接线，可并接，有线扣，方便固定音频线和线管。
XT 4

4"吸顶音箱

技术参数：
单元配置: 1x4"低频单元、1x3/4"高频单元
频响范围: 85Hz-20kHz
额定功率: 30W、70V(30、15、7.5、3.75 Watts)/100V(X,30、15、7.5 Watts)
灵敏度：87dB
最大声压级: 107dB
标准阻抗：8Ω
扩散角度：90 度锥形
开孔尺寸(mm)：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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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体尺寸(mm)：205 x 200（W x D）
重量(kg)：2.6

XT 6

6.5"吸顶音箱

技术参数：
单元配置: 1x6.5"低频单元、1x1"高频单元
频响范围: 70Hz-20kHz
额定功率: 40W、70V(40、30、20、10、5Watts)/
100V(X,40、30、20、10Watts)
灵敏度：89dB
最大声压级: 111dB
标准阻抗：8Ω
扩散角度：90 度锥形
开孔尺寸(mm)：222
箱体尺寸(mm)：257 x 220（W x D）
重量(kg)：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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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 8

8"吸顶音箱

技术参数：
单元配置: 1x8"低频单元、1x3/4"高频单元
频响范围: 50Hz-20kHz
额定功率: 60W、70V(60、30、15、7.5Watts)/100V(X,60、30、15Watts)
灵敏度：89dB
最大声压级: 114dB
标准阻抗：8Ω
扩散角度：90 度锥形
开孔尺寸(mm)：315
箱体尺寸(mm)：356 x 265（W x D）
重量(kg)：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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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 8.2

8"吸顶音箱（大功率远距离）

技术参数：
音箱类型：8"两分频全频吸顶音箱
单元配置：8"低音单元，2*0.75 "高音驱动器
频响范围：50Hz-20kHz
额定功率：300W
灵敏度：96dB
最大声压级：122dB
标准阻抗：8Ω
辐射角度：90° x 90°
尺寸(mm)：450 x 450 x 210（W x H x D）
重量(kg)：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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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线性柱状音箱

CI 系列线声源音箱系统是 SABINE 全新推出的多功能线声源音柱系统，采用铝合金一体化箱体，外形
小巧纤细，
占用空间小，
满足对视觉效果有较高要求的扩声场合。该系列秉承了 SABINE 音箱的优良特性，
品
质上乘，具有极佳的语言清晰度和可懂度。其全频音箱内置有多个 3 英寸高品质全频喇叭单元，线性阵列
式排列，可传递清脆明亮的声音，且穿透力强，为用户带来独特的声音体验。
音箱有壁挂安装和支架安装等多种安装方式，适用于各类多功能厅、会议室、酒店、车站等公共扩声
场所，也可用于家庭娱乐、高级咖啡厅、私人娱乐会所等追求卓越音质的场合中。
CI-304

4 x 3"线性无源柱状音箱

技术参数：
单元配置: 4x3"锥盘全频单元，单元直射排列
频响范围（+/- 3dB）: 150Hz-17kHz
频响范围（-10dB）: 100Hz-20kHz
额定功率: 120W
灵敏度: 94dB
最大声压级: 115dB（121dB 峰值）
标准阻抗：8Ω
辐射角度: 120° x 15°
线路接口：2*NL4 音箱插座，1*凤凰端子
箱体：铝合金材质，烤漆穿孔钢质网罩
户外能力: IP52 防护等级，可定制 IP55 等级
尺寸(mm)：107 x 385 x 103（W x H x D）
重量(kg)：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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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308

8 x 3"线性无源柱状音箱

技术参数：
单元配置: 8x3"锥盘全频单元，单元直射排列
频响范围（+/- 3dB）: 150Hz-17kHz
频响范围（-10dB）: 100Hz-20kHz
额定功率: 240W
灵敏度: 97dB
最大声压级：121dB（127dB 峰值）
标准阻抗：4Ω
辐射角度：120° x 15°
线路接口：2*NL4 音箱插座，1*凤凰端子
箱体：铝合金材质，烤漆穿孔钢质网罩
户外能力：IP52 防护等级，可定制 IP55 等级
尺寸(mm)：107 x 745 x 103（W x H x D）
重量(kg)：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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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308A

8 x 3"线性有源 DSP 柱状音箱

技术参数：
单元配置: 8x3"锥盘单元，单元直射排列
频响范围: 100Hz-20kHz
输出功率: 600W（D 类）
最大声压级: 126dB
辐射角度: 120° x 15°
内置 DSP 模块：增益、参量均衡器、滤波器、延时、
分频、压缩、限制和信号路由
接口 ：XLR Line in,XLR Line Out,RJ 45 IN,RJ 45 OUT
箱体：铝合金材质，烤漆穿孔钢质网罩
室外能力: IP52 防护等级，可定制 IP55 等级
电源规格：160-240V/50HzAC
尺寸(mm)：107 x 975 x 103（W x H x D）
重量(kg)：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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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312AS 12"有源 DSP 超低音音箱

技术参数：
单元配置：12"低音单元
频响范围：30Hz-500Hz
输出功率: 2 x 600W（D 类）
最大声压级：132dB
内置 2 x 2 数字音频处理器
DSP 模块：增益、参量均衡器、滤波器、延时、分频、压缩、限制和信号路由
接口 ：XLR Line in,XLR Line Out,RJ 45 IN,RJ 45 OUT
尺寸(mm）：352 x 510 x 530（W x H x D）
重量(kg)：23
电源规格：160-240V/50HzAC

CI-001B

线性柱状音箱壁装件

铝合金万向吊架：
表面防锈涂料处理，万象调整，
小巧美观，支持特殊环境固定安装。

CI-002L

线性柱状音箱支杆

航空铝型材，方便
伸缩可调，用于阵列音
柱和低音音箱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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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底座

