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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ESENSA 公共廣播及語音警報系統
www.boschsecurity.com

隨著 PRAESENSA 的推出，Bosch 為公共廣播及語音警報
系統樹立了新標準。此系統的所有元件都連接 IP 並使用最
先進的技術，將成本效率和音訊品質與易於安裝、整合及使
用的特性結合在一起。IP 連接及放大器電力分區讓擴充性和
適應性達到了新的境界，並與本地備用電源設施相結合，這
使得 PRAESENSA 同樣適用於集中式和分散式拓撲。
PRAESENSA 僅使用幾個不同但非常有彈性的系統裝置，每
個裝置都有特殊的功能，可針對相當廣泛的應用場合打造任
何規模的音效系統。PRAESENSA 適用於在接待區有播放背
景音樂及偶爾幾通電話的辦公室，也適用於同時有許多 (自
動化) 班機資訊廣播的國際機場及休息室、餐廳和酒吧內精
心挑選的音樂節目。在所有情況下，都可以將它安裝為經過
認證的語音警報系統，用於大規模通知和疏散。您可透過軟
體升級來增強軟體和系統功能中所定義及設置的某些功能。
PRAESENSA：一個系統，無窮無盡的選擇。
系統概觀
PRAESENSA 包含以下產品。此系列將會增加更多產品；如
需全新概觀資訊，請瀏覽 www.boschsecurity.com。

u

使用安全 IP 基礎架構的網路型系統裝置

u

多頻道放大器，能以高效率使用電源

u

故障保安備援，可提供極高的系統可用性

u

配備觸控螢幕的呼叫站，可提供優化的使用者體驗

u

具有擴充性與彈性的系統，適合小型到大型的應用場合

系統控制器 (PRA-SCL)

此系統控制器可管理 PRAESENSA 公共廣播及語音警報系
統中的所有系統相關功能。此控制器會路由傳送連接網路的
PRAESENSA 音訊來源與目的地之間的所有音訊連接。此控
制器會監測及播放儲存在其快閃記憶體中的訊息和音調，無
論是依照排程還是從呼叫站或電腦手動啟動。此控制器會管
理背景音樂串流的路由傳送，以及商業電話和緊急呼叫，這
些全都是根據優先等級和分區佔用情況。此控制器會收集連
接之系統裝置的所有狀態資訊，並管理事件記錄及回報故
障。
此系統控制器是透過 OMNEO 連接網路，並從包含整合式電
池備援電力的多功能電源供應器進行 DC 供電，可適應集中
式和分散式系統拓撲。與系統的其他裝置的連接是使用內建
5 個連接埠的交換器進行，可支援 RSTP。內建網頁伺服器
允許使用瀏覽器進行系統設置。
功能
•
•
•
•

PRAESENSA 裝置和音訊路由的完整控制
訊息和音調檔案適用的內建監測式儲存空間
支援 Dante 音訊輸入和輸出串流
可連接到第三方應用程式的開放式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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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NEO 上的 IP 網路，用於音訊和控制

多頻道 600 W 放大器 (PRA-AD604 和 PRA-AD608)

阻抗測量可能無法偵測到中斷連接的揚聲器 (根據連接的揚
聲器數目及纜線類型) 或回報錯誤故障，然而，此線末端裝
置提供出色的解決方案來回報揚聲器線路的正確狀態。
外殼尺寸與監測板或裝置適用的大多數 Bosch 揚聲器的安
裝配置相容，但也可以縮小尺寸，以配合大多數的纜線接線
盒。
功能

PRA-AD604，含 4 個頻道

•
•
•
•
•

揚聲器線路末端監測適用的精簡裝置
(長的) 揚聲器線路適用的可靠解決方案
放大器的故障偵測，不需額外接線
低聲調、高頻率的導頻音
靈活的安裝選項

多功能電源供應器 (PRA-MPS3)

