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音：大约10小时(JEITA)*2

鸣笛：大约30分钟(JEITA)*2

声音：大约250米(JEITA)*2

鸣笛：大约315米(JEITA)*2

鸣笛

号角：ABS树脂，浅灰色
其他：ABS树脂，灰色
颈圈皮带：尼龙，黑色

650g(不含电池)

可选配件

功率喊话器

规格

电源

额定输出

最大输出

电池寿命

可听范围

信号声音

频率响应

磁性回路

隔膜

抗菌处理

防水保护

工作温度

外观

尺寸

重量

附件

可选配件

R6P(AA) × 4(6V DC)
3W
4W
大约8小时(JEITA)*2

声音：大约125米(JEITA)*2

500 - 6,000Hz(SPL-20dB)

号角：ASA树脂，透明深灰色
其他：ASA树脂，深灰色
挂带：尼龙，黑色

137(W)×257.8(H)×210(D)mm
610g(不含电池)

`

钕磁铁，内部磁铁式

聚酰亚胺薄膜(音圈，线筒)
话筒和把手

IPX5

-10℃至+40℃

墙装支架：SP-1100

当使用6节R6P电池时(JEITA)*2

声音：大约8小时

当使用4节R6P电池时(JEITA)*2

声音：大约5小时

声音：大约250米(JEITA)*2

号角：ASA树脂，透明深灰色
其他：ASA树脂，深灰色
挂带：尼龙，黑色

660g(不含电池)

当使用6节R6P电池时(JEITA)*2

声音：大约8小时
鸣笛：大约20分钟
当使用4节R6P电池时(JEITA)*2

声音：大约5小时
鸣笛：大约10分钟
声音：大约250米(JEITA)*2

鸣笛：大约315米(JEITA)*2

鸣笛

号角：ASA树脂，透明深灰色
其他：ASA树脂，黄色
挂带：尼龙，黑色

680g(不含电池)

当使用6节R6P电池时(JEITA)*2

声音：大约8小时
警笛：大约20分钟
当使用4节R6P电池时(JEITA)*2

声音：大约5小时
警笛：大约10分钟
声音：大约250米(JEITA)*2

警笛：大约315米(JEITA)*2

警笛(声音间隔时间为5秒)

号角：ASA树脂，透明红色
其他：ASA树脂，红色
挂带：尼龙，黑色

680g(不含电池)

R6P(AA) × 6(9V DC)或R6P(AA) × 4 含电池垫片(6V DC)
6W
10W

450 - 6,000Hz(SPL-20dB)

154(W)×266(H)×250(D)mm

电池垫片 × 1

壁挂金属支架
适用机种：
ER-1203/ER-1206
ER-1206W/ER-1206S

话筒支架
适用机种：
ER-2215/ER-2215W
ER-2230W/ER-2930W
ER-604W

电源

额定输出

最大输出

电池寿命

可听范围

信号声音

隔膜

抗菌处理

工作温度

外观

尺寸

重量

声音：大约10小时(JEITA)*2

鸣笛：大约30分钟(JEITA)*2

声音：大约250米(JEITA)*2

鸣笛：大约315米(JEITA)*2

鸣笛

号角：ABS树脂，浅灰色
其他：ABS树脂，灰色
挂带：尼龙，黑色

650g(不含电池)

声音：大约10小时(JEITA)*2

警笛：大约40分钟(JEITA)*2

声音：大约250米(JEITA)*2

警笛：大约315米(JEITA)*2

警笛

号角：ABS树脂，红色
其他：ABS树脂，红色
挂带：尼龙，黑色

650g(不含电池)

大约10小时(JEITA)*2

声音：大约250米(JEITA)*2

号角：ABS树脂，浅灰色
其他：ABS树脂，灰色
挂带：尼龙，黑色

620g(不含电池)

