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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店舖的音響系統方案
Audio Solution for Retail Stores

營造店舖格調
投入購物的樂趣



一般零售店舖音響系統應用

(I) 背景音樂 (BGM) 
背景音樂有效吸引顧客來店鋪和延長顧客入店時間。能
為顧客提供一個輕鬆 , 愉快的購物氛圍 , 營造店舖格調 , 
讓顧客享受購物的樂趣 , 創造更多商機。

(II) 業務推廣信息
定時廣播推廣消息 , 在適當的時間播放預先錄製的內容作
宣傳推廣 , 有效刺激銷售。

(III) 店內通訊
為店內不同部門的員工作溝通協作的媒介 , 提高溝通及工
作效率。

實績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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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範例 

(ii) 基本系統

-  多種功率選擇 , 適合 300-3000 呎的店鋪
- 操作簡單 , 適合超市 , 商店使用
- 提供背景音樂營造氣氛 , 店內廣播可用作宣傳及員工溝通 
 BGM, 廣播自動分開 , 訊息可清楚傳遞

(i) 小型特色商店
-  適合 500-1500 呎的店鋪
-  內置 mp3 及 Bluetooth 播放器 , 操作更方便
-  5 分區開關 , 方便管理

CD播放器

預錄播放器
EV-20RCD 播放器

系統範例

(II) 中小型餐廳

特點:
- 不僅可以播放背景音樂，還可使用優先廣播進行尋呼和廣告發布。 
- A-5000系列是一款帶有DSP的數字調音台放大器，有小巧半身設計
- 其均衡器設置可以透過GUI進行微調，使TOA揚聲器發揮最佳效果的音景。 
適合關注音質的中型商店。
-PC-6WM的全金屬結構小尺寸設計,安裝簡單, 無需使用彈簧夾。而且通過更
改連接端子可以輕鬆改變輸入阻抗。

- FB-2862C其具有吸引力的外觀設計, 可將其自然地融入到任何頻率範圍和高
品質聲音輸出中, 非常適合高天花板或需要逼真聲音的場所。

尋呼麥克風

PM-660

數字調音放大器

小型天花揚聲器

PC-6WM

天花低音揚聲器

FB-2682C

A-5000

(設內建的DSP)

(III) 小型時裝店 特點:

- 

Model name

Model Name

Model No.

Model No.

Model Name

Model No.

Not only background music, but paging 
and advertising announcements are also 
possible using priority broadcasting. The 
Toa A-5000 Series is a digital mixer amp 
with a DSP in a compact, half-size body. 
Equalizer settings can be fine-tuned using 
tje graphic user interface, makeing the 
TOA speakers perform at their very best 
and creating a rich soundscape. Optimized 
for mid-size stores that care about sound 
quality.

CD 播放器

系統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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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擴音機

CD 播放器

系統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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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呼麥克風
PM-660D

數碼混音擴音機

天花喇叭
PC-1860

天花低音喇叭
FB-2682C

A-3200DMZ

麥克風

PM-660



特點 :
-  覆蓋範圍可達至 1000 呎 ( 以 6W 天花喇叭計算 )
-  可作 4 個分區，各自使用不同音源
-  可配合 TT-208 計時器及 EV-20R 語音廣播器 
  作定時業務推廣

系統範例 

(i) 大型零售店

系統範例 
(I) 大型超級市場 

VM-2000系統

- VM-2000非常適合有分區需要的大型店鋪。
- VM-2000是一個多功能放大器，可以安裝在EIA標准設備機架上。 
- 帶有4個音頻輸入，包括背景音樂輸入
- 喇叭輸出部分有一個內部衰減器和5區域選擇器
- 它不僅允許通話廣播，而且允許在緊急情況下根據EN54-16標準提供預先錄製
   的語音指令(EV20R)作緊急廣播之用。
- 廣播可以由可選的RM-200M遙控麥克風和放大器構成，也可以由外部設備遠
   程控制。另外，該裝置具有自動檢查系統故障的監視功能。

系統級公共廣播擴音機

VM-2240

CD 播放器

PC-1869 PC-2852

PC-1869 / PC-2852 

...