PRA-AD608，含 8 個頻道
這是彈性且精簡的多頻道功率放大器，適用於公共廣播及語
音警報應用場所的 100 V 或 70 V 揚聲器系統。它可完美融
入集中式系統拓撲，但也支援分散式系統拓撲 (因為它擁有
OMNEO IP 網路連線)，並可結合多功能電源供應器的 DC
電源。
每個放大器頻道的輸出功率都能因應連接的揚聲器負載，只
受到完整放大器的總功率預算限制。相較於使用傳統放大
器，這種靈活性及備用放大器頻道的整合讓使用者能夠有效
運用可用的功率，並針對相同的揚聲器負載使用較少的放大
器。
針對每個分區的音響和需求進行調整的數位音效處理和控制
可實現更出色的音效品質和語音清晰度。
功能
•
•
•
•
•

所有頻道中的彈性電力分區
低的耗電量和熱度遺失
包含整合式故障保安備援的完整監測
每個頻道的數位訊號處理
OMNEO 上的 IP 網路，用於音訊和控制

線末端裝置 (PRA-EOL)

此線末端裝置是可靠的解決方案，適用於緊急警報系統所要
求的揚聲器線路完整性監測。
它會接在揚聲器線路末端，置於一系列循環連接的揚聲器的
最後一個揚聲器後面。
它會與驅動該揚聲器線路的 PRAESENSA 放大器頻道通
訊，以確認線路的完整性。

此精簡裝置結合多項支援功能，可為其他 PRAESENSA 系
統裝置供電及提供服務。
它可以在集中式系統中使用，它也是分散式系統拓撲的推動
者，在整個場地內有幾個較小的機架或機櫃，可大幅減少揚
聲器佈線成本。
它會提供 DC 電源供應器，從主電源供電給連接的放大器和
周邊設備，它也配備單一 12 V 備用電池適用且符合標準的
充電器，可節省許多安裝和電池維護成本。
6 個連接埠的整合式乙太網路交換器，可支援玻璃光纖，方
便進行分散式裝置叢集的互連。
可設置、受到監測的控制輸入和無電壓控制輸出會當做外部
設備的介面提供。其控制和故障回報用的 OMNEO 介面也為
連接的放大器提供類比音訊備用 Lifeline。
功能

• 完全受到監測的 DC 電源供應器，包含整合式故障保安備
援
• 特殊的單一 12 V 電池備用解決方案
• RJ45 和 SFP 上的 6 個連接埠的整合式乙太網路交換器
• 一般用途的控制輸入和輸出
• 連接的放大器適用的備用 Lif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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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式和壁掛式呼叫站 (PRA-CSLD 和 PRA-CSLW)

呼叫站分機 (PRA-CSE)

此鍵盤分機會結合 PRAESENSA 呼叫站使用，以便為商業
和警報呼叫進行選擇。
一個裝置會增加十二個可設置的按鈕 (包含光環)。每個按鈕
都有兩個額外的指示燈號可用於使用者反饋，這與該按鈕所
設置的功能相關。
PRA-CSLD，配備鵝頸式麥克風

功能

• 桌面式 PRA-CSLD 和壁掛式 PRA-CSLW 呼叫站適用的分
機鍵盤
• 十二個按鈕，可提供觸覺反饋並包含可設置的功能
• 每個按鈕周圍都有光環用於確認選擇
• 為分區選擇設置的按鈕有多色分區狀態指示燈號
• 符合人體工學的按鈕配置，可取下前蓋來取用按鈕標籤

電源供應器模組 24V (PRA-PSM24 和 PRA-PSM48)

PRA-CSLW，配備手持式麥克風
此呼叫站適用於 PRAESENSA 公共廣播及語音警報系統，
因為它具有觸控螢幕 LCD，所以非常容易安裝而且可直覺地
操作，可提供有關設置呼叫及監控其進度或控制背景音樂的
明確使用者反饋。
此呼叫站不需要太費力即可輕鬆定位，因為它只需要連接到
具有乙太網路供電 (PoE) 的 OMNEO IP 網路來結合通訊和
電源。
它可以設置為當做商業呼叫站使用，也可以當做緊急呼叫站
使用。
時尚的設計包含受監測的麥克風、內部監聽揚聲器，以及可
插入本機音訊來源來播放背景音樂的插座。
4.3 吋高解析度全彩電容式觸控螢幕隨時都可為操作員提供
出色的控制和反饋。
每個呼叫站都必須至少有一個 PRA-CSE 呼叫站分機以進行
分區選擇，最多可以有四個分機。
功能
•
•
•
•
•

