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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yer Sound PANTHER 重新定義大型線陣列揚聲器技術 

 
PANTHER 為緊湊、輕便、功能強大且節能省電的線陣列揚聲器樹立了新的行業指標 

 
Meyer Sound 宣佈推出 PANTHER，這是一款新的旗艦線陣列揚聲器，旨在滿足快速發展的大型巡

演和安裝系統的需求。 

 

綜合愈來愈多重視視覺效果的需求出現，再加上更嚴格的安全規則，通常也會限制揚聲器的外型和

重量。與此同時，隨著越來越多的產品轉向聯網信號基礎設施，環境政策需要更高的能源效率和更

小的運輸尺寸。為了滿足這些需求，PANTHER 的聲學輸出音量極接近更重的 LEO®線陣列揚聲

器，並擁有 LYON®線陣列揚聲器的纖薄外形。雖然可以提供運動場和競技場級別的表現，但

PANTHER 的重量只有 150 磅（68 公斤），亦大大節省了上一代旗艦線陣列揚聲器的電流消耗。擁

有類比及 MILAN™AVB 網路輸入模組，這意味著 PANTHER 能提供靈活的信號分配選項。每個音

箱都是標配 IP-55 國際防護等級認證 - 與 LEO 和 LYON 相比，初始成本更低。 

 
「這是我們十多年來最重要的揚聲器介紹」，Meyer Sound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John Meyer 說。

「PANTHER 推進了我的宗旨，即是製造出具有線性響應、可預測覆蓋範圍和擴展動態餘量的揚聲

器，在瞬態峰值再現動態、無失真的音樂。 從本質上講，PANTHER 以 LYON 的基礎上衍生了與 

LEO 幾乎相同的功率和動態餘量。 我為我們的工程師為了實現超高性能而減輕了揚聲器重量同時

提高能源效率而感到自豪。」 

 

專為峰值功率而設計 

PANTHER 中的電子模組採用全新的輕量化設計，將四通道 Class D 放大器與創新電源耦合在一

起。憑藉先進的功率因數校正和更高的電壓軌，新的放大器封裝可為揚聲器提供更高的峰值電流，

同時為交流線路提供穩定的負載。PANTHER 還具有新的，更長衝程的 12 英寸低頻驅動器和新的 3

英寸壓縮驅動器。每款產品都採用了先進的磁體結構，使用新材料，儘管重量大幅減輕，但磁通量

密度更高。結合新的 低頻埠設計，PANTHER 的最大峰值輸出超過 150 dB SPL。而 PANTHER 僅

重 150 磅（68 公斤），比同類產品輕得多。 

 

輕量級，靈活性、安全性和成本降低 

雖然從不影響 John Meyer 的性能目標，但但由聲學及機械工程總監 Katie Murphy 領導的 

PANTHER 工程團隊追求統一的減重方法。"借助 PANTHER，我們在完整的系統設計方法方面表現

出色，"Murphy 說。"我們讓電氣和機械工程師協同工作，這意味著我們可以利用減少的放大器和

換能器重量以及新的音箱設計和材料來進一步減輕重量。每個人都在每一步都保持同步，以實現我

們的目標。重量的減輕意味著更多的 PANTHER 揚聲器可以在單個胡佬(Chain Block)上吊掛 ，更大

的陣列可以共用相同的支架和懸掛點，並加上大量的視頻和照明設備。此外，更大和更長的陣列可

以在戶外吊起，同時符合與風向事件相關的新安全法規。運輸成本將大大降低，特別是在需要空運

時。PANTHER 顯著減輕重量和尺寸也有助於減少運輸過程中的碳排放量。 

 

http://public.msli.com/email/downloads/press_releases/2017/detroit_lions_photos.zip


