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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Address System

欢迎进入惠威专业智能广播系统产品世界

    感谢阁下选购惠威高品质专业广播系列产品。阁下在使用本

产品前，请务必仔细阅读并清楚理解该产品的使用指南及注意事

项，确保您能感受到惠威专业高品质广播系列产品所给您带来的

超乎想像的表现。

    惠威PA(Public Address System)是惠威专为宾馆、大厦、广

场、智能小区、工厂、学校、机场、码头等场所播放通告、背景

音乐、消防报警等研发设计的系统产品。而功放机则是整个系统

中最为重要的核心部件，其稳定性和可靠性就摆在该产品的首

位，惠威PA系列高品质广播专用功放机是借鉴当今领先的技术和

工艺精心研制的高性能、高稳定性、高可靠性的优质产品，其声

音更加清晰、透明，音质可同Hi-Fi产品相媲美，输出功率足、频

响更宽广、声音更具有穿透力、更有层次感，得到众多用户、单

位的一致好评，是各类型广播工程的坚实力量。

六、故障排除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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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可能故障点

1. 电源指示灯不亮

2. 连续烧毁保险管

3. 长期处于保护状态

4. 没有声音输出

5. 输出声音过大或过小

6. 干扰噪声

电源线未接好
保险管已烧

保险管是否符合规格
是否正确选择电网输入电压

输出是否过载或短路
信号输入幅度是否过高

音量旋钮是否已调到适当位置
音频输入及输出线是否连接到位

音量旋钮是否已调到适当位置
音频输入端口的输入灵敏度是否正确

由于汽车点火等引起的噪声
由于电气用具干扰引起的噪声
由于无线通讯设备干扰引起的噪声

有害物质
部件名称

电缆

金属部件

塑胶部件

电路板组件

变压器

喇叭件

包装材料

木质部件

多溴联苯
(PBB)

O

O

O

O

O

O

O

多溴二苯醚
(PBDE)

O

O

O

O

O

O

O

六价铬
(Cr(VI))

O

X

O

O

O

O

O

镉(Cd)

O

X

O

O

O

O

O

汞(Hg)

O

X

O

O

O

O

O

铅(Pb)

X

X

O

X

O

O

O

此图示含义为：该产品可能含有某些有害物质(如下表所示)。在环保使用期限

内可以放心使用，超过环保使用期限之后则应该进入回收循环系统。此标识指

环保使用期限为十年(从生产日期算起)。

OOOO

XX

本表格依据SJ/T 11364的规定编制。

O: 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GB/T 26572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X: 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GB/T 26572规定的限量要求。

注: 环保使用期限取决于产品正常工作的温度和湿度等条件。

七、 ：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含量



B. 有物品或液体进入本机；       重要的安全注意事项
C. 本机被雨水或其他液体淋过；               警告                                                                          
D. 本机工作不正常或性能明显变差；为避免发生火灾或触电事故，本机不准淋

雨或受潮。 E. 本机跌落过或外壳损坏；

    不准试图自行修理，应将本机交由专

业维修人员维修。

                      