外殼可用於平貼式安裝或嵌入式安裝
4.3 吋全彩電容式觸控螢幕
可提供出色使用者指引和反饋的圖形使用者介面
用於語音警報的狀態和故障指示燈號
雙重 OMNEO IP 網路連線及備援乙太網路供電

PRA-PSM24 和 PRA-PSM48 是安裝在 DIN 軌架的精簡型
電源供應器。PRA-PSM24 最多能以 10 A 連續提供 24 V，
而 PRA-PSM48 則最多能以 5 A 連續提供 48 V。這些電源
供應器為 OEM 電源供應器，是由 Delta Power Supply 專
為 Bosch 打造成可替代 PRAESENSA 多功能電源供應器
PRA-MPS3 的高成本效益選擇 (如果不需要此多功能電源供
應器的額外功能與特性)。此外，PRA-PSM24 和 PRAPSM48 並未通過 EN 54‑4 和類似標準的認證。
PRA-PSM24 可用來為 PRAESENSA 系統控制器或是需要
24 V 的其他裝置和設施供電。
由於 PRA-PSM48 能夠提供高峰值電流，所以它可以為單一
滿載的 PRAESENSA 600 W 功率放大器供應充足的電力。
PRA-PSM48 也可以為 PRA-ES8P2S 乙太網路交換器供
電，並載入其所有 PoE 輸出。
功能
•
•
•
•
•

通用主電源輸入電壓
功率因數校正
具有自動復原的保護
已經過核准，可為 PRAESENSA 系統裝置供電
精簡而且可安裝在 DIN 軌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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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太網路交換器，8xPoE，2xSFP (PRA-ES8P2S)

功能
安全的 IP 基礎架構

• PRAESENSA 是網路型音效系統，其所有系統元件都會連
接到 OMNEO。OMNEO 以多種技術為建構基礎 (包括 IP
和開放式公開標準)，可支援用於音訊通訊的 AES67 和
Audinate 的 Dante 以及用於系統控制的 AES70，加上使
用 AES128 和 TLS 實作的額外網路安全性，可在 IP 上提
供即時驗證和音訊加密當做防範惡意攻擊的措施。
• OMNEO 提供成熟、專業級的媒體網路解決方案，兼具互
通性及多項特殊功能；較市面上其他 IP 產品更便於安裝、
效能更佳，並具備更好的擴充性。

高效率電源使用

PRA-ES8P2S 是安裝在 DIN 軌架的精簡型乙太網路交換
器，包含八個 Gigabit 銅連接埠，可支援乙太網路供電
(PoE) 及兩個 Gigabit SFP 組合式連接埠。此乙太網路交換
器是 OEM 交換器，由 Advantech 專為 Bosch 所打造，適
用於 Bosch 公共廣播及語音警報系統。它是
EKI‑7710G‑2CPI‑AE 交換器的預先設置版本，已針對
PRAESENSA 優化。PRA-ES8P2S 搭配 PRAESENSA 系統
的使用已經過 EN 54‑16 認證。它除了 PRAESENSA 系統控
制器和多功能電源供應器的交換器連接埠以外，還可以用於
其他用途。對於玻璃光纖上的長距離互連需要更多 SFP 連
接埠或是需要更多具有 PoE 功能的連接埠來為
PRAESENSA 呼叫站供電的大型系統而言，這會特別方便。
功能