R6P(AA) × 8(12V DC)
6W
10W

160(W)×256(H)×260(D)mm

声音：大约14小时(JEITA)*2

声音：大约315米(JEITA)*2

号角：ABS树脂，浅灰色
其他：ABS树脂，灰色
挂带：尼龙，黑色

1.1kg(不含电池)

声音：大约14小时(JEITA)*2

警笛：大约20分钟(JEITA)*2

声音：大约315米(JEITA)*2

警笛：大约500米(JEITA)*2

警笛

号角：ABS树脂，红色
其他：ABS树脂，红色
挂带：尼龙，黑色

1.2kg(不含电池)

R14P(C) × 6(9V DC)
15W
23W

210(W)×291(H)×346(D)mm

聚酰亚胺薄膜(音圈，线筒)
话筒和把手

-10℃至+40℃

电源

额定输出

最大输出

电池寿命

可听范围

信号声音

AUX输入灵敏度

扩展话筒输入

接收频率

天线

隔膜

抗菌处理

剩余电量显示

工作温度

外观

尺寸

重量

附件

可选配件

大约9小时(JEITA)*2

声音：大约400米(JEITA)*2

机身：1.1kg
(不含话筒和电池)
话筒：150g

声音：大约9小时(JEITA)*2

鸣笛：大约20分钟(JEITA)*2

声音：大约400米(JEITA)*2

鸣笛：大约500米(JEITA)*2

鸣笛(1,600Hz至2,400Hz)

机身：1.2kg
(不含话筒和电池)

话筒：150g

大约9小时(JEITA)*2

声音：大约400米(JEITA)*2

话筒和把手

210(W)×291(H)×381(D)mm
(配置话筒)
机身：1.15kg
(不含话筒和电池)
话筒：150g

R14P(C) × 6(9V DC)

15W
23W

号角：ABS树脂，浅灰色

话筒和其他：ABS树脂，灰色

挂带：尼龙,黑色

扬声器支架：ST-16

话筒

 210×336mm

聚酰亚胺薄膜(音圈，线筒)

-10℃至+40℃

电池：R20P(D) × 10(15V DC)
外接电源：12V DC电池

30W
45W

声音：大约17小时(JEITA)*2

鸣笛：大约90分钟(JEITA)*2

声音：大约800米(JEITA)*2

鸣笛：大约1000米(JEITA)*2

鸣笛(1,600Hz至2,400Hz)

-10dB*1(300mV),10kΩ(Φ3.5 mini jack,可插入立体声接口),音量控制

600Ω,非平衡,Φ6.3 phone jack,音量控制

话筒  

LED指示灯(同时作为电源指示灯)

常亮：正常使用,闪烁：更换电池

号角环：氯乙烯,灰色

号角：铝,浅灰色,涂层

箱顶：压铸铝,灰色,涂层
挂带：尼龙,黑色,其他：ABS树脂,灰色

Φ351×512mm

Φ3.5迷你插头(辅助输入×1,外接电源线(1米)×1，

防水罩×1*3

UHF(800MHz频段)和VHF(200MHz频段)
折叠式弹性天线

3.6kg(不含话筒和电池)
话筒：150g

扬声器支架：ST-16,
话筒：DM系列

扬声器支架：ST-16,
话筒：DM系列
无线话筒：WM-3220系列,
WM-3310系列,WM-4200系列,
WM-4300系列
无线接收模块：WTU-3800系列,
WTU-4800系列

3.8kg(不含话筒和电池)
话筒：150g

提示：电池为可选配件
*1   0dB=1V
*2   JEITA：日本电子与信息技术产业协会
*3   即使配备防水罩，请勿在暴雨、大风或直接暴露于水中的情形下使用本产品

关于可听范围和电池寿命的注意事项：
1、可听范围及电池寿命的参数依照JEITA*2标准
2、可听范围适用于假定喊话器配置全新电池，并在一条宁静的街道上被使用。

它会因电池消耗、环境噪音、风、障碍物等事物影响而有所不同。
3、电池寿命适用于假定喊话器每天使用30分钟的情况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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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大约10小时(JEITA)*2

