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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Model 812
可调指向性阵列扬声器
技术规格
系统性能
系统类型

自供电二路扬声器

频率响应（±3 dB）

52 Hz - 15.5 kHz

频率范围（–10 dB）

43 Hz - 20kHz

指向性

水平 100°x 垂直 40°（C 形）

最大声压级（1 米）

132 dB SPL（峰值）

分频频率

600 Hz 声学四阶巴特沃斯滤波器

放大器
系统功率

1000W

额定功率失真

不超过 0.1 %（30 Hz - 15 kHz）

系统限幅器

动态限幅器

电源指示灯

蓝光 LED：系统通电运行中

换能器
驱动单元

8 只 2.25" 中高频驱动单元；1 只 12" 低频驱动单元

输入通道
信号指示灯

电源 / 故障、 限幅、 前端 LED、 信号输入

输入接口

输入 1：XLR 平衡：接口 1（接地）、接口 2（+）、
接口 3（-）

控制

音量、 信号输入选择、 前端 LED 功能选择、 EQ 选择、 开机 / 关机

输入 2：1/4” TS/TRS、 1/8” TS/TRS、（2）
RCA 接口

其他连接
线路输出

XLR 平衡

交流电源

IEC 接头

箱体
外壳

耐冲击复合材料

网罩

粉末涂层钢制孔状网罩

尺寸

高 26.1"x 宽 13.1"x 长 14.6"（664.66 x 334.3 x 372.5mm）

净重

44.5 磅（20.18 kg）

电源电压
通用型

电源功率标称：100-240V，50/60Hz±20%，200 瓦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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