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层 DSP 控制可提供基于认知层面的多层次用户体验。
dbx DriveRack Inside 技术具备 AFS（自动反馈抑制）、 8 段主均衡
器、 系统限幅器、 及每个通道上的门限和压缩器， 以实现出众的动态
控制。
来自 Soundcraft 的一键下潜功能可确保话音始终能被清晰听到。
简洁、直观的全彩 LCD 屏幕让用户可轻松访问所有 PRX ONE 功能。
8 个用户预设可即刻优化系统声音。
强大的音频连接：I/O 包括 4 个 XLR 组合、2 个 Hi-Z、1 个 1/8 英寸/
蓝牙音频和 1 个 XLR 直通。
2 个 USB 2.0 端口可为设备充电并为无线话筒系统供电。
两个 +48V 幻象电源通道可扩展对话筒的支持。
蓝牙 5.0 连接功能使用户可以使用 JBL Pro Connect 应用对多达 
10 台设备进行远程系统控制。
可使用 JBL Pro Connect 进行应用控制。
坚固的外壳可承受崎岖道路上的严峻考验。
利用可选的支架和适配器，可将阵列单独于低音扬声器一直安装在
墙壁或桁架上。
计算机模拟的 ComfortGrip 手柄使搬运更加轻松。
随附用于组建阵列的尼龙便携袋。
魅力非凡，小巧别致。
重量：55.65 lbs (25.7 kg)。

由 12 个 2.5 英寸驱动单元组成的垂直阵列，可在房间前
后位置提供一致且均匀的高频响应。
定制设计的高频驱动单元具有铜帽极片，可减少失真，从
而提供平滑、自然的高频响应 。
JBL 的 A.I.M. （ 阵列掩蔽力学， Array Inumbration 
Mechanics）几何优化阵列掩蔽技术可确保前后一致的覆
盖范围。
宽广的 130°（水平）x 30°（垂直）散播模式使各个位置的听
众都能听到均匀一致的声音。
精细的分频管理和高频/低频耦合可实现更加自然的低频
响应，并在整个频率范围内提供平滑、一致的响应。
12 英寸低频反射式低音单元将低频响应扩展到 35 赫兹。
2000 瓦（峰值）的全桥接式 D 类功放具有功率因数校正和
高线性电感器，可提供纯净的系统功率、出众的动态余量、 
低总谐波失真和电压峰值保护。
四个效率高、低噪音的话筒前置放大器可在任何增益水平
下保持恒定的带宽。
130 dB 峰值 SPL。
集成的 7 通道数字调音台具有双操作模式，使用户可以控
制其输入推子或个别通道控制，如低音、中音、高音和效果
发送。
强大的 Lexicon 效果引擎具备延时、混响、合唱、回声和低
音合成的功能，并带有易于设置的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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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FEATURES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特  点

技术规格

系统类型：

低音扬声器尺寸：

高音扬声器尺寸 ：

高音单元数量：

声压级峰值：

频率范围 -10：

频率范围 -3：

水平角度：

垂直角度：

额定功率：

交流电源输入： 

有源柱式扩声扬声器

12 英寸

2.5 英寸

12 个

130dB

35‒20kHz

40‒20kHz

130° 

30°

2000W（峰值）

1000W RMS

300W 100-230V 交流 50-60Hz

输入阻抗：

分频频率：

输入 / 输出： 

音箱：

净重：

总重量：

包装尺寸：

安装使用尺寸：

4kΩ 平衡组合 4kΩ 平衡组合

2MΩ 平衡 Hi-Z 插孔 2MΩ 平衡 

Hi-Z 插孔 

10kΩ 3.5mm 单端  2 通道；10kΩ 

3.5mm 单端  2 通道

260 Hz

4 个 XLR 组合插孔

2 个 1/4 英寸 Hi-Z

1 个 1/8 英寸 / 搭配蓝牙

1 个 XLR 直通

PP

25.7kg

31.75kg

W482mm x D647mm x H850mm

W380mm x D450mm x H1980mm

编号：JBL PRX ONE PS V2_1121



JBL PRX ONE 一体式有源扩音系统具有声学优化的立柱阵列， 该阵列包含 7 
通道数字调音台、 全套 DSP、 出众的音频连接、 蓝牙功能和 JBL Pro 
Connect 通用应用控制。