            注意

    为防止触电，电源插头的插脚必须完

全插入电源插座的插孔。
左示三角形内加闪电标志，提醒用

    本机不含有用户可自行维修的零件。
户本机内有未经绝缘的“危险电

请勿打开机箱，否则可能遭遇危险电击。
压”存在，可能会发生触电危险。

请交由专业维修人员维修。
右示三角形内加感叹号标志，提醒

    将电源插头拔离插座时，请抓住插头
用户本机附有重要的文字指南，介

往外拔，切勿拽电线。切勿让墙式插座或
绍如何操作及维修。

连接线承受过多负载，否则可能引起火灾
    连接或使用本机之前，须仔细阅读各

或触电事故。
安全事项及操作指示。请保存本说明书，

    使用推车时，请小心
以供日后参考。

移动装有设备的推车，
    必须遵守本机外壳上和操作指南中标

防止从车上跌下受损。   
明的所有警告。

    本机检查维修完成    不准在近水地方使用本机，例如在靠
后要求维修商店保证在近浴缸、洗手盆、厨房洗涤盆或洗衣盆的
修理本机时，只使用制造地方，或潮湿的地库内，或靠近泳池的地
商准许使用的特性与本机原来使用零部件方使用本机。  
完全相同的替换零部件，并且已经完全例    本机应安装或放置在不影响正常通风
行安全检查，保证本机处于安全操作状的位置上使用，例如，不应将其放在可能
态。使用未获准使用的零部件，可能发生堵塞其通风孔的睡床、沙发、毯子或类似
火灾、触电或者其他危险。的表面上，亦不应放在可能阻碍空气流经
               电源其通风孔的装置(例如书架或柜桶)内。

    在接通电源之前，请务必检查本机使    本机只准使用与其机背标示的电压及

用电源电压与后面板标明电压是否相同。频率相同的外接电源。本机的外接电源

线，尤其靠近插头、方便插孔或本机的电 警告：将带有裸露电线的插头插入带电的
源线引出位置，应安放在不大可能被踩踏

插座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或戳穿的地方。

    清洁本机前，必须将电源插头拔离插 声明
座，并且只能按说明书建议的方法进行。   

       本机不含有用户能自行维修的零部
    本机长时间不用时，应将电源插头拔

件，如遇故障请参考说明书或由专业维修离电源插座。

    本机倘若发生下列故障，须由专业的 人员维修，不准擅自进行拆卸及维修，否
维修人员维修：

则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负，与本公司无关！
A. 电源线或插头损坏；

注意：为避免触电，不准打开机壳(或机背)。机壳内没有

用户能自行维修的零部件。本机须由专业维修人员维修。

CAUTION

RISK OF
ELECTRIC SHOCK

DO NOT OPEN

警告

不准打开

以防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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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X367X132mm

70Hz-18KHz(-3dB)

≤0.5%(100%功率)

≥80dB(计权)

型     号

额定功率

功    耗

背景输入灵敏度

信 噪 比

线性失真

频率响应

输出调整率

强切控制方式

保    护

供电电源

机身尺寸(mm)

非平衡0.775V、平衡1V

＜3dB

短路、DC-24V

短路保护、过温保护、过流保护

AC220V 10%  50Hz-60Hz±

紧急输入灵敏度 非平衡0.775V、平衡1V

1150W

500W 650W

1450W

A-500 A-650

四、安装注意事项：

1.切勿堵塞通风口，不能让任何液体流入机内。

2.电源线如有破损，应立即停止使用。

3.机器不应放在通风不良、多尘、潮湿、阳光照射、有热源、高温

  或易受振动的地方。

4. 设备应安全接地。

5. 电源插头和插座应相容。

6. 当接通电源并输入信号后，如有短路或功放无信号输出，应立即

  切断电源，排除故障后重新加电。

7. 本设备带有高压端子，必须由专业人员指导连接并交付使用。

五、技术参数：

17.6kg

19.4kg

18.3kg

20.1kg

净    重

毛    重



一、产品特点：

开关机防冲击喇叭

1组背景音乐信号输入口、1组紧急音频信号输入口

支持短路及DC-24V强切控制方式

温度保护、过载保护、短路保护

提供100V/70V定压输出及4-16Ω定阻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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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功能说明：

1. 紧急音频信号输入口(平衡)

2. 紧急音频信号输入口(非平衡)

3. 背景音乐信号输入口(非平衡)

4. 背景音乐信号输入口(平衡)

5. 紧急控制信号输入口(DC-24V)

6. 紧急控制信号输入口(短路)

7. 音频功率信号输出口

8. 电源输入口

1 2 3 4 8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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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板

三、连接方法：

前面板

1. 

2.电源开关

3. 信号指示灯

4. 压限失真指示灯

电源指示灯 5. 过载、短路保护指示灯

6. 高温保护指示灯

7. 音量调节旋钮

前置放大器消防中心或A-8605
紧急控制信号

消防中心或A-8604
紧急音频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