表面防锈涂料处理，铝合金材质，
安全美观，拆卸方便，安装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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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频音箱

CI-206

双 6.5"全频音箱

CI-206 配置了两只 6.5 英寸低音单元，一只 1 英寸钕磁高音单元。外观小巧精致，方便安装和搬运。高
音通过配置的钕磁路高音单元，频率上限超过人耳听阈范围，听感更细致，层次更丰富；中频部分转换顺
畅，从无脱频；2 只 6.5 寸低频单元经过耦合，输出的音量更大，指向性更好。
技术参数：
音箱类型：2 x 6.5"两分频全频音箱
单元配置：2 x 6.5"钕磁低音单元，1"钕磁高音驱动器
频响范围：90Hz-19kHz
额定/峰值功率：150W/450W
灵敏度：93dB
最大声压级：118dB
标准阻抗：16Ω
辐射角度：90° x 60° （号筒可旋转）
接线方式：2x speakon N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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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体：桦木夹板
吊点：6 组吊点
尺寸(mm)：212 x 509 x 212（W x H x D）
重量(kg)：10

CI-8

单 8"全频音箱

CI-8 是多用途两分频音箱，配置了一只 8 英寸低音，一只 1 英寸钕磁高音。外观小巧精致，方便安
装和搬运，高音号角可旋转。声音由于配置的钕磁路高音单元，高音上限超过人耳听阈，听感细致，层次
丰富；中频部分转换顺畅，从无脱频；虽然低频单元只有 8 寸，但是经过调整风管的延时时间后，仍然得
到了还原度很高的低音表现力。
技术参数：
音箱类型：8"两分频全频音箱
单元配置：8"低音单元，1"高音驱动器
频响范围：65Hz-20kHz
额定功率：200W
灵敏度：97dB
最大声压级：126dB
标准阻抗：8Ω
辐射角度：90° x 60° （号角可旋转）
接线方式：2x speakon NL4
箱体：18mm 多层桦木夹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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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点：5 * M8
尺寸(mm)：280 x 450 x 280（W x H x D）
重量(kg)：9.3

CI-10

单 10"全频音箱

CI-10 是 10 寸低音，1.4 寸钕磁高音的多用途两分频音箱。外观小巧，方便使用，高音号角可以根据
安装方式 90 度旋转。钕磁高音单元使得 CI-10 的高音上限超过人耳听阈，听感细致，层次丰富；中频部
分转换平顺；10 寸的低频单元在表现低音上，厚实自然。
技术参数：
音箱类型：10"两分频全频音箱
单元配置：10"低音单元，1.4 "高音驱动器
频响范围：60Hz-20kHz
额定功率：300W
灵敏度：98dB
最大声压级：128dB
标准阻抗：8Ω
辐射角度：90° x 60° （号角可旋转）
接线方式：2 x speakon NL4
箱体：18mm 多层桦木夹板
吊点：13 x M8
尺寸(mm)：290 x 502 x 320（W x H x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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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kg)：16.9

CI-12

单 12"全频音箱

CI-12 是一款 12 寸全频音箱，由一只 12 寸低音加上一只 1.75 寸高音组成。
CI-12 音箱低音饱满富有弹性，高音顺畅自然，中频厚实，无论人声还是音乐，都可以真实还原，箱
体采用 18mm 桦木多层夹板制造，配以黑色金刚沙喷漆典雅高贵。高音单元号筒可根据安装方式旋转，确
保声音覆盖满足各种场合需要。
技术参数：
音箱类型：12"两分频全频音箱
单元配置：12"低音单元；1.7" 高音驱动器
频响范围：50Hz-20kHz
额定功率：500W
灵敏度：101dB
最大声压级：131dB
标准阻抗：8Ω
辐射角度：90° x 60°（号角可旋转）
接线方式：2 x speakon NL4
箱体：18mm 多层桦木夹板
吊点：13 x M8
尺寸(mm)：350 x 595 x 375（W x H x D）
重量(kg)：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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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15

单 15"全频音箱

新型的箱体设计，配合高功率驱动单元，非对称号角和独特的箱体内部结构，可输出无失真，大声压
级音频信号。适合于多功能应用，可作为主扩音箱或者舞台返送音箱使用。CI-15 的人声表现，男性富有
磁性，厚实饱满；女性通透明亮，柔和有力；音乐表现方面，高频靓丽，中频圆润，低音质感十足。
技术参数：
音箱类型：15"两分频全频音箱
单元配置：15"低音单元；1.7 "高音驱动器
频响范围：49Hz-20kHz
额定功率：600W
灵敏度：103dB
最大声压级：133dB
标准阻抗：8Ω
辐射角度：90° x 60° （号角可旋转）
接线方式：2 x speakon NL4
箱体：18mm 多层桦木夹板
吊点：13 x M8
尺寸(mm)：430 x 690 x 435（W x H x D）
重量(kg)：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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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12S

单 12"超低音音箱

技术参数：
音箱类型：12 寸超低频音箱
单元配置：12"低音单元（300mm）
频响范围: 38Hz-150Hz
额定功率：400W
灵敏度：95dB
最大声压级：123dB
标准阻抗：8Ω
辐射角度：N/A
接线方式：2 x speakon NL4
箱体：18mm 多层桦木夹板
尺寸(mm)：394 x 500 x 500（W x H x D）
重量(kg)：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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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18S

