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信息
有源超低音扬声器

SERIOUS. BASS. PERFORMANCE.

全新的 DXS15mkII 以及 DXS12mkII 是 DXS15 和 DXS12 超低音的升级型号，对于那些需要强有力低音的固定安装或者流动现场演
出活动来说，新型号将大大提升演出的灵活性以及专业低音表现力。DXS系列以其更高的最大声压级，扩展的低频特性以及高解析度
和震撼力将充分满足您对其的期待，您可以依赖其来完成所有的低频播放重任。
有源超低音扬声器

有源超低音扬声器

• 15" 有源超低音扬声器 1020W D 类功放
• 大功率 15" 低音单元，2.5" 音圈，箱体采用带通
设计，具备优异的低频响应以及 135dB 的最大
声压级
• 40Hz-150Hz 频响范围，满足中小型空间需求
• 内建 D-XSUB 处理器，可实现更低的频率响应
• 坚固的胶合板材质箱体，并为减少失真优化声学设计
• 心形模式可实现舞台低音管理
• 可选 X-OVER 管理 (80/100/120 Hz)
• M20 和 Ø35 mm 双支架插孔

• 12" 有源超低音扬声器 1020W D 类功放
• 大功率 12" 低音单元， 2.5"音圈，箱体采用带通
设计，具备优异的低频响应以及 134dB 的最
大声压级
• 42Hz-150Hz 频响范围，满足中小型空间需求
• 内建 D-XSUB 处理器，可实现更低的频率响应
• 坚固的胶合板材质箱体，并为减少失真优化声学设计
• 心形模式可实现舞台低音管理
• 可选 X-OVER 管理 (80/100/120 Hz)
• M20 和 Ø35 mm 双支架插孔

DXS15mkII

DXS12mkII

主要特点
定制设计单元

高效的 1020W D 类放大器

紧凑便携的外观设计

高声压输出的低音单元采用了一个 2.5"
音圈磁铁，传递强大而精确的低频声音，
与此同时保持极低失真。.

DXS 高性能的 D 类放大器具备最高
1020W 大功率，最大声压级可达135dB，
音质清晰，还原精准。
DXS15mkII 和
DXS12mkII均比前代
型号多出 3dB 的最大
声压级。

与其惊人的高声压对应的是 DXS 系列紧
凑便携以及轻量化的设计，两者完美统一
于DXS系列之中。

心形模式

强大的低音控制

心形模式设定可以增加对于2个或以上
DXS 扬声器组成的低音阵列的额外低频
控制，它可以有效降低舞台端的低音声压
级，并将这些低音更多地传送到
DXS18
听众位置。

强大的D-XSUB处理器能够使您
能够充分控制频响范围，从而满
足不同应用场合的需求。

Cardioid Mode

Horizontal Polar
Pattern @ 5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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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 DJ

乐队演出

规格
一般规格
扬声器类型
频率响应 (-10dB)
实测最大声压级
(峰值) 粉噪1米处

DXS12mkII

DXS15mkII

DXS18

12" 有源超低音扬声器，带通式

15" 有源超低音扬声器，带通式

18" 有源超低音扬声器，带通式

42Hz - 150Hz

40Hz - 150Hz

32Hz - 120Hz

134dB SPL

135dB SPL

136dB SPL

动态: 1020W / 持续 : 800W

输出功率
单元部分

LF

15" 锥形单元, 音圈 : 2.5"

12" "锥形单元, 音圈 : 2.5"

I/O 接口

输入 : XLR3-31 × 2, THRU :XLR-3-32 × 2 (旁通或 HPF 后)

处理器

D-XSUB : BOOST, XTD LF, NORMAL

电源要求

100V – 240V, 50Hz/60Hz

功耗

100W

散热

自然对流

支架插孔
净重

35 mm (深度 80 mm) & M20 (螺纹深度 25 mm)
36.0 kg (79 lbs)

30.0 kg (66 lbs)

其他
外观尺寸
(宽×高×深,含橡胶脚垫)

18" 锥形单元, 音圈 : 4"

49.7kg (110lbs)

材质 : 胶合板 (耐久聚脲涂层, 黑色)
400 × 567 × 570 mm (15.7" × 22.3" × 22.4")

480 × 611 × 614 mm (18.9" × 24.1" × 24.2")

563 × 683 × 721 mm (22.2" × 26.8" × 28.4")

选配件
可选滑轮

可选音箱面罩

SPW-1

SPCVR-DXS152
SPCVR-DXS122
SPCVR-18S01

为方便您能更快速便捷地对DXS系
列超低音扬声器进行设置，您可以选
择在扬声器底部添加滑轮，带有径向
滚珠轴承的滑轮也能确保滑动过程中
保持安静。

多功能音箱面罩可以避免您的音箱
在户外演出时收到恶劣天气带来的
影响，同时也防止仓库存放时所产
生的积灰以及设备运输途中对音箱
造成的损伤。
SPCVR-DXS152 音箱面罩与 DXS15mk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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