• 8 x Gigabit 連接埠，包含 PoE
• 2 x Gigabit 組合式連接埠，包含玻璃光纖收發器適用的
SFP 插座
• 透過 STP/MSTP/RSTP 的網路備援
• 雙重電源供應器連接
• 故障繼電器

多模光纖收發器 (PRA-SFPSX 和 PRA-SFPLX)

PRA-SFPSX 和 PRA-SFPLX 為精簡型 SFP 光纖收發器。
PRA-SFPSX 適用於多模光纖，可涵蓋長達 550 公尺的距
離。PRA-SFPLX 適用於單模光纖，可涵蓋長達 10 公里的
距離。這些是 OEM 收發器，由 Advantech 專為 Bosch 所
打造，適用於 Bosch 公共廣播及語音警報系統。SFP 收發
器會鎖入 PRAESENSA 多功能電源供應器和乙太網路交換
器的 SFP 插座中。它符合 IEEE 802.3z Gigabit 乙太網路
標準，可提供出色的效能、可靠性和靈活性。這兩個收發器
搭配 PRAESENSA 系統的使用已經過 EN 54‑16 認證。
功能
•
•
•
•
•

業界標準小型隨插即用 (SFP)
不可移動的鎖設計
隨插即用
Duplex LC 接頭
支援全雙工速度

• PRAESENSA 多頻道功率放大器具有特殊的電力分區功
能，這表示此放大器的總功率預算可以自由地在所有輸出頻
道共用。
• D 類放大器頻道會在高電源電壓下運作，以便直接驅動
70 V 或 100 V 輸出，而不需要會限制頻道輸出功率上限的
輸出變壓器。這也會提高效率和音訊效能，並減少放大器的
重量和尺寸。EN 54‑16 和其他緊急警報標準所需的放大器
輸出電流隔離是由隔離的 DC/DC 轉換器及隔離的乙太網路
連接所提供。放大器頻道擁有與負載無關的不變頻率響應，
可接受介於零與完整負載之間的揚聲器負載。每個頻道都會
當做個別分區或分區的一部分。
• 輸出功率總量是由備用電源和散熱器所定義，而且由於這兩
者會在放大器頻道之間共用，所以每個頻道連接多少部揚聲
器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結合起來的總負載不超過整個放大器
的 600 W 上限，而且超過 300 W 的負載不會連接到頻道
1 以外的其他各種頻道。也包含備用放大器頻道來接管故障
的頻道，這是十分符合成本效益且節省空間的備援措施，因
為此備用頻道也會使用相同的備用電源供應器和散熱器。
• 每個頻道都擁有可變輸出功率的彈性，所以能充分利用可用
的放大器功率。傳統多頻道放大器對每個頻道皆有固定的最
大輸出功率。如果某個頻道沒有滿載或甚至未使用，其他頻
道的其中一個將無法索取該頻道的剩餘功率能力。相較於具
有固定最大功率的傳統放大器，PRAESENSA 系統通常僅
需要一半的放大器功率，進而節省空間、能源和成本。

極高的系統可用性

• PRAESENSA 提供極高的系統可用性，因為其所有元件都
有保守降額、可監測所有重要的訊號路徑和功能，而且所有
重要系統元件都有內建備援性。
PRAESENSA 裝置具有較高的安全性和溫度穩定性。事實
證明，PRAESENSA 裝置非常特殊，因為它們可以在海拔
高達 5000 公尺 (16404 英呎) 的地方運作，這是秘魯、智
利、印度、中國和其他國家/地區的一項重要需求。因為在
如此高海拔的地方，空氣密度較低，空氣的冷卻能力也降
低，使得散熱效率也隨之降低。此外，空氣的電介質特性會
隨著海拔而有變化，因而降低其絕緣能力。PRAESENSA
會使用有效的散熱及大幅增加的爬電距離和間隙距離來維持
安全等級。
• 所有系統裝置皆使用雙乙太網路連接埠，並可支援 RSTP，
以便從中斷的網路連結自動復原。
• 此多功能電源供應器具有電池備援功能，不怕主電源故障。
• 放大器已整合備用放大器頻道，可自動接管故障的頻道。也
有內建雙電源，可串聯運作好讓元件的壓力降至最低，而每
個電源都能提供全功率給放大器 (如果某個部分故障)。
• 放大器的每個頻道都有兩個受個別監測及保護的揚聲器輸出
(群組 A 和 B)，可支援在相同分區內連接交錯的揚聲器
線，因此短路或中斷的揚聲器線路將不會讓該分區完全靜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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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的使用者體驗