单 18"超低音音箱

技术参数：
音箱类型：18 寸超低频音箱
单元配置：18"低音单元；4"音圈
频响范围：38Hz-150Hz
额定功率：700W
灵敏度：101dB
最大声压级：131dB
标准阻抗：8Ω
箱体：18mm 多层桦木夹板
尺寸(mm)：520 x 690 x 600（W x H x D）
重量(kg)：4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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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218S

双 18"超低音音箱

技术参数：
音箱类型：双 18 寸超低频音箱
辐射方式：直射式
单元配置：2 x 18" 低音单元，音圈：100mm
频响范围：30Hz-130Hz
额定功率：1200W
最大功率：2400W
灵敏度：107dB
最大声压级：133dB
标准阻抗：4Ω
辐射角度：N/A
箱体：18mm 多层桦木夹板
尺寸(mm)：1066 x 560 x 700（W x H x D）
重量(kg)：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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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线阵列音箱

KLR-210F

外置 2 分频双 10"线阵列音箱系统

双十寸线阵列系统特点：投射距离远，灵敏度高，穿透力强，听音区内覆盖均匀。
使用两只大功率的 10 寸钕磁路强力低音单元，承受功率高，重量轻。通过单元特定的布置角度形成
压缩气流，可以提供比常规布置方式更大的声压级，投射距离更远，效能够高。
高音部分为 1.4 寸喉颈，配备高品质高频驱动器，加载在经过特别设计的高音波导管中，可以产生通
透明亮，高声压级且无失真的高频声波输出。
系统配备一只 18 寸单元的低频音箱，使整个线阵列系统的音频得到完美、浑厚、圆润的低频响应，可
以演绎出优异的质感得到强力的低频感受。
音箱箱体选用 18mm 的桦木多层夹板，重量更轻，反射音箱声能效果更好；箱体采用黑色的环保金
刚沙喷漆涂装，美观大方，既适合流动演出使用，也可用于固定安装场合。箱体采用 3 点吊挂方式，音箱
之间可以更好地衔接，吊装方便、安全、高效。
技术参数：
音箱类型：双 10"两分频主动分频音箱
单元配置：2 x 10"（250mm)钕磁低音单元；2.56"(65mm)钕磁高音单元
频响范围：60Hz-18kHz
额定功率：LF 600W x 2 / HF 160W x 1
灵敏度：LF 99dB / HF 109dB
最大声压级：LF128dB/HF131dB
标准阻抗：LF 4Ω / HF 8Ω
辐射角度：90° X 10°
接线方式：2 x speakon NL4(LF2+2-/HF1+1-)
箱体：18mm 多层桦木夹板
尺寸(mm)：580 x 312 x 430（W x H x D）
重量(kg)：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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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R-18SUB

单 18"线阵列低频音箱

技术参数：
单元配置： 18”低音
频响范围（+/- 3dB）: 45Hz-160Hz
频响范围（-10dB）: 35Hz-1000Hz
标准阻抗：8 欧
额定功率：700W
节目功率：1400W
灵敏度(1w/1m)：101dB
最大声压级(1w/1m)：135dB
连接方式：Speakon
指向性：无指向性
箱体：18mm 多层桦木夹板
尺寸(mm)：580 x 488 x 670（W x H x D）
净重(kg)：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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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R-1

线阵列吊装架

KLR-218SUB

双 18"超低音音箱

技术参数：
音箱类型：双 18 寸超低频音箱
单元配置：2 x 18" 低音单元
频响范围：32Hz-200Hz
额定功率：1800W（2 x 900W）
灵敏度：101dB
最大声压级：139dB
标准阻抗：4Ω（2 x 8Ω）
辐射角度：N/A
接线方式：拨码开关，可设置 2 只单元共同推动或者 2 只单元分别推动的方式
箱体：18mm 多层桦木夹板
吊点：横立各 2 组吊点(相距 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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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mm)：1160 x 580 x 925（W x H x D）
重量(kg)：108

KLR-208F

双 8"线阵列音箱

技术参数：
单元配置： 单元： 2 x 8”低音
1 x 1.75”高音
频率范围：80-20KHz
标准阻抗：8 欧
额定功率： 530W
灵敏度：100dB
最大声压级：127dB
连接方式：Speakon
指向性：100 x 10 度（水平 x 垂直）
箱体：18mm 多层桦木夹板
尺寸（mm）：710 x 256 x 394（W x H x D）
净重(kg)：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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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R-118SUB

单 18"线阵列低频音箱

技术参数：
单元配置： 18”低音
频响范围：45Hz-150Hz
标准阻抗：8 欧
额定功率：700W
节目功率：1400W
灵敏度(1w/1m)：98dB
最大声压级(1w/1m)：130dB
连接方式：Speakon
指向性：无指向性
箱体：18mm 多层桦木夹板
尺寸(mm)：710 x 521 x 579（W x H x D）
净重(kg)：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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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R-204F

双 4"线阵列音箱

KLR-204F 双 4 寸线阵列系统是一款小尺寸，大声压级的两分频线阵列系统。
KLR-204F 双 4 寸线阵列系统箱体灵活小巧，安装方便，具有极佳的垂直指向性，设计以满足中近场
听音区的听音需要，为中小型活动及中小型固定安装场所提供最大的灵活性。
KLR-204F 双 4 寸线阵列音箱由两只 4 寸纸盆低频单元，1 只钕磁高音驱动器组成，加上通过相位纠
正技术的新型箱体的配合，整体声音还原性非常出色。设计工程师在设计时采用了处理梳妆滤技术，大大
减少了声波断路问题，提高总体声压级，拓展了覆盖面，完善了柱面波的输出效果。
线阵列系统的音频输出人声圆润清晰，连贯性强，尤其在高音频段采用钕磁路后提升了高频层次感及
解析力，在做乐队还音时可以感受到开阔的声场以及乐队的纵深。
技术参数：
单元配置： 单元： 2 x 4.5”低音
1”钕磁高音
频率范围：78-18KHz
标准阻抗：16 欧
额定功率： 180W
最大功率：560W
灵敏度：98dB
最大声压级：119dB（连续）/125dB（峰值）
连接方式：Speakon 2 x NL-4
指向性：100 x 10 度（水平 x 垂直）
箱体：18mm 多层桦木夹板
尺寸（mm）：466 x 159.6 x 241（W x H x D）
净重(kg)：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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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R-12SUB