PC-1869 / PC-2852 

...

PC-1869 / PC-2852 

...

PC-1869 / PC-2852 

...

PC-1869 / PC-2852 

...

Zone 1

Zone 2

Zone 3    

Zone 4  

Zone 5

Zone 2

Zone 3    

Zone 1倉庫

辦公室

超市

Zone 4

美食廣場

MA-725F

數碼矩陣混音機

CD 播放器

PC-1860

S
PC-2360

PC-1860S / PC-2360 

...

PC-1860S / PC-2360 

...

PC-1860S / PC-2360 

...

PC-1860S / PC-2360 

...

Zone 1

Zone 2

Zone 3    

Zone 4  

預錄播放器
EV-20R



喇叭的設計
如果喇叭的設計與店舖設計不符, 就會分散注意力, 破壞店鋪的和諧。TOA提供各種類型的喇叭, 可以匹配
不同的設計和風格, 以使喇叭隱形至周圍的環境中。而揚聲器安裝不正確會導致聲音分佈不均勻,聲音失真
和噪音等問題,我們設有售前售後服務以協助確保聲音的清晰傳播。

在TOA，我們會考慮了各種喇叭的特性, 場地性質和客戶要求, 並通過不同軟件虛擬放置產品後的效果, 從
而提供最理想的系統設計。

聲學服務

F系列天花喇叭卓越的音質,廣闊的涵蓋
區域, 非常適用於音頻和尋呼的應用。

PE-64/PE-304具時尚設計, 可以與
照明設備和諧地共存。

F系列箱型喇叭多樣化的安裝選項，
可更有彈性地融合店舖的風格。

H系列具獨特的時尚外觀和出色的音質,
如H-1被設計成可安裝在牆壁或天花板上。

BS-1030B/W 箱型喇叭 
容易安裝 , 適合不同場合

聲學服務

喇叭的設計

PC-1860S 喇叭全金屬面 , 美
觀耐用 , 可安裝在假天花



PC-6WM 天花喇叭
- 3” 6W金屬結構喇叭，體積小巧, 
可和諧地融合在任何環境
- 通過彈簧夾即可快捷地安裝

BS-1006 箱型喇叭
- 5”全頻喇叭
- 適合用於播放背景音樂或公共廣播
- 流線型設計和低調外觀 

FB-2862C 重低音喇叭
- 6.5”,60W連續, 錐形喇叭, 提供低頻
範圍的高品質聲音輸出
- 適合樓底高的場所
- 可通過使用安裝硬件作多樣的安裝
方式

H系列喇叭
- 獨特的時尚外觀和其出色的音質為
傳統的牆壁和天花板安裝提供了一
個更多元的選擇。
- 可配合場地的室內設計靈活運用。
- H-2WP和H-3WP是H-2和H-3的
防風雨版本適合戶外應用。

F系列 箱型喇叭
- 雙向低音反射設計
- 外殼緊湊, 覆蓋範圍廣
- 包含的附件支架, 可提供更多樣化
安裝選項

推介産品 又

5000系列 
UHF無線麥克風系統
- 提供卓越的清晰度
- 多達16個同時頻道
- 接收器和發射器可以自由組合

Trantec S4.10 
雙頻道無線麥克風系統
- 突破”1傳送器 - 1接受器”的印象,
空間利用更有效率
- 依需要選擇手提式/領夾式麥克風
- 多達10個同時頻道
- 頻道掃描與紅外線對頻功能

TOA (Hong Kong) Limited
www.toa.com.hk

Specifica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Printed in Hong Kong

PJ 系列投射喇叭
- 時尚設計靈感來自於融入任何室內
設計的最好的照明燈具。靈活的喇
叭方向調整與附件支架。

吊燈喇叭
- 時尚設計靈感來自於融入任何室內
設計的最好的照明燈具。 非常適合
購物商場和高天花板餐廳等場所。

F系列天花喇叭
- 卓越的音質, 廣闊的涵蓋區域
- 適用於音頻和尋呼的應用

推介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