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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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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声音，隐藏在朴素外观之下。

无论是礼堂、宗教场所，还是大讲堂或博物馆，声音都是体验的

关键部分。因为合适的音频解决方案可以将空间汇聚起来并增强体

验，让效果与众不同。但扬声器在视觉上通常会占据大量空间， 

同时缺乏完全支持这些空间的功能和灵活性。 

Bose Professional 的 Panaray 扬声器刚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它们采用纤薄的时尚设计，提供震撼的音频体验：全频段的声音表

现、出色的语音清晰度和精准的覆盖控制，即使是具有声学挑战的

空间也能应对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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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化配置。 

定制模块和颜色

凭借 MSA12X 的模块化设计，您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每串使用一

个或两个、三个模块组合。根据投射距离、低频需求和 SPL 要求，

提前完成系统设计。然后选择白色或黑色型号，并可根据需要进行

喷涂。 

单一模块 
1 米（39 英寸）

两个模块 
2 米（78 英寸）

三个模块 
3 米（117 英寸）

典型的可用投射距离(4) 10 米（33 英尺） 25 米（82 英尺）
35 米 
（115 英尺）

最大/峰值 SPL(3) 
97 /103 dB
距离 10 米 
（33 英尺）

96 /102 dB
距离 20 米 
（66 英尺）

95 /101 dB
距离 30 米 
（98 英尺）

波束控制低频下限 500 Hz 250 Hz 160 Hz

适合您项目设计的灵活工具

Panaray MSA12X 扬声器可为您将来的安装带来全新的控制和便利

性。有源 MSA12X 扬声器采用经济高效的电子波束控制， 

是一款易于设计、下单和安装的构建块解决方案。 

将 Panaray MA12 或 MA12EX 添加为延时或补声扬声器。轻松将 

MSA12X 与 Bose 处理器、功放、低音箱和终端用户控制硬件或软

件相结合，提供无缝的端到端解决方案。

第 3 步使用 ControlSpace Designer 
发送模块配置。

第 1 步绘制听音区。 第 2 步选择并放置扬声器。

  Bose Array Tool 软件。  

实际环境中的仿真设计

Bose Array Tool 软件可帮助您快速、准确地创建扬声器设计。 

使用直观的三步式界面、熟悉的工作流程和直达声场的计算引擎，

让您自由进行体验。在三种波束模式中选择一种，将投射声线和波

束角度拖动到座位区上方，实时评估覆盖范围。 

可从 PRO.BOSE.COM 免费下载

  主要特点。

全频段的声音表现，具有扩展的低频波束控制， 
可用于语言和音乐扩声

数字可控的垂直覆盖范围，设计时尚、外观简洁低调

简化的设计流程，可使用 1 个、2 个或 3 个模块进行灵活安装

每个扬声器单元独立的功放和 DSP 处理

每个模块 12 个扬声器单元（600 瓦）

Dante® 数字音频网络接口和线路电平模拟输入

单波束和双波束预设能够匹配常见的房间形状和覆盖 
范围需求

160°水平覆盖，可适应包括扇形房间在内的多种房间形状

使用 ControlSpace Designer 软件可进行设置、 
预设调用和监控

随附所有支架和连接线 — 无需订购额外部件 

  Dante 支持。

网络音频和控制

通过集成的 Dante 网络连接将数字音频发送至 

MSA12X。您还可使用此端口进行 ControlSpace 

控制，通过兼容的 ControlSpace 处理器，终端用户控件和第三方

控制系统，进行控制和监控，进行波束预设的调用。或在简单应用

中使用模拟输入



柱状阵列扬声器的优点

柱状阵列扬声器运用线声源理论，使用排成一列的扬声器单元。 

与点声源的设计相比，这种设计可以提供更好的从前到后的  

SPL 一致性。柱状阵列设计可收窄垂直方向上的声音， 

提高清晰度，减小发生啸叫的可能性，即使在混响很强的空间内也

能提供远距离投射的声音。还可以进行数字波束控制，实现更精确

和准确的覆盖范围。 

PRO.BOSE.CO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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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柱状阵列会自然地限制垂直覆盖范围，提高清晰度。但是，它们必须准确的