鸣笛：大约30分钟(JEITA)*2

声音：大约250米(JEITA)*2

鸣笛：大约315米(JEITA)*2

鸣笛

号角：ABS树脂，浅灰色
其他：ABS树脂，灰色
颈圈皮带：尼龙，黑色

650g(不含电池)

可选配件

功率喊话器

规格

电源

额定输出

最大输出

电池寿命

可听范围

信号声音

频率响应

磁性回路

隔膜

抗菌处理

防水保护

工作温度

外观

尺寸

重量

附件

可选配件

R6P(AA) × 4(6V DC)
3W
4W
大约8小时(JEITA)*2

声音：大约125米(JEITA)*2

500 - 6,000Hz(SPL-20dB)

号角：ASA树脂，透明深灰色
其他：ASA树脂，深灰色
挂带：尼龙，黑色

137(W)×257.8(H)×210(D)mm
610g(不含电池)

`

钕磁铁，内部磁铁式

聚酰亚胺薄膜(音圈，线筒)
话筒和把手

IPX5

-10℃至+40℃

墙装支架：SP-1100

当使用6节R6P电池时(JEITA)*2

声音：大约8小时

当使用4节R6P电池时(JEITA)*2

声音：大约5小时

声音：大约250米(JEITA)*2

号角：ASA树脂，透明深灰色
其他：ASA树脂，深灰色
挂带：尼龙，黑色

660g(不含电池)

当使用6节R6P电池时(JEITA)*2

声音：大约8小时
鸣笛：大约20分钟
当使用4节R6P电池时(JEITA)*2

声音：大约5小时
鸣笛：大约10分钟
声音：大约250米(JEITA)*2

鸣笛：大约315米(JEITA)*2

鸣笛

号角：ASA树脂，透明深灰色
其他：ASA树脂，黄色
挂带：尼龙，黑色

680g(不含电池)

当使用6节R6P电池时(JEITA)*2

声音：大约8小时
警笛：大约20分钟
当使用4节R6P电池时(JEITA)*2

声音：大约5小时
警笛：大约10分钟
声音：大约250米(JEITA)*2

警笛：大约315米(JEITA)*2

警笛(声音间隔时间为5秒)

号角：ASA树脂，透明红色
其他：ASA树脂，红色
挂带：尼龙，黑色

680g(不含电池)

R6P(AA) × 6(9V DC)或R6P(AA) × 4 含电池垫片(6V DC)
6W
10W

450 - 6,000Hz(SPL-20dB)

154(W)×266(H)×250(D)mm

电池垫片 × 1

壁挂金属支架
适用机种：
ER-1203/ER-1206
ER-1206W/ER-1206S

话筒支架
适用机种：
ER-2215/ER-2215W
ER-2230W/ER-2930W
ER-604W

电源

额定输出

最大输出

电池寿命

可听范围

信号声音

隔膜

抗菌处理

工作温度

外观

尺寸

重量

声音：大约10小时(JEITA)*2

鸣笛：大约30分钟(JEITA)*2

声音：大约250米(JEITA)*2

鸣笛：大约315米(JEITA)*2

鸣笛

号角：ABS树脂，浅灰色
其他：ABS树脂，灰色
挂带：尼龙，黑色

650g(不含电池)

声音：大约10小时(JEITA)*2

警笛：大约40分钟(JEITA)*2

声音：大约250米(JEITA)*2

警笛：大约315米(JEITA)*2

警笛

号角：ABS树脂，红色
其他：ABS树脂，红色
挂带：尼龙，黑色

650g(不含电池)

大约10小时(JEITA)*2

声音：大约250米(JEITA)*2

号角：ABS树脂，浅灰色
其他：ABS树脂，灰色
挂带：尼龙，黑色

620g(不含电池)