单 12"无源线阵列低频音箱

KLR-12 SUB 低音音箱可传递浑厚、圆润的声音，采用 18mm 桦木多层夹板，重量轻，反射音箱声
能效果更好；使用黑色的环保金刚沙喷漆涂装，让音箱美观大方。箱体采用 3 点吊挂方式，使音箱之间可
以更好地衔接，吊装方便、高效、安全。
KLR-12SUB 音箱与 KLR-204F 全频音箱搭配使用，组成线阵列系统，可用于流动演出，也可用于固
定安装场合。
技术参数：
单元配置： 12”低音
频响范围: 50Hz-800Hz
标准阻抗：8 欧
额定功率：380W
最大功率：1200W
灵敏度(1w/1m)：97dB
最大声压级(1w/1m)：121dB（连续）/127dB（峰值）
连接方式：Speakon Speakon 2 x NL-4
指向性：无指向性
箱体：18mm 多层桦木夹板
尺寸（mm）：466 x 380 x 390（W x H x D）
净重(kg)：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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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R-4

KLR-212F

线阵列吊装架

双 12"全频音箱

KLR-212F 是一款性能卓越的全频扬声器，箱体的设计集优雅和经典于一身，使之既能融入现代建筑
的时尚气氛又能迎合古典建筑的典雅气息。
内置二个大型无源分频电路，确保高频与低频互不干扰。满足大型场所(如体育场馆、剧场剧院、多功
能厅、宴会厅等)的使用需求，非常适合应用于需要远程投射声音的场所。
音箱属于固定安装方式，箱体设计采用独特的大锥形厚板，加强的顶板和底板，并且设计多达 13 个
M10 嵌入式安装吊点，配合使用的安装附件，使音箱的安装更简便，更稳定。
技术参数：
额定功率：1000W
频率响应：60Hz-20KHz
最大声压级：133dB
阻抗：4 欧姆
中低音单元：2 x 12”
高音单元: 1 x 3”
辐射角度：80° x 50°
接口：2 个 N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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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mm)：410 x 1110 x 430（W x H x D）
重量：35 公斤

28

5、音频媒体矩阵产品

众所周知，数字处理器设备，能对整个扩声系统进行一系列的优化与调整。而一款优良的数字处理器
设备，不单能更好地发挥扩声系统的品质，并且能提升整个系统的性能及可靠性。
现如今市场中，处理器设备良莠不齐，大量廉价的劣质产品充斥市场。如果在扩声系统中某个环节使
用劣质产品，不仅不能发挥系统中其他优质产品的性能，反而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可靠性降低，甚至损
坏，得不偿失。
对于扩声系统来说，数字音频处理器是必不可少的核心设备之一，处理器的品质直接影响着后级设备
信号的效果，因此，高采样率、高精度浮点处理核心、高效的滤波器、多段参量均衡器、合理的延理处理、人
性化的操作界面以及稳定的管理系统，就成为了高品质、高效率及高性价比的数字处理器产品的关键。
SABINE 数字处理器是 SABINE 公司经过多年的研究推出的一系列处理器产品。全新设计的处理算法
及先进的模数/数模转换外围电路为此系列处理器提供犹如天籁般晶莹透彻的音色，它不仅仅只是处理
器，更是系统优化器，主导整个音频系统，使整个系统的性能发挥到最优。

SC 系列音频媒体矩阵

SABINE - 我们追求优秀数字音频处理器的脚步从未停歇过，这是我们的目标。一台具有灵活 DSP 的
处理器对于系统来说非常重要，而我们设计初衷还是缔造具有卓越的音频处理性能的处理器。如果你在选
择音频处理器时，即注重音频处理效果又需要灵活的 DSP 处理能力，在 SABINE 这里，你将全部得到。
Sabine Communications SC 系列音频处理器是 SABINE 音频处理器家族里的新成员，美国设计，采
用了 ADI 专业 SHARC 数字音频信号处理芯片，40Bit 浮点运算能力。SC 系列将为你带来一个全新的音频
处理性能，简单易用，全开放式结构，一拖一拉式的音频配置方式。SC 系列数字系统处理设备顺应音频
传输领域发展趋势，以 Dante 音频传输技术为基础，因此，产品具备强大的音频传输能力和音频处理能力。
处理器采用开放式构架，用户可自由设计选用 DSP 功能模块，还可以通过 Dante 进行拓展分区及网
络控制，使得任何规模和不同复杂程度的系统都能够以高效的方式进行创建和管理。此外，SC 系列数字
系统处理器配有多种强大的且可自行设计定义的控制平台和界面，以适应不同场合的灵活应用。
SC 系列数字系统处理设备是设计师、调音师的挚爱，是网络化解决方案和软件技术等方面的潮流引
领者。
SABINE SC 系列具有 8x8、8×16、16×8 和 16×16 等各种输入/输出结构。每路输入通道都支持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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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风和平衡线路输入，48V 幻象供电和优秀的话筒前置放大能力。SC 系列有支持数字网络输入/输出
(16x16，Dante)协议版本的主机，分别是 SC8008N、SC8016N 和 SC1616N。
一个灵活稳定的 DSP 模块，可让客户创建出一个极具个性的 DSP 音频系统，以满足不同的环境需
求。SCcom 控制软件拥有便捷的(GUI)图形用户界面、DSP 连接设计自动优化功能和快捷的网络连接管理
能力(DHCP 模式下)。
工程师使用 "SCcom" 软件的图形界面，通过以太网完成对 SC 系列音频处理器的控制，控制软件在
任意一台使用 Windows 系统的电脑中都可以安装。处理器具有逻辑输入和继电器输出，也可以使用 SC
系列 VS4 墙装面板和 T7W 触摸面板或者第三方控制面板控制。