• PRAESENSA 呼叫站會提供大型觸控螢幕 LCD 與機械按鈕
和 LED 指示燈號的組合。您可針對個別呼叫站設置系統功
能和區域的存取權，以提供操作員所需的功能，不會太多也
不會太少。使用者介面是與實際的使用者合作開發所完成，
可滿足其需求，而在使用者撥打到他們看不到或聽不到的分
區或是在這些區域調整背景音樂的音量時，也可解決其不適
狀況。
• 使用者可從觸控螢幕輕鬆選取功能，並可透過具備 LED 的
鍵盤按鍵輕鬆選取分區，以提供該分區之實際狀態的立即反
饋。在開始通話後，螢幕會向操作員顯示通話的進度，指示
在起始提示音或自動簡介訊息結束後何時發言，並顯示是否
已在所有目的地成功完成通話。

標準配備功能完整

• PRAESENSA 是適用於公共廣播及語音警報的先進系統。
此系統是由有限範圍的硬體裝置與軟體所組成，以打造所需
的功能。由於硬體裝置非常完整，使用起來也很有彈性，所
以只有幾個不同的裝置就足以打造一個系統。例如，所有呼
叫站與放大器都內建用於處理音效的 DSP，放大器的每個
頻道都有彈性輸出功率，也有內建備用頻道，而電源供應器
則有內建電池充電器等等。不需要個別的附加元件。
• 系統功能是以軟體為基礎，也有可擴充功能組合的定期更新
可用。

具備擴充性與彈性

• PRAESENSA 是具備相當好的擴充性與彈性的系統。所有
裝置都與網路連接，並提供可輕鬆擴充系統的循環連接以及
可打造故障保安網路環路的 RSTP。系統裝置可以是分散
的，而且其備援環路佈線通常允許使用廉價的非耐火網路纜
線。
• PRAESENSA 使用動態頻道分配。由於裝置不使用靜態路
由，所以放大器和呼叫站與系統控制器之間並沒有永久的音
訊連接。這種做法會限制裝置數量，因為 8 頻道放大器至
少需要 8 個連接，而 100 部放大器將需要 800 個連接才
能獨立。PRAESENSA 則是使用動態 OMNEO 連接，該連
接會在需要時動態產生並在使用後釋出。動態串流會佔用最
少的頻寬；如果沒有進行中的音訊傳輸，頻道就不會存在。
此外，這相較於靜態頻道是一種可擴充的解決方案，因為靜
態頻道受限於包含音訊矩陣的裝置可處理的互連數量。所有
OMNEO 音訊串流都會設定為多點傳送，直接從來源 (傳輸
端裝置，例如呼叫站) 傳送到目的地 (接收端裝置，例如放
大器頻道)。此連接是由使用 OCA (AES70) 的系統控制器
所設定。音訊矩陣在網路中，而不在單一裝置中。如此一
來，來源和目的地裝置的數量就沒有實際的限制。唯一限制
是同時 (不同) 音訊串流的數量，該數量會超過 100，這即
便是在最繁忙的應用場合中也足夠了。
• 多功能電源供應器具有整合式電池充電器，該充電器適用於
單一 12 V 電池的備用電源，可方便系統分散。放大器可放
在更靠近揚聲器的位置，以減少揚聲器接線成本，這在使用
昂貴的防火揚聲器纜線時特別有利。
• 所有呼叫站和放大器都可使用 DSP 功率，所以 DSP 功率
會隨著加入系統的每個裝置而增加。
• 每個分區都有其專屬的放大器頻道可供專用音訊內容使用。
使用者可以進行個人音樂和音量選擇，而廣播層級則不受影
響，也不會影響揚聲器線路監測。放大器的內建 DSP 允許
每個分區的音效能根據該區域的觀眾需求和愛好進行調整。
• 傳統系統規劃的複雜性幾乎沒有什麼空間可容許錯誤或最後
一刻的變更。然而 PRAESENSA 內建極高的彈性，允許靈
活和適應性的規劃做法。PRAESENSA 允許系統涵蓋區域
的未來變更，而且只需極少或完全不需要設備變更。因此，
最初的規劃比較不怕之後的小型變更，這可能會影響獲利能
力。