覆盖听众。由于声音的传播范围有限，需要花费更多的努力和成本安装和调整扬声

器的角度MSA12X 使用最新的数字波束控制技术和算法，用更少的模块将声音定向

到需要的位置。现在，系统设计人员可以通过使用灵活、适应性强的扬声器设计摆

脱传统技术限制，兼顾清晰、一致的声音效果。 

波束模式选项

根据阵列的安装位置和覆盖区域的形状，从三种不同的波束模式选项中进行选择。此外，您还可以在任何数量的模块配置（一个、两个或三

个）中部署双波束模式（如下所示），以及使用任意波束模式的组合。 

终端用户预设

MSA12X 是联网 Bose ControlSpace 系统的一部

分，终端用户可以在波束预设之间切换，根据自己

的需求即时调整声音覆盖范围。 

设计师只需为墙装控制面板或 ControlSpace 

Remote 应用程序等用户界面轻松分配可调用的波

束预设，或为定时事件和第三方控制系统分配预设

即可。例如，可调用的终端用户预设可能包括：半

空间或全空间覆盖，会议室分区覆盖或挑台覆盖。 

人声频段平滑 Vocal Range Smoothing 选项在基础转向/扩散 Basic Steer/Spread 和平面优化 Flat-Floor Optimized 中均可用，有助

于在整个目标听音区保持人声频段范围的音调平衡一致性。它还可以抑制波束旁瓣，尽可能降低动态余量损失。 

最基本的波束模式，让您可以控制垂直方向的波束，然后从波束的声线
轴进行波束的扩散。

适合在相对较高的阵列位置覆盖斜面或平面座位。使用垂直不对称波
束进行辐射。

非常适合平面座位区，将阵列底部安装在比听众的耳朵高度稍高的位置。
提供从前到后一致的覆盖范围。

双波束模式利用阵列的所有扬声器单元同时处理两种波束，也可让您分
别使用任意两种波束模式。 

双波束模式 Dual Beam Mode

使用波束控制覆盖更大的座位区

基础转向/扩散 Basic Steer/
Spread

传统柱状阵列只能部分覆盖听音区

平面优化 Flat-Floor 
Optimized

斜面优化 Raked-Floor Optimized

安装更平稳

安装柱状扬声器有时会不太方便，因此我们设计了 

MSA12X 来应对各种常见挑战，确保使您的安装更轻松。  

首先，扬声器到达您的作业现场时随附一切所需配件，便于

您安装任何模块配置，而您只需带上壁挂安装用的螺钉即

可。其次，所有型号的设备都有相同的尺寸；无需担心特殊

尺寸。产品代码非常简单，全球分销意味着产品的可用性始

终一致可靠。最后，使用随附的支架和先进的“挂上安装”

技术，您会发现安装过程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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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图示例

Panaray MSA12X
左侧双模块阵列

Panaray MSA12X
右侧双模块阵列

壁挂式平板电脑，已安装

ControlSpace Remote  
远程控制 APP

MB210 低音箱

扬声器输出

PoE 网络交换机

D
an

te
/控

制

Dante/控制/PoE

其他兼容 Dante 设备的音频 

（调音台、麦克风、终端）

交流电源线 交流电源线

Dante/控制

ControlSpace WB22B-U
墙装面板

PowerSpace P21000A 功放

Dante/控制

顶部连接面板

底部连接面板

（随附支架和连接线）

AmpLink 连接

ControlSpace ESP-880AD 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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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单模块性能