产品特性
➢ 开放式 DSP 功能模块；
➢ Dante 音频传输技术；
➢ 40Bit DSP 浮点运算；
➢ 20Bit 高性能 A/D 转换，采样率 48KHz；
➢ 专业麦克风前置放大器；
➢ SCcom 图形界面控制软件；
➢ SC 系列控制面板可供选配；
➢ 2 行 24 字符背光 LCD 显示屏；
➢ 具备通道信号及状态 LED 灯；
➢ 具备 6 个菜单键及 1 个参数调节键；
➢ DSP 功能模块包含：延时（最大 2s）、均衡（图示及参量）、压缩器、压限器、噪声门、低噪补偿、矩
阵混音、优先闪避器、音乐优先权、自动增益控制、自动回声消除器、自动反馈抑制器等等。
⚫

延时（D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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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 系列延时功能设计灵活，有 10 毫秒、50 毫秒、100 毫秒、500 毫秒、1 秒和 2 秒可选，可各
输入输出通道共用延时，全根据应用空间大小和音箱位置设置使用延时。
⚫

优先闪避器（Ducker）
解决了在调音台上手动调节背景音乐音量的烦恼，可在演讲或语音广播开始时自动降低背景音乐

音量，结束后将背景音乐电平提升至正常水平，特别适用于宴会厅、参观或购物中心等场所。
⚫

图示均衡与参量均衡（PEQ & GEQ）
SC 系列提供 1-8 段参数均衡器可选，还提供 7 段、15 段、31 段图形均衡器可挑选，用户可按照

音频系统需求选择均衡种类与数量。
⚫

噪声门（Noise Gate）
设置噪声门阈值的电平，可在无有效信号、只有噪音的情况下关闭信号输入，使可感知噪音降至

最低，有效信号出现时，噪音会被有效信号“遮蔽”
。
⚫

低噪补偿（Gain Sharing Auto Mixer）
通过话筒不间断的监听背景噪音，根据背景噪音大小，音响系统的输出电平也会随之自动调整，以

防止噪音高时听不清，或者噪音小时过高。
⚫

限制器（Limiter）
将压缩比固定在∞：1，一旦输入信号的电平达到指定的阈值，无论输入电平再增加多少，输出电

平也不会有任何提升，以有效防止功放和音箱过载损坏。
⚫

压限器（Compressor）
压缩任何超过预定阈值的信号，从而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控制信号的电平。

⚫

音乐优先（Priority Selector）
当一个立体声信号接入指定的成对立体声输入口，背景音乐的播放会自动淡出直至完全消失，只

播放新素材。在需要播放不同音乐和音效的场合中，该功能非常实用。
⚫

自动增益控制（AGC）
自动调整输入信号电平的差异，从而保证持续、稳定和清晰的输出电平。在广播和电话会议等应

用中，话筒将声音发布到远距离，讲话者说话的响度差异和讲话者与话筒之间的差异都会造成音响系
统播放电平的巨大变化，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使用自动增益控制功能。
⚫

矩阵混音（Martix Mixer）
SC 系列可为系统提供强大的矩阵混音，不仅可以方便的将不同的声音来源混合，输出至不同的输

出通道及多个不同的区域，还能完成诸如调节音量的操作，而无需重新配置硬件。
⚫

自动反馈抑制器（AFC）
SC 系列的自动反馈抑制器能轻松准确的自动定位反馈点，然后自动进行必要的调整阻止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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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同时又不会对音质造成负面的影响。在会场、演讲大厅等复杂的声学环境中，无需全职专业人员
值守，音响系统也可以放心使用。
产品系列介绍
Ethernet

输入

（Control）

(MIC/LINE)

19"

RJ45

8

√

8

N/A

SC 8016

19"

RJ45

8

√

16

N/A

SC 1608

19"

RJ45

16

√

8

N/A

SC 8008N

19"

RJ45

8

√

8

RJ45*2

SC 8016N

19"

RJ45

8

√

16

RJ45*2

SC 1616N

19"

RJ45

16

√

16

RJ45*2

型号

机架

SC 8008

DSP

输出
(LINE)

DANTE

上表中，SC 系列中带有后缀“N”的四个型号的设备音频网络传输建立在优势明显的 Dante 技术上，能
保证双向传输 16 个通道的 24Bit，48KHz 采样的音频信号，并为控制包提供约 100Mbit/s 带宽（用以传
送、改变参数、 比表数据以及其它各种控制项目）
。
通用参数指标
前面板配置
显示屏：2 行 24 字符背光 LCD
LED 通道信号灯：1 个通道
LED 状态灯：显示数据传输状态，1 个
菜单键：6 个，仅供设置网络连接参数用
参数调节键：1 个
数字音频功效
DSP：40 位浮点运算单元
采样率：48KHz
ADC/DAC：24 位高效能芯片
接口
模拟输入：3.5mm 凤凰接口
模拟输出：3.5mm 凤凰接口
以太网接口：标准 5 类（CAT-5）
以太网最大连接长度：设备与以太网设备连接长度可达 100m/300ft
电源接口：标准 IEC 接头
输入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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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阻抗：＞10KΩ
输出阻抗：50Ω
最大声压级：+20dBu
额定增益：0dB，可增加到+15dB
模式：电子均衡（带+48V 幻象电源）
模拟音频功效
频响：+/-0.1dB（20 至 20KHz)
动态范围：110 dB typical（unweighted）
共模抑制比：＞100 dB（50 至 10KHz)
串扰：＜-100 dB
失真：0.002%（1 KHz@+4dBu）
总体规格
电源：90-240VAC（50~60Hz）
尺寸（mm）：483 x 44 x 229（W x H x D）
重量(kg)： 5