通过流线型的紧凑包装提供高能的动力和性能： PRX ONE 可提供 130 dB 的
全带宽覆盖范围， 覆盖面惊人， 并具有前后一致的投射效果， 这要归功于其由 
12 台高音扬声器组成的定制立柱阵列（采用 JBL AIM 声学技术）、 12 英寸低
音反射式低音单元和内置的 2000 瓦（峰值）功放。

使用 PRX ONE 的全套 Lexicon 和 dbx 效果（包括混响、 延时、 压缩）以及具有 
AFS Pro 自动反馈抑制功能的 dbx DriveRack Inside， 用更少的设备快速调
出理想声音。 使用 PRX ONE 的多功能 I/O（具有专用幻象电源和 Hi-Z 输入以
及 Neutrik 连接器）和蓝牙 5.0 功能， 可连接话筒、 乐器、 移动设备和无线装
置。 可以将 Soundcraft 设计的直观双模式数字调音台设置为一般调音功能
模式， 或设置为通道条控制模式， 并通过应用或内置的彩色 LCD 进行控制， 
使工作更快更轻松。  

PRX ONE 在小型聚会， 私人户外宴请的使用中， 可让参与者从靓丽的外型和
澎湃的声音中， 体会到出众的使用效果。 自带多路混音及 DSP 音频处理功能， 
是网红音乐人、 户外演出或民谣乐队的扩声优先选择。 产品具备了高声压， 小
箱体， 易运输的特性， 又是小型流动演出器材中的佼佼者。 在娱乐场所中， 可
作为餐吧、 私人会所��的户外露天或是室内的扩声， 其特性都可灵活的发
挥及应用。 在商务方面， 它可以成为 “推广路演及巡回发布会” 等的便携及完
整的扩声系统。 在固定安装的场所中， 是阶梯教室、 多功能、 宴会厅、 教堂等
扩声器材的理想选择。  对于那些要求功能齐全的立柱扩声设备， 并且拥有杰
出功率、 声学性能、 创意控制、 连接性及具有时尚感的人而言， 这是一个理想
的解决方案。

   声学创新带来的音质表现

有了 PRX ONE， 房间中的每个座位都是好的位置： 十二个定制设计的高音扬声器与 
JBL A.I.M.（阵列掩蔽力学， Array Inumbration Mechanics）几何优化阵列掩蔽技
术提供可控的、 前后一致的覆盖范围和均匀的响应。 定制设计的高频换能器具有铜帽
极片， 以减少电感， 从而获得更平滑、 更准确的高频响应； 高频换能器表现出更少的
功率压缩， 无需笨重的 DSP 即可提供更自然的性能。 高频性能被优化到 500 赫兹， 
使低音扬声器能够提供更自然、 准确的低音。 PRX ONE 经过声学优化的低音扬声器
无需 DSP 即可提供高性能， 从而减少不必要的配置。

   在各音量下都可提供纯净功率

借助功放， 可以确保在各音量下都能听到清晰、 响亮的声音， 因此您可以放心地使用
它。 PRX ONE 的 2000 瓦 D 类功放具有功率因数校正功能， 可通过各种电压提供纯
净、 稳定的功率， 从而确保组件拥有更长的使用寿命并可在各地方可靠运行。 高品质、 高
线性的电感器可提高 效率并大程度地减少总谐波失真。 此外， 由于该功放为全桥接式， 
因此您可以利用其全部功率潜力， 并留有足够的余量来处理各种情况。 四个话筒前置
放大器具备调音台一般的品质， 即使在增益峰值时也可以保持全带宽。 无论您的声音
有多大， 它都可以带来干净、 清晰、 录音室级别的声音。

   提供调节标志性声音所需的一切

谁愿意拖着笨重的板载效果器去演出？ 借助一整套标志性的 dbx 和 Lexicon 音效（包
括混响、 延迟、 合唱、 回声、 压缩、 限制和门限）， 可在 PRX ONE 内对您的声音精雕细
琢。 当演示者、 教师和健身教练依靠 PRX ONE 的内置自动下潜功能（该功能在测到话
音时可降背景音乐）时， 听众总是能听到他们响亮而清晰的声音。 预设可让您保存和
调用常用的设置。