频率响应 (–3 dB)(1) 75 Hz – 17 kHz

频率范围 (-10 dB) (1) 58 Hz - 18 kHz

水平涵盖角 (2) 160° 

垂直张角 软件可调整：单一模块：最大 30°；2 到 3 个模块：最大 40° 垂直 

垂直波束控制角度 + / - 20°

最大 SPL @ 1 米 (3) 112 dB

多模块性能 1 个模块 2 个模块 3 个模块

典型的可用投射距离 (4) 10 米（33 英尺） 25 米（82 英尺） 35 米（115 英尺）

特定距离 10 米（33 英尺） 20 米（66 英尺） 30 米（98 英尺）

在特定距离下的最大 SPL (3) 97 dB（103 dB 峰值） 96 dB（102 dB 峰值） 95 dB（101 dB 峰值）

波束控制低频下限 500 Hz 250 Hz 160 Hz

全频扬声器单元 57 毫米（12 × 2.25 英寸） 57 毫米（24 × 2.25 英寸） 57 毫米（36 × 2.25 英寸）

功放通道/额定功率 12 × 50 W 24 × 50 W 36 × 50 W

物理阵列高度 1 米（39 英寸） 2 米（78 英寸） 3 米（117 英寸）

电气性能（单模块）

交流电源电压 通用 85-264VAC/50/60 Hz

交流电源连接器 IEC60320-C14

交流电功耗 120VAC/240VAC：25 W（闲置），275 W（最大）

音频输入

模拟音频输入接口 3 针 Phoenix 接口 (5)

模拟音频最大输入电平 0 dBu / +10 dBu / +24 dBu（可调节增益）

输入灵敏度 15 dBu

输入阻抗 20 kΩ 

数字音频输入 Input（输入）：Dante 数字音频网络的 2 个通道 (RJ-45)，扩展：LVDS (RJ-50) 

数字输出 扩展：LVDS (RJ-50)

集成DSP

软件、设计和阵列参数创建 Bose Array Tool（快速、直接的直达声场预测），Bose Modeler（高级、直接的混响声场预测）

软件、编程/控制/监控 Bose ControlSpace Designer

A/D 和 D/A 转换器 24 位，48 kHz

支持的波束数量 (5) 2

FIR 滤波器支持（本地 MSA12X） 1024 tap @ 48 kHz

用户预设数量（本地 MSA12X） 10

音频延迟 5.7 毫秒

物理参数

外壳 挤制铝材侧壁，钢端盖，全部粉末涂层，可喷涂

网罩 粉末涂层的铝材，可喷涂

指示灯和控件 电源、限幅、故障

运行温度范围（环境温度） 0°C 至 40°C/32°F 至 104°F

冷却系统 冷却仅为无源系统，气流从底部流向顶部

环境 仅限室内

吊装/壁挂 集成的墙面支架；允许任意方向水平偏角最大 90°

尺寸（高 × 宽 × 深） 984 × 106 × 206 毫米（38.74 × 4.16 × 8.12 英寸）

净重 14.5 千克（32 磅）

装运重量 19.21 千克（42.35 磅）

内含配件
(1) 根电源线、(1) 根电源互连连接线、(1) 根 RJ-50 扩展线、(1) 个 Phoenix 接口、 

(2) 套墙面/扬声器安装支架、(1) 个连接支架、(12) 根扎带、(1) 个 Bose 徽标， 

外加 (4) 颗 m6 法兰螺母、(8) 颗 m6 六角螺栓、(1) 个偏转支架

产品代码

黑色 (RAL 9005) [787856] - 1110、2110、3110、4110、5110

白色 (RAL 9010) [787856] - 1210、2210、3210、4210、5210

脚注
(1) 频率响应和频率范围是在指定的消声环境中使用推荐的有源均衡进行轴上 1 米测量所得 
(2) 1 - 4kHz 平均，-6 dB
(3) 基于自由场（无边界负载限制）灵敏度计算的最大 SPL，不包括功率压缩，并且未应用波束控制、扩散角度或人声平滑功能
(4) 典型的最大可用投射距离包括对混响和语音清晰度的考量 
(5) 模拟音频输入只能设计一个 (1) 波束；两 (2) 个波束支持需要 Dante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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