SABINE SC-T7W 触摸屏网络控制面板
可编程墙装 7”触摸板控制面板；
兼容 SCcom 软内编程；
可设置控制参数的名称；
可创建多个页面；
具备开关按钮；
网线连接方式；
使用外部电源或使用 POE 交换机；
支持 DHCP 协议；
铝合金材料；
黑色或白色可选；
规格：墙装方式，2U 背盒
尺寸（mm）：245 x 130 x 30（W x H x D）
重量(kg)：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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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INE SC-VS4 网络控制面板
可编程墙装控制面板；
兼容 SCcom 软内编程；
可标示控制参数的名称；
网线连接方式；
使用外部电源或通过使用 POE 交换机；
4 个可编程的，可选择开/关按钮；
1 个独立的可编程的电平控制键；
带电源和网络状态 LED 指示灯，音量 LED 指示灯；
铝合金材料；
黑色或白色可选；
规格：
电源 ：5 Volts 直流 @ 1A
墙装 ：适用 2-Gang 尺寸的暗盒.
尺寸（mm） ：4.5”x 4.5” (前面板)
重量 (kg)：0.5

AC8008 8*8 数字音频处理器

⚫

输入：8 路平衡式话筒／线路，采用凤凰端子接口；

⚫

输出：8 路平衡式线路输出，采用凤凰端子接口；

⚫

提供 24bit/48kHz 的杰出音质；

⚫

每个输入通道都具有前置放大、信号发生器、3 段参量均衡、自动增益控制模块

⚫

每个输出通道都具有 5 段参量均衡器和限幅器模块；

⚫

输入端具有自适应反馈消除设计，有效抑制系统啸叫；

⚫

8 组可用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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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232 双向串行控制接口：开放的协议代码，可与第三方中控系统无缝对接；

⚫

使用 PC 控制软件，进行信号路由混音，切换，分配及各项参数调整；

⚫

软件操作界面直观、图形化，中、英文语言界面可选；

⚫

采用 TCP/IP 协议，使用标准以太网口连接电脑完成系统设计和控制。

技术指标：
采样频率：48kHz;
动态范围：大于 110dB;
幻像供电：DC 48V ;
输入共模抑制：大于 70dBu @ +20dBu , 60Hz;
通道隔离度：90dB;
频率响应：20～20kHz (±0.5dB);
总谐波失真(THD+N)：≤0.005% @1kHz，+4dBu;
最大输入增益 : 40dB;
输入阻抗：10KΩbalance；5.5KΩunbalance;
输出阻抗：200 ohm;
最大输出电平：20dBu;
电源要求：AC 110V~230V AC，50Hz /60Hz
功率：40W；
尺寸（mm）：488mm x 180mm x 44mm（W x H x D）
重量(kg)：2.3

AE1208 12*8 数字音频处理器

特性：
⚫

12 路平衡式话筒／线路输入，具有 48V 幻象供电软开关，0、6、30、36、42dB 多级增益调节；

⚫

8 路平衡式线路输出；

⚫

采样率：48kHz；

⚫

输入每通道：前级放大、信号发生器、扩展器、压缩器、5 段参量均衡（支持多种类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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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Q、High-Shelf、Low-Shelf、LP、HP）
；
⚫

输出每通道：可选 8 段参量均衡或 31 段图示均衡、延时器、高低通滤波器、即时响应限幅器；

⚫

内置自适应回声消除 AEC；

⚫

内置自适应反馈消除（AFC）
，具有 16 个抑制点，支持手动、固定、动态三种工作模式；

⚫

多种模式的自动混音，可选择门限型自动混音或增益分享型自动混音模式；

⚫

全功能矩阵混音功能，交叉点电平可调；

⚫

GPIO 可编程控制接口，8 路逻辑输入，4 路电压输入控制，4 路逻辑输出；

⚫

RS-232 双向串行控制接口：可与视频矩阵和第三方中控系统兼容；

⚫

支持 8 组场景预设功能。

⚫

1.54" OLED 显示屏，可显示设备名称和 IP 地址；

⚫

USB2.0，音频播放接口；

⚫

可选中英文软件界面，软件操作界面直观、图形化；

⚫

用户友好设计，以太网口轻松连接电脑及其他网络设备。

技术指标：
采样频率 :48kHz;
动态范围: 大于 106dB;
幻像供电: DC 48V ;
输入共模抑制 :大于 75dBu @ +20dBu , 60Hz;
通道隔离度 :106dB;
频率响应: 20～20kHz (±0.5dB);
本底噪声（A-计权）
：-90dBu
等效输入噪声 EIN：≤-125dBu
总谐波失真(THD+N): ≤0.002% @1kHz，+8dBu;
最大输入增益 : 42dB;
输入阻抗: 10KΩbalance;
输出阻抗: 100 ohm;
最大输出电平: 20dBu;
电源要求: 220VAC，50Hz;
功率:60W；
尺寸（mm）: 488 x 44 x 260（W x H x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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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音频传输盒