建築與工程規格 - PRAESENSA 系統
此公共廣播及語音警報系統應該完全以 IP 網路為基礎。所
有系統裝置 (例如系統控制器、放大器和呼叫站) 都應該使用
可支援音訊用 AES67 的 AoIP 通訊協定及使用控制用的
AES70 來透過 IP 進行通訊，並包含加密和驗證功能以防止
未經授權的資料存取、誤用和修改。音訊部分應該支援透過
子網路之間的路由器進行的第 3 層連接，並提供小於 10 ms
的延遲及同步輸出。控制資料部分應該由傳輸控制通訊協定
(TCP) 第 4 層提供保證。此系統應該支援超過 100 個同步
頻道，以便使用未壓縮、高解析度數位音訊格式及 24 位元
採樣大小和 48 kHz 採樣率來路由傳送音樂和撥打電話。以
單一系統控制器為基礎的系統應該至少支援 200 個系統裝置
和 500 個分區。
系統功能應該定義在軟體中，以便定期更新來改良功能及/或
安全性。系統軟體應該在系統控制器上執行，並使用其他系
統裝置上的額外韌體來取得與裝置有關的功能。將新的韌體
上傳及安裝到系統裝置應該是安全的。應該可以使用標準網
頁瀏覽器來進行系統設置，該瀏覽器會使用 HTTPS (安全
HTTP) 通訊連接到系統控制器的內嵌網頁伺服器。它應該支
援具有關聯存取權的多個存取層級。在完成系統設置後，不
需要連接 PC 也可進行操作。系統軟體應該支援系統中所有
系統裝置的探索和指派及每個裝置的個別設置。系統軟體應
該支援可設置的使用者呼叫定義，以及可以指派給虛擬及/或
實際控制輸入與呼叫站按鈕的相關動作。呼叫定義應該定義
以下項目：優先等級、包含音量設定的開始和結束音調、用
來插入即時語音的音訊輸入 (包含音量設定)、包含許多重複
和音量設定的一則訊息或一連串的訊息、呼叫期間上限，以
及包含期間和間隔的選用自動排程。系統軟體應該允許將訊
息和音調適用的個別 wav 檔案上傳到系統控制器，並為儲
存的 wav 檔案進行完整性監測。它應該支援分區定義和分
區群組，其中包含放大器頻道對分區的指派。系統軟體應該
設置及控制系統中的所有裝置輸入和輸出，包括音訊處理功
能、操作模式、指派的功能和連接及其監測。系統應該包含
診斷和記錄軟體，並可支援不同查詢模式，包括呼叫事件和
故障事件。應該能夠在呼叫站螢幕上檢視系統控制器所收集
的故障事件，包括連接的第三方設備的故障狀態。應該能夠
確認及重設故障和警報狀態，並且記錄這些動作。
系統裝置應該通過 EN 54 和 ISO 7240 認證、具有 CE 標
誌及符合 RoHS 指令。保固期應該至少三年。此系統應該是
Bosch PRAESENSA 系統。
認證與核准
緊急標準認證
歐洲

EN 54‑16

國際

ISO 7240‑16

監管區域
安全性

EN/IEC/CSA/UL 62368‑1

電磁耐受性

EN 55024
EN 55103‑2 (E1、E2、E3)
EN 50130‑4

幅射

EN 55032
EN 61000‑6‑3
ICES‑003
ANSI C63.4
FCC‑47 part 15B clas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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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資訊

