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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从 SD 卡和 USB 输入接口获取 MP3 进行回放

u 具有 RDS、预设和数控功能的 FM 调谐器

u 可同时操作 SD/USB 播放器和 FM 调谐器

u 用于数字音源和 FM 调谐器的独立输出

PLE-SDT 斑丽“易”系列 SD/调谐器 背景音乐源是公共广播
系统中理想的高品质背景音乐 (BGM) 源。 它可为专业系统
提供数小时的不间断音乐。 在设计时没有采用可移动的部
件，因此可用于需长期运行的系统上。 它设计用于与非易失
性稳态闪存配合使用。

系统概览

该装置具有由存储在 SD 卡和 U 盘上的 MP3 提供的数字音
源以及由 FM 调谐器提供的音源。 它一般用在酒店、商店、
超市、餐馆、酒吧、食堂、健身会所、展示厅以及其它需要
背景音乐源来营造良好氛围的场所。 它可以连接到所有公共
广播放大器。 其设计沿用斑丽“易”系列设计风格，属于博世
益捷系列的一部分。

基本功能

ANTENNA TUNER COMBINED USB/SD R L R L R L

TUNER COMBINED USB/SD

USE ONLY WITH 250V FUSE

230V~50Hz 50W or 115V~60Hz 50W

230V~FUSE T0.63A/250V or
115V~FUSE T1.25A/250V

OUTPUTSOUTPUT LEVELInsert only one USB stick at the time.
If a USB stick is inserted in the front,
this socket cannot be used, and vice versa

该数字播放器的 SD/USB 容量高达 32 GB（最多存储
2000 首曲），可选择在前面板或后面板连接 USB，并且借
助信号源来提供数小时的高质量的不间断音乐回放。 它允许
将音乐文件放在存储器的多个文件夹中。 播放器可以自动搜
索和播放闪存设备上所有可播放的 MP3 文件，具有重复和
随机播放模式。

数字音源
它可以播放比特率介于 32 kbps 至 320 kbps 之间、单声
道/立体声/联合立体声的 MP3 文件，并且支持恒定比特率
(CBR) 和可变比特率 (VBR)。

调谐器
数控 FM 调谐器使用频率合成器来准确地捕捉广播电台，并
且具有 FM 预设频道，用于存储喜欢的广播电台。

输出
播放器和调谐器可以同时使用，从而实现不同输出。 可通过
后面板设置输出音量。 在立体声模拟输出旁边有一个组合输
出，可播放数字内容，并在播放最后一支曲目后会自动切换
到 FM 调谐器。

证书与认可

安全 符合 IEC/EN 60065 标准

 CCC

 C‑Tick

CE EN 55013+A1+A2,

 EN 61000‑3‑2,

 EN 61000‑3‑3+A1

 2006/95/CE LVD 指令

 2004/108/CE EMC



 IEC EN 55020+A2+EC

 CE 标志认证

地区 认证

欧洲 CE

安装/配置

PLE‑SDT 是 19 英寸机架安装装置，可以拆卸机架安装支架
以在桌面上使用。 该装置附带 IR 远程控制器，可控制所有
的音源。 它与大容量安全数字存储卡 (SDHC)、MMC 内存
卡、USB 闪存盘和总线供电的 (2.5”) 硬盘驱动器 (HDD) 兼
容。 随附了系统连接线缆。

附件

数量 组件

1 PLE-SDT 斑丽“易”系列 SD/调谐器 背景音乐源

1 交流电源线

1 安全说明

1 19 英寸安装支架套件

1 远程控制

2 2 对音频 RCA 电缆（2.5 米）

1 SD 卡（包括免费音乐和使用说明）

技术规格

电气

交流电源  

电压 115 - 230 VAC ±10%，
50/60 Hz

电源设备保险丝 230 VAC 0.63 AT / 250 V

 120 VAC 1.25 AT / 250 V

功耗（典型值） 10 W

功耗（最大值） 50 VA

FM 调谐器  

失真 < 1 %

总谐波失真 (1 kHz) < 0.8 %

FM 范围 87.5 ÷ 108 MHz

频率响应 50 Hz ÷ 12 kHz

通道分离 (1 kHz) ≥ 40 dB

中频抑制 ≥ 70 dB

信噪比 ≥ 50 dB

中频 10.7 MHz

输入灵敏度 6 μV e.m.f. (2 uV)

自动调谐灵敏度 ≤ 50 μV

天线输入 75 欧姆（同轴）

音频输出电平 - 10 dBV

SD / USB 音频播放器  

最大存储容量 32 GB

最大曲目数量 2000

频率响应 50 Hz ÷ 20 kHz

信噪比 ≥ 70 dB

总谐波失真 (1 kHz) < 0.1 %

立体声分离 ≥ 60 dB

音频输出电平 - 10 dBV

机械指标

尺寸（高 x 宽 x 厚） 44 x 444 x 250 毫米
（1.73 x 17.48 x 9.84 英
寸）

安装 独立，19 英寸机柜
（19 英寸宽，1U 高）

颜色 碳黑色，带银白色印刷

重量 大约 3.6 千克

环境要求

工作温度 -25 ºC 至 +45 ºC

存储温度 -40°C 至 +70°C

相对湿度 < 90 %（无冷凝）

定购信息

PLE-SDT 斑丽“易”系列 SD/调谐器 背景音乐源
具有 FM 调谐器功能的 USB/SD MP3 播放器。
定购号 PLE-S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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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

中国大陆联络方式: 中国香港联络方式:    
上海
中国上海长宁区虹桥临空经济园区
福泉北路 333 号
邮编: 200335
电话: +86 21 22181111
传真: +86 21 22182388
www.boschsecurity.com.cn

香港
香港 沙田安心街 11 号 5 楼
华顺广场 506-509 室
电话:+852 2635 2815
传真:+852 2648 7986
www.boschsecurit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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