1、 AC44 4*4Dante 接口盒

为满足数字系统处理设备应用需求，提高系统的使用灵活性，SABINE COMMUNICATIONS 各系列
处理器的数字音频扩展接口箱——AC44 正式发布，该设备具有 4 路平衡输入接口，4 路平衡输出接口，标
准的 4 入 4 出 DANTE 网络音频接口。可以极大的扩展网络型数字系统处理设备的应用范围，满足工程师
们的系统建设需要。
特性：
⚫

音频接口：
4 路模拟平衡输入，支持 MIC/LINE 输入，话筒增益（可调）:-20dB、-10dB、0dB；
4 路模拟平衡输出；
Dante 接口：标准 RJ45 接口，4 路发送，4 路接收。

⚫

手动开关：具有幻像电源切换开关，话筒增益调节旋钮。

⚫

网口： RJ45 接口 2 个，光纤接口 2 个；

⚫

供电：独立电源接口；

⚫

LED 指示灯：电源指示灯，电平指示灯。

⚫

LCD 显示屏：设备 IP、版本号、设备名等；

⚫

软件管理功能：通过 PC 调节输入通道 LINE/MIC 电平切换，增益选择（-20dB,-10dB,0dB）,48V 幻
象供电开关等；

技术参数：
幻象供电：48VDC,10MA
输入阻抗：2000 欧姆。
最大输入电平：+12dBu @ 0dB 增益；
最大输出电平：+12dBu@0dB 增益；
输出阻抗：200 欧姆（平衡）
，100 欧姆（非平衡）
；
频率响应：20 Hz–20 kHz，±0.5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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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范围：>100dB；

2、 BC22 2*2Dante 墙装面板

为满足数字系统处理设备应用需求，提高系统的使用灵活性，扩展配件——BC22 正式发布，该设备
具有 2 路卡侬音频输入接口，2 路卡侬音频输出接口，标准的 2 入 2 出 DANTE 网络音频接口。可以极大
的扩展 Sabine Communications 系列数字系统处理设备的应用范围，满足工程师们的系统建设需要。
⚫

每路模拟输入具有独立的 48V 幻象供电开关

⚫

每路模拟输入具有增益调节旋钮

⚫

模拟输入输出接口类型：采用平衡卡侬接口。

⚫

Dante 通道：2 路发送，2 路接收。

⚫

LCD 显示屏：显示主机 IP 地址，Dante 通道 IP 地址，通道名）

⚫

单 RJ45 网口（100M）
，PoE 供电。

⚫

采用双 86 底盒横向安装

性能指标：
采样率：48k@24bit
输入阻抗：2000 欧姆。
最大输入电平：+12dBu @ 0dB 增益;
最大输出电平：+12dBu@0dB 增益；
输出阻抗：200 欧姆（平衡）
，100 欧姆（非平衡）
频率响应：20 Hz–20 kHz，±0.5 dB；
总谐波失真（THD+N）≦0.004% @1k，4dBu
动态范围：>105dB;
工作温度：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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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音频周边

音箱处理器 PQX3006
技术特点：
3 个输入/ 6 输出的数字信号处理器，具有能够精确而又广泛的对音频进行控制的功能。通过前面板
界面上的具体功能按钮，允许快速发送所有控制参数，消除隐藏子菜单。背光 2x20 特性 LCD 显示通道和
功能设置。相关具体按钮可访问所有音频功能和系统工具。更快捷设置和强大的可视输入/输出路由，EQ
滤波曲线系统，两个 USB 接口（一个在前面板，另一个在后面板）和 RS-232 接口可用于控制软件和 PC
连接。提供一条 6 英尺的 USB-A 到 USB-B 电缆。软件的使用优势在于它包括非常强大的预设能力，并且
在音频路由与控制处理方面非常的直观。
PQX 3006 采用先进的 DSP 技术，
从 24 bit，
48kHz 的 delta-sigma A / D 转换器与 128 倍超采样。
数
字处理包括：增益、极性转换、参量均衡器、搁架滤波器、时间延时、分频功能、压缩、限制和信号路由，所
有的处理都通过一对 120MHz 高性能 DSP 处理器。D / A 转换器使用 24 位 delta-sigma 转换器与 128
倍超采样。所有输入和输出都是使用防止射频干扰的平衡 XLR 接口。
每路输入调整增益、延迟、六个独立的滤波器（您所选择的每一个参数，高或低棚架）。除了设定分
频点，每个输入可被分配到任何一个或一组输出，可以设置四个参数，高或低棚架滤波器，延迟调整，输
出增益，极性和压缩器/限制器对音箱的保护。所有这一切都在一个机架空间，配有 XLR 卡侬输入和输出
接口。
PQX 3006 可存储 30 个预置，预设文件采取了“快照”方式完全存储当前所有通道的所有控制数据。
PQX 3006 是一台功能强大，便于操作的处理器。无论是在现场演出还是用于固定安装，都提供了精
确的音频处理能力和卓越的声音。
3 通道输入/6 通道输出的数字信号处理器、采用先进 120MHz 的 DSP 芯片，24 bit，48kHzA / D
转换器、具有 LCD 液晶背光面板，可调功能键、USB 接口和 RS-232 接口用于外部 PC 控制、输入和输出
使用防射频干扰的平衡 XLR 接口、处理模块包括：增益、参量均衡器、滤波器、延时、分频、压缩、限制
和信号路由，30 个预置存储。