  用更少的步骤获得理想的声音

PRX ONE 的双模式调音台由 Soundcraft 设计， 针对快速导航进行了优化： 通道条
模式可为每个通道的增益、 均衡和效果发送提供硬件控制， 而混音模式为 7 个通道的
调音台提供增益控制。 想获得更高层次的音效？ 三层 DSP 界面控制让用户可以选择
符合其知识水平的体验。 PRX ONE 的 全彩 LCD 屏幕提供对 DSP、 均衡器和动态处理
的完整访问， Setup Saver 则可以保存快照以方便调用。 Simple Success 动态 LED 
指示灯为用户提供一种快速、 简便的方法来验证电平和通道功能， 例如静音和削波。

   随时随地充当您的主力系统

得益于 PRX ONE 强大的 DSP 和自定义预设， 在每个地方都能获得理想的声音， 这一点从未如此简单。 一旦启
动并运行， 依靠 dbx 的自动反馈抑制功能就可以 去掉尖锐刺耳的声音。 PRX ONE 既可用于便携式应用， 也可
用于固定安装； 使用可选的安装附件， 即可将 PRX ONE 阵列与低音扬声器分开安装， 这一功能将备受安装人
员、 演示者和礼拜堂青睐。

   优异的连接性

PRX ONE 提供两个单独的真实 +48V 幻象电源通道， 加上四个 XLR 组合插座、 一个 1/8 英寸输入、 两个专用
的 Hi-Z 输入和蓝牙 5.0 功能， 可将音频流式传输到一台设备并控制多达 10 台设备。 两个板载 USB 端口可用
于为外部设备充电， 或为无线话筒供电。 

   还有扩展空间

PRX ONE 还有更多功能： XLR 公头直通输出提供的模拟扩展， 能够对多个扬声器进行延时校准， 每个扬声器
的延时可达 100ms。

  一体式控制系统

用户可通过 JBL Pro Connect 应用在各个地方进行手动操作， 该应用提供对每个 PRX 
ONE 功能（从混音、DSP 到蓝牙功能）的控制。 从房间的各个地方调整电平， 将音乐流式
传输到多个扬声器， 等等。 由于应用和调音台始终保持同步， 因此您可以准确知晓当前
的电平。 此外， 还能通过 Plus 权限访问限于应用的功能， 如对扬声器分组、 延迟打拍定
速和保存整个扬声器的快照。

  久经测试、 值得信赖、 坚固耐用

每个 PRX ONE 便携式扩声系统都经过 100 小时的 JBL 压力测试， 以确保其在应用环境
中提供理想效果。 该系统使用一个耐用的外壳， 其坚固程度可满足苛刻的演出要求， 但
又足够低调稳重以补充演示场景。

Bluetooth   文字商标和徽标是 Bluetooth SIG, Inc. 
的注册商标，HARMAN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Incorporated 对此类商标的任何使用均获取了相应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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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数字调音台、 全套 DSP、 出众的音频连接、 蓝牙功能和 JBL Pro 
Connect 通用应用控制。

通过流线型的紧凑包装提供高能的动力和性能： PRX ONE 可提供 130 dB 的
全带宽覆盖范围， 覆盖面惊人， 并具有前后一致的投射效果， 这要归功于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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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理想声音。 使用 PRX ONE 的多功能 I/O（具有专用幻象电源和 Hi-Z 输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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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或设置为通道条控制模式， 并通过应用或内置的彩色 LCD 进行控制， 
使工作更快更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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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网红音乐人、 户外演出或民谣乐队的扩声优先选择。 产品具备了高声压， 小
箱体， 易运输的特性， 又是小型流动演出器材中的佼佼者。 在娱乐场所中， 可
作为餐吧、 私人会所��的户外露天或是室内的扩声， 其特性都可灵活的发
挥及应用。 在商务方面， 它可以成为 “推广路演及巡回发布会” 等的便携及完
整的扩声系统。 在固定安装的场所中， 是阶梯教室、 多功能、 宴会厅、 教堂等
扩声器材的理想选择。  对于那些要求功能齐全的立柱扩声设备， 并且拥有杰
出功率、 声学性能、 创意控制、 连接性及具有时尚感的人而言， 这是一个理想
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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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压缩， 无需笨重的 DSP 即可提供更自然的性能。 高频性能被优化到 500 赫兹， 
使低音扬声器能够提供更自然、 准确的低音。 PRX ONE 经过声学优化的低音扬声器
无需 DSP 即可提供高性能， 从而减少不必要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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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功放， 可以确保在各音量下都能听到清晰、 响亮的声音， 因此您可以放心地使用
它。 PRX ONE 的 2000 瓦 D 类功放具有功率因数校正功能， 可通过各种电压提供纯
净、 稳定的功率， 从而确保组件拥有更长的使用寿命并可在各地方可靠运行。 高品质、 高
线性的电感器可提高 效率并大程度地减少总谐波失真。 此外， 由于该功放为全桥接式， 
因此您可以利用其全部功率潜力， 并留有足够的余量来处理各种情况。 四个话筒前置
放大器具备调音台一般的品质， 即使在增益峰值时也可以保持全带宽。 无论您的声音
有多大， 它都可以带来干净、 清晰、 录音室级别的声音。