符合性聲明
歐洲

CE/CPR

PRA-SCL 系統控制器，大型

環境

RoHS

連接網路、DC 供電的系統控制器和訊息管理器，適用於公
共廣播及語音警報應用場所。
訂單號碼 PRA-SCL

技術規格

PRA-AD604 擴音機，600W，4 個頻道

電氣

連接網路、DC 供電、4 頻道 600 W 功率放大器，包含整合
式備用頻道和 DSP 功能。

控制

訂單號碼 PRA-AD604

音訊路由 (動態)
OMNEO 頻道

無限制

音調/訊息播放 (動態)
OMNEO 頻道

8

音訊輸入 (靜態)
Dante 或 AES67 頻道

120

音訊輸出 (靜態)
Dante 頻道

8

通訊協定
備援性
音訊/控制通訊協定
網路音訊延遲
音訊資料加密
控制資料安全性

100BASE‑TX、
1000BASE‑T
TCP/IP
RSTP
OMNEO
10 毫秒
AES128
TLS

環境

收納和運輸

PRA-EOL 線末端裝置

適用於公共廣播及語音警報應用場所的揚聲器線路完整性監
測的裝置。
訂單號碼 PRA-EOL

隨附電池充電器的電源供應器，最多適用於三部放大器和一
部控制器，並包含整合式網路交換器及控制輸入和輸出。
訂單號碼 PRA-MPS3
PRA-CSLD 桌面式 LCD 呼叫站

連接網路、由 PoE 供電的觸控螢幕呼叫站，配備鵝頸式麥克
風。
訂單號碼 PRA-CSLD
PRA-CSLW 壁掛式 LCD 呼叫站

連接網路、由 PoE 供電的觸控螢幕呼叫站，配備手持式麥克
風。
訂單號碼 PRA-CSLW

氣候條件
溫度
操作中

訂單號碼 PRA-AD608

PRA-MPS3 多功能電源供應器，大型

網路介面
乙太網路

PRA-AD608 擴音機，600W，8 個頻道

連接網路、DC 供電、8 頻道 600 W 功率放大器，包含整合
式備用頻道和 DSP 功能。

PRA-CSE 呼叫站分機
-5 至 +50 °C
(23 至 122 °F)
-30 至 +70 °C
(-22 至 158 °F)

濕度 (非凝結狀態)

5 至 95 %

空氣壓力 (操作中)

560 至 1070 hPa

海拔 (操作中)

-500 至 +5000 公尺
(-1640 至 16404 英呎)

震動 (操作中)
振幅
加速

< 0.7 公釐
<2G

碰撞 (運輸)

小於 10 G

PRAESENSA 呼叫站 (PRA-CSLD 或 PRA-CSLW) 適用的按
鍵分機，有十二個可設置的按鈕，包含狀態指示燈號。
訂單號碼 PRA-CSE
PRA-PSM24 電源供應器模組 24V

24 V 可安裝在 DIN 軌架的電源供應器，全鋁質機身
訂單號碼 PRA-PSM24
PRA-PSM48 電源供應器模組 48V

48 V 可安裝在 DIN 軌架的電源供應器，全鋁質機身
訂單號碼 PRA-PSM48
PRA-ES8P2S 乙太網路交換器，8xPoE，2xSFP

管制型 10 個連接埠的乙太網路交換器，包含 PoE 和 SFP。
訂單號碼 PRA-ES8P2S
PRA-SFPSX 多模光纖收發器

1000BASE‑SX SFP 模組，適用於多模光纖 (550 公尺)
注意

如需其他裝置特有的資料，請參閱個別系統裝置的
技術規格。

訂單號碼 PRA-SFPSX
PRA-SFPLX 單模光纖收發器

1000BASE‑LX SFP 模組，適用於單模光纖 (10 公里)。
訂單號碼 PRA-SFP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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