39

7、CI 系列功率放大器

Sabine Communications Ci 系列专业功率放大器是为固定安装扩声系统而专门设计。Ci 系列包括
Ci850T、Ci850、Ci2450、Ci4000 和 Ci6000 五个型号，所有型号的高度都是 2U，深度不足 40cm，尺
寸紧凑，重量较轻，具有极大的适用性和很高的可靠性。特有优质的环形变压器供电电源连同 Class AB
及 Class H 功率模块，Ci 系列提供极宽的频率响应并具有优良的动态。

⚫

优异品质

Ci 系列功放传承了 Sabine 长达 40 余年的产品品质，坚持走产品创新之路。
⚫

简便操作

前面板配有各路增益控制，以及状态显示灯，可监控功放运行，操作简单方便。
⚫

模式切换

可设置立体声、桥接和并接三种不同模式，操作快捷、安全，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合。
⚫

贴心保护

提供更多可靠的保护和故障诊断功能，包括软启动、直流、短路过载、失真限压、过热保护和开机音
量渐大。


控制

➢

增益控制旋钮

CH1/CH2，300°音量旋钮 0/-80dB。立体声模式下，CH1 和 CH2 音量独立控制；桥接/并接模式
下，CH1 同时控制两通道音量，CH2 音量控制失效。对于正常使用时，将旋钮保持在最大（0dB）即可。
➢

电源开关

前面板开关，I 的位置为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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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管座

后面板保险管座作为过载保护。
➢

模式转换

后面板转换拨档，选择桥接模式、并接模式和立体声模式。


输入/输出

➢

输入连接器

平衡输入 XLR 母插座，平衡并接 XLR 公插座。
➢

输出连接器

两位红黑连接柱。


指示灯

➢

削波指示灯（CLIP）

功放输出信号过载，音频信号失真，指示灯常点亮。
➢

信号指示灯（SIG）

两个绿色 LED，通道输入信号时点亮。
➢

保护指示灯（PROT）

功放进入任何一种电路保护模式时，指示灯亮起。
➢

电源指示灯（ON）

功放电源接通，正常启动后，指示灯点亮。


保护

提供更多可靠的保护和故障诊断功能，包括软启动、直流、短路、过载、失真限压、过热保护和开机
音量渐大。


无噪声冷却系统结构

具备先进的冷却系统设计，空气流由前面板吸风后，流向后面板。在最炎热的使用环境也能将功放保
持在一个安全的温度，但由此产生的背景噪声并不明显。大型的功放柜甚至可被安装在噪声敏感区域，不
必担心产生任何干扰而妥协。

技术参数：
型号

Ci850T

Ci850

Ci2450

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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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4000

Ci6000

8 欧姆
立体声

350W×2

350W×2

500W×2

850W×2

1350W×2

550W×2

550W×2

750W×2

1250W×2

2000W×2

1100W×1

1100W×1

1500W×1

2500W×1

3800W×1

功率*
4 欧姆
立体声
功率**
8 欧姆
桥接功率**
定压输出

310W×2

（100V，20Ω）

@1%THD

-

其他指标

频率响应（8Ω/
立体声/1/4

20Hz-20kHz，+0/-0.5dB

额定功率）
总谐波失真（8
Ω/立体声

THD%<0.05%

/1kHz/1/4

THD%<0.08%

额定功率）
信号噪声比

≥96dB

阻尼系数（8Ω/

＞100

立体声/1kHz）

＞200

分离度（8Ω
/1kHz/1/2

≥75dB

≥75dB

≥75dB

≥70dB

≥75dB

额定功率）
转换速率
（8Ω/立体声/

＞12V/μs

＞15V/μs

额定功率）
输入灵敏度
（8Ω/立体声

0.775V

/1kHz）
输入阻抗（平衡

20kΩ/ 10kΩ

/不平衡）
电压增益（8Ω/
立体声/1kHz）
拓扑结构

37dB

37dB

38.2dB

Class AB

40.5dB

Class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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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dB

尺寸重量
产品外形尺寸
mm
外包装尺寸
mm
毛重 kg

供电要求

483x350x89

483x350x89

483x398x89

483x451x89

483x451x89

600x465x175

600x465x175

600x515x175

600x570x175

600x570x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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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8.5

24.5

24.5

可插拔 6A

可插拔 6A

可插拔 13A

可插拔 13A

可插拔 13A

电源线；

电源线；

电源线；

电源线；

电源线；

~220V/50Hz±10%

*此功率是按照 EIA 标准测量得出
**此功率是使用 40ms 脉冲，1kHz 正弦波在 1%总谐波失真下测量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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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CM 205A 会议用鹅颈传声器

SABINE ECM 系列话筒是一款具备快速拆装式设计的鹅颈电容话筒。其先进的双拾音头设计非常适合
在演讲、教学以及会议等场合使用。话筒底座为一体压铸金属，体形精致，简约而不失时尚。音质清晰明
亮、灵敏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噪音低、并且话筒座底部设计有话筒极性调节旋钮，可根据不同的环境、场
所精确地调整最佳性能的极性模式。本品提供原装五针卡扣式桌面话筒座及迷你卡侬线缆，为用户的使用
提供了便利。
规格参数：
- 双话筒拾音头设计
- 话筒开启状态 LED 指示灯
- 底座五针螺纹锁扣设计
- 指向性：多种可调节（全指向、心型、超心型、锐心型、八字型）
- 防射频干扰设计
- 底座一体化压铸金属
- 幻像电源：DC48V. 4mA 典型值
- 阻抗：120ohms
- 最大声压级：120dB.1% T.H.D.1KHz
- 本地噪音：24dBA
- 频率响应：90Hz-17KHz
- 麦克风灵敏度：-32dBV(25mA)
- 连接类型：三芯迷你卡侬
- 话筒杆长度：380mm
- 话筒底座尺寸（mm）： 94 x 45 x 144（W x H x D）
- 整套重量(k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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