R6P(AA) × 8(12V DC)
6W

10W

160(W)×256(H)×260(D)mm

声音：大约14小时(JEITA)*2

声音：大约315米(JEITA)*2

号角：ABS树脂，浅灰色
其他：ABS树脂，灰色
挂带：尼龙，黑色

1.1kg(不含电池)

声音：大约14小时(JEITA)*2

警笛：大约20分钟(JEITA)*2

声音：大约315米(JEITA)*2

警笛：大约500米(JEITA)*2

警笛

号角：ABS树脂，红色
其他：ABS树脂，红色
挂带：尼龙，黑色

1.2kg(不含电池)

R14P(C) × 6(9V DC)
15W
23W

210(W)×291(H)×346(D)mm

聚酰亚胺薄膜(音圈，线筒)
话筒和把手

-10℃至+40℃

电源

额定输出

最大输出

电池寿命

可听范围

信号声音

AUX输入灵敏度

扩展话筒输入

接收频率

天线

隔膜

抗菌处理

剩余电量显示

工作温度

外观

尺寸

重量

附件

可选配件

大约9小时(JEITA)*2

声音：大约400米(JEITA)*2

机身：1.1kg
(不含话筒和电池)
话筒：150g

声音：大约9小时(JEITA)*2

鸣笛：大约20分钟(JEITA)*2

声音：大约400米(JEITA)*2

鸣笛：大约500米(JEITA)*2

鸣笛(1,600Hz至2,400Hz)

机身：1.2kg
(不含话筒和电池)

话筒：150g

大约9小时(JEITA)*2

声音：大约400米(JEITA)*2

话筒和把手

210(W)×291(H)×381(D)mm
(配置话筒)
机身：1.15kg
(不含话筒和电池)
话筒：150g

R14P(C) × 6(9V DC)

15W
23W

号角：ABS树脂，浅灰色

话筒和其他：ABS树脂，灰色

挂带：尼龙,黑色

扬声器支架：ST-16

话筒

 210×336mm

聚酰亚胺薄膜(音圈，线筒)

-10℃至+40℃

电池：R20P(D) × 10(15V DC)
外接电源：12V DC电池

30W
45W

声音：大约17小时(JEITA)*2

鸣笛：大约90分钟(JEITA)*2

声音：大约800米(JEITA)*2

鸣笛：大约1000米(JEITA)*2

鸣笛(1,600Hz至2,400Hz)

-10dB*1(300mV),10kΩ(Φ3.5 mini jack,可插入立体声接口),音量控制

600Ω,非平衡,Φ6.3 phone jack,音量控制

话筒  

LED指示灯(同时作为电源指示灯)

常亮：正常使用,闪烁：更换电池

号角环：氯乙烯,灰色

号角：铝,浅灰色,涂层

箱顶：压铸铝,灰色,涂层
挂带：尼龙,黑色,其他：ABS树脂,灰色

Φ351×512mm

Φ3.5迷你插头(辅助输入×1,外接电源线(1米)×1，

防水罩×1*3

UHF(800MHz频段)和VHF(200MHz频段)
折叠式弹性天线

3.6kg(不含话筒和电池)
话筒：150g

扬声器支架：ST-16,
话筒：DM系列

扬声器支架：ST-16,
话筒：DM系列
无线话筒：WM-3220系列,
WM-3310系列,WM-4200系列,
WM-4300系列
无线接收模块：WTU-3800系列,
WTU-4800系列

3.8kg(不含话筒和电池)
话筒：150g

提示：电池为可选配件
*1   0dB=1V
*2   JEITA：日本电子与信息技术产业协会
*3   即使配备防水罩，请勿在暴雨、大风或直接暴露于水中的情形下使用本产品

关于可听范围和电池寿命的注意事项：
1、可听范围及电池寿命的参数依照JEITA*2标准
2、可听范围适用于假定喊话器配置全新电池，并在一条宁静的街道上被使用。

它会因电池消耗、环境噪音、风、障碍物等事物影响而有所不同。
3、电池寿命适用于假定喊话器每天使用30分钟的情况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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