   提供调节标志性声音所需的一切

谁愿意拖着笨重的板载效果器去演出？ 借助一整套标志性的 dbx 和 Lexicon 音效（包
括混响、 延迟、 合唱、 回声、 压缩、 限制和门限）， 可在 PRX ONE 内对您的声音精雕细
琢。 当演示者、 教师和健身教练依靠 PRX ONE 的内置自动下潜功能（该功能在测到话
音时可降背景音乐）时， 听众总是能听到他们响亮而清晰的声音。 预设可让您保存和
调用常用的设置。

  用更少的步骤获得理想的声音

PRX ONE 的双模式调音台由 Soundcraft 设计， 针对快速导航进行了优化： 通道条
模式可为每个通道的增益、 均衡和效果发送提供硬件控制， 而混音模式为 7 个通道的
调音台提供增益控制。 想获得更高层次的音效？ 三层 DSP 界面控制让用户可以选择
符合其知识水平的体验。 PRX ONE 的 全彩 LCD 屏幕提供对 DSP、 均衡器和动态处理
的完整访问， Setup Saver 则可以保存快照以方便调用。 Simple Success 动态 LED 
指示灯为用户提供一种快速、 简便的方法来验证电平和通道功能， 例如静音和削波。

   随时随地充当您的主力系统

得益于 PRX ONE 强大的 DSP 和自定义预设， 在每个地方都能获得理想的声音， 这一点从未如此简单。 一旦启
动并运行， 依靠 dbx 的自动反馈抑制功能就可以 去掉尖锐刺耳的声音。 PRX ONE 既可用于便携式应用， 也可
用于固定安装； 使用可选的安装附件， 即可将 PRX ONE 阵列与低音扬声器分开安装， 这一功能将备受安装人
员、 演示者和礼拜堂青睐。

   优异的连接性

PRX ONE 提供两个单独的真实 +48V 幻象电源通道， 加上四个 XLR 组合插座、 一个 1/8 英寸输入、 两个专用
的 Hi-Z 输入和蓝牙 5.0 功能， 可将音频流式传输到一台设备并控制多达 10 台设备。 两个板载 USB 端口可用
于为外部设备充电， 或为无线话筒供电。 

   还有扩展空间

PRX ONE 还有更多功能： XLR 公头直通输出提供的模拟扩展， 能够对多个扬声器进行延时校准， 每个扬声器
的延时可达 100ms。

  一体式控制系统

用户可通过 JBL Pro Connect 应用在各个地方进行手动操作， 该应用提供对每个 PRX 
ONE 功能（从混音、DSP 到蓝牙功能）的控制。 从房间的各个地方调整电平， 将音乐流式
传输到多个扬声器， 等等。 由于应用和调音台始终保持同步， 因此您可以准确知晓当前
的电平。 此外， 还能通过 Plus 权限访问限于应用的功能， 如对扬声器分组、 延迟打拍定
速和保存整个扬声器的快照。

  久经测试、 值得信赖、 坚固耐用

每个 PRX ONE 便携式扩声系统都经过 100 小时的 JBL 压力测试， 以确保其在应用环境
中提供理想效果。 该系统使用一个耐用的外壳， 其坚固程度可满足苛刻的演出要求， 但
又足够低调稳重以补充演示场景。

Bluetooth   文字商标和徽标是 Bluetooth SIG, Inc. 
的注册商标，HARMAN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Incorporated 对此类商标的任何使用均获取了相应
授权。  