用於精確覆蓋的家族 

PANTHER 系列由三個具有不同水平覆蓋模式的音箱組成。PANTHER-M 和 PANTHER-W 分別是

95 度和 110 度，對於現有的 Meyer Sound 用家來說，這將是熟悉的選擇。PANTHER-L 採用全新的

長距離喇叭，具有緊密定義的 80 度水平覆蓋圖案。三個選項使系統設計人員能夠在任何規模的場

地中精確定製覆蓋範圍，從前到後具有統一的回應，並允許在某些應用中部署更少的陣列或更短的

陣列，例如圓形配置。 

 

底線：投資回報 

與所有 Meyer Sound 揚聲器一樣，PANTHER 提供的服務壽命與最佳匹配的換能器，放大器和自供

電系統處理相結合。此外，PANTHER 還提供新功能，可確保更高的長期投資回報。 

• MILAN 認證 AVB 輸入標準：通過整合 Meyer Sound 的新型 Avnu Alliance 認證 MILAN 輸

入模組，PANTHER 成為世界上第一個 MILAN 認證的線性陣列揚聲器。憑藉這一進步，

PANTHER 將基於 MILAN 的網路系統一直擴展到揚聲器機櫃，而始終有源的並行類比輸入

確保了與現有硬體的向後相容性。 

• 國際防護等級認證︰PANTHER 採用新的 IEC IP55 標準進行天氣保護，在使用配接 

NEUTRIK TOP 系列信號和 powerCON 連接器時，具有全面的防雨保護，無需防雨罩。 

 
憑藉國際防護等級認證，相同的 PANTHER 音箱可用於室內或室外活動，無需特殊準備。由於尺寸

較少，重量更輕，相同的 PANTHER 庫存可以分配給廣泛的應用，從劇院和會議廳到競技場，體育

場館和節日場地。擴展的靈活性意味著 PANTHER 系統在倉庫中花費的時間更少，而將更多時間用

於創造收入。而且，在巡演時，不需要使用巨型貨車從而進一步減低了運輸成本，提高了投資回報

率。 

 

Meyer Sound 在材料和設計標準方面的持續投資意味著不僅性能水平領先，而且在考慮可比的放大

和處理時，價格遠低於上一代，並且低於最直接的競爭對手或型號。PANTHER 線性線性陣列揚聲

器將於 2022 年 2 月投入生產並出貨。United Kingdom 的租賃公司 Major Tom Ltd.是最初的發佈合作

夥伴之一，將在 Ed Sheeran 的 2022 + - = ÷ x（" Mathematics "）巡演中使用 PANTHER。 

 

一個新的層次 

「團隊中的每個人都真的走到了一起，把他們的心和靈魂投入到這個專案中」，Katie Murphy 評論

道。「我們全力以赴地創造了一款揚聲器，它將在未來幾年定義線陣列技術。我們認為 PANTHER

不僅僅是一個新產品，而是為我們正在做的事情增加了一個新的層次。」John Meyer 補充道「它有

可能改變我們在音響行業的道路。我很高興看到行業專業人士 —— 更重要的是，觀眾 —— 對此有

何回應。」 

 

 
關於 Meyer Sound 

Meyer Sound 由 John 和 Helen Meyer 於 1979 年創立，是為擴聲，空間聲音，聲學系統，演播室監控和高端住

宅系統提供集成解決方案的全球領導者。Meyer Sound 被公認為音頻技術先驅，是第一家推出專用揚聲器處理

器，獨立於聲源的測量，大型自供電揚聲器和心形低音炮以及其他創新的公司。這個高端專業品牌在為音樂會

巡演和節日、禮拜堂、電影院、教育、企業辦公室和住宅設計和製造可持續解決方案時保持嚴格的品質控制。

科學研究和創新產品開發已獲得 100 多項美國和國際專利以及眾多行業獎項。Meyer Sound 總部位於加利福尼

亞州伯克利，業務遍及全球，是一家員工是創新者，工作場所和社區都擁抱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的公司。 

 

欲瞭解更多資訊，請致電：+1 （510） 486-1166 或訪問 www.meyersound.com。   
Meyer Sound 在 Facebook 上 ：http://www.facebook.com/meyersoundlabs 

Meyer Sound 在 Twitter 上 ：http://twitter.com/meyers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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