JBL PRX ONE 一体式有源扩音系统具有声学优化的立柱阵列， 该阵列包含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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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平。 此外， 还能通过 Plus 权限访问限于应用的功能， 如对扬声器分组、 延迟打拍定
速和保存整个扬声器的快照。

  久经测试、 值得信赖、 坚固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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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 DSP 控制可提供基于认知层面的多层次用户体验。
dbx DriveRack Inside 技术具备 AFS（自动反馈抑制）、 8 段主均衡
器、 系统限幅器、 及每个通道上的门限和压缩器， 以实现出众的动态
控制。
来自 Soundcraft 的一键下潜功能可确保话音始终能被清晰听到。
简洁、直观的全彩 LCD 屏幕让用户可轻松访问所有 PRX ONE 功能。
8 个用户预设可即刻优化系统声音。
强大的音频连接：I/O 包括 4 个 XLR 组合、2 个 Hi-Z、1 个 1/8 英寸/
蓝牙音频和 1 个 XLR 直通。
2 个 USB 2.0 端口可为设备充电并为无线话筒系统供电。
两个 +48V 幻象电源通道可扩展对话筒的支持。
蓝牙 5.0 连接功能使用户可以使用 JBL Pro Connect 应用对多达 
10 台设备进行远程系统控制。
可使用 JBL Pro Connect 进行应用控制。
坚固的外壳可承受崎岖道路上的严峻考验。
利用可选的支架和适配器，可将阵列单独于低音扬声器一直安装在
墙壁或桁架上。
计算机模拟的 ComfortGrip 手柄使搬运更加轻松。
随附用于组建阵列的尼龙便携袋。
魅力非凡，小巧别致。
重量：55.65 lbs (25.7 kg)。

由 12 个 2.5 英寸驱动单元组成的垂直阵列，可在房间前
后位置提供一致且均匀的高频响应。
定制设计的高频驱动单元具有铜帽极片，可减少失真，从
而提供平滑、自然的高频响应 。
JBL 的 A.I.M. （ 阵列掩蔽力学， Array Inumbration 
Mechanics）几何优化阵列掩蔽技术可确保前后一致的覆
盖范围。
宽广的 130°（水平）x 30°（垂直）散播模式使各个位置的听
众都能听到均匀一致的声音。
精细的分频管理和高频/低频耦合可实现更加自然的低频
响应，并在整个频率范围内提供平滑、一致的响应。
12 英寸低频反射式低音单元将低频响应扩展到 35 赫兹。
2000 瓦（峰值）的全桥接式 D 类功放具有功率因数校正和
高线性电感器，可提供纯净的系统功率、出众的动态余量、 
低总谐波失真和电压峰值保护。
四个效率高、低噪音的话筒前置放大器可在任何增益水平
下保持恒定的带宽。
130 dB 峰值 SPL。
集成的 7 通道数字调音台具有双操作模式，使用户可以控
制其输入推子或个别通道控制，如低音、中音、高音和效果
发送。
强大的 Lexicon 效果引擎具备延时、混响、合唱、回声和低
音合成的功能，并带有易于设置的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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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FEATURES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特  点

技术规格

系统类型：

低音扬声器尺寸：

高音扬声器尺寸 ：

高音单元数量：

声压级峰值：

频率范围 -10：

频率范围 -3：

水平角度：

垂直角度：

额定功率：

交流电源输入： 

有源柱式扩声扬声器

12 英寸

2.5 英寸

12 个

130dB

35‒20kHz

40‒20kHz

130° 

30°

2000W（峰值）

1000W RMS

300W 100-230V 交流 50-60Hz

输入阻抗：

分频频率：

输入 / 输出： 

音箱：

净重：

总重量：

包装尺寸：

安装使用尺寸：

4kΩ 平衡组合 4kΩ 平衡组合

2MΩ 平衡 Hi-Z 插孔 2MΩ 平衡 

Hi-Z 插孔 

10kΩ 3.5mm 单端  2 通道；10kΩ 

3.5mm 单端  2 通道

260 Hz

4 个 XLR 组合插孔

2 个 1/4 英寸 Hi-Z

1 个 1/8 英寸 / 搭配蓝牙

1 个 XLR 直通

PP

25.7kg

31.75kg

W482mm x D647mm x H850mm

W380mm x D450mm x H1980mm

编号：JBL PRX ONE PS V2_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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