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有 Bosch 語音警報系統是

業界領先的公共廣播
和語音警報解決方案
產品組合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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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 Bosch 的公共廣播
和語音警報解決方案
Bosch Security Systems 在公共廣播和語音警
報 (PA/VA) 解決方案方面擁有超過 90 年的經
驗，開發出的系統具備卓越的語音效能與音質。
我們以業界領先的技術為基礎，不斷改進我們的
系統。我們專注於將終端使用者放在首位，透過
設計高度直覺易用的介面，使其能夠輕鬆地從我
們的產品中獲得最大效益。我們的目標是以出色
的系統滿足客戶不斷變化的需求，以滿足各種規
模的應用情境。

以公共安全拯救生命
保護人們免受潛在危險情況的影響是我們對社會的貢獻。
Bosch PA/VA 系統的語音警報功能可在緊急情況下提供
明確的指導和指示。研究證明，與傳統的警笛警報不同，
指示式疏散可以減少清理建築物所需的時間，從而挽救更
多的生命。

獨特的產業地位
作為產業的領導者，Bosch 制定並保持了系統可用性和創新
的極高標準。這使我們能夠滿足並超越不斷增長的客戶群的
需求，保證系統的可靠性和內建故障保護備援。我們領先的
技術具有整體相容性，提供有保證的互通性，同時確保對竊
聽和駭客的全面保護。

為未來做好準備
 Bosch 每年將其營業額的很大一部分投資於全球產品和
研究開發。我們的 PA/VA 創新產品幫助塑造了公共廣播
和語音警報市場的發展。PRAESIDEO 是世界上第一款聯
網的數位公共廣播和語音警報系統。今天，我們繼續推動
創新，努力保持領先於我們正在進行的研究的趨勢。市場
洞察力顯示，客戶需要的解決方案能夠快速適應建築用途
的變化，即時納入新定義的區域或區域的變化。

客戶更喜歡能夠使用現有基礎設施並支持遠端診斷和維
護的解決方案，從而提高成本效率。而且由於目前需要
整合所有的建物管理系統，因此，IP 型系統和軟體控制的
裝置是明顯趨勢，從而帶來更多未來導向的解決方案。

效能 系統可用性 彈性未來導向 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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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們獲得資訊、安全和娛樂，
這是我們的使命。

 ◾ 專門技術與優異 PA/VA 品質 

主要客群可未雨綢繆因應挑戰 與使用者需要

◾ 廣泛與強韌的產品組合  
我們設計的公共廣播解決方案提供良好感知，並為更美好 
的世界做出貢獻

◾ 智慧型公共廣播技術  
我們提供 IP 型技術，在公共和商業空間創造迷人的體驗

◾ 與世界各地的合作夥伴建立關係並且與 
客戶關係密切 
啟發客戶靈感並給予支持，形塑美好未來

為什麼選擇 Bosch？

#AlwaysAhead

我們最新推出的公共廣播和語音警報系
統正是對這些趨勢的回應，還有更多。
完全 IP 型的 PRAESENSA 整合了 
OMNEO 媒體網路架構的強大功能。
根據高接續互通的開放標準，OMNEO 
透過標準 IP 網路分發高品質的音訊和
控制資料。

成本效益

我們努力預測客戶的需求，永遠領先一步，透過永續
發展的解決方案為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貢獻，並創造令
客戶著迷的增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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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衛理
公會醫院

德州

首都改革局辦公大樓
墨西哥

機場 海洋
郵輪/渡輪

教育鐵路/地鐵 公眾部門 / 政府機關建築 工業
工廠/石油和天然氣/發電廠

商業建築
購物中心/百貨公司/時裝店

都靈理工大學
義大利

Carnival Triumph
Carnival Cruise Line 

佛羅里達

Las Américas 
Golden Tower 飯店

巴拿馬

華沙聯合廣場城市購物中心
波蘭

廣佈世界
各地的各個主要應用領域

破冰船隊
芬蘭

赫爾辛基地鐵
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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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北京
民生銀行

中國

澳門大學
中國

深圳會議與展覽中心
中國

雅加達雷加塔公寓
和酒店綜合大樓

印尼

海外旅客 
雪梨客運站

澳洲

科威特國家石油公司
科威特

杜拜國際機場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伊斯坦堡 Türk 
Traktör 工廠

土耳其

會議中心/ 
多用途建築

旅館 娛樂
賭場/體育場/劇院/

體育和休閒設施

辦公大樓 禮拜場所 醫院

Bosch 產品系列透過我們廣泛的合作夥伴網路在全球範圍內
銷售。我們的全球銷售和服務網路以服務於當地需求為導向，
在國際上建立了成功的業績。這些優勢與我們理想的經驗和專
業知識相結合，使我們有能力滿足各種規模的應用情境。

香港-珠海-澳門大橋
中國

無論是大型、中型還是小型專案，都能受益於同樣高水準
的 Bosch 產品品質和夥伴關係。我們的解決方案經久耐
用，其中一些在安裝後20年仍在使用，這得益於出色的製
造品質和明確的用途。請看看我們的一些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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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從大型多網站到小型
應用領域的解決方案。

業界首屈一指多用途解決方案 

每個應用情境都有不同的系統要求。擁擠的國際機場需要在各
航廈之間傳遞旅行通知，需要可客製化的系統來處理特定的噪
音水準。除了教育學生，大學還需要保證校園的安全和安防，
這就需要一個系統能夠隨時對一系列室內和室外區域進行清晰
的監督。商業建築的形狀和規模各不相同，從需要靈活的多區
解決方案的大型購物中心，到完全由單分區放大系統提供服務
的小型商店，都需要根據遊客數量或時間來滿足不同的需求。
無論規模大小，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透過告知顧客優惠和 
促銷資訊，同時用高品質的背景音樂讓顧客感到愉悅，從而 
促進銷售。

革命性的 Bosch 公共廣播和語音警報產品組合提供的解決
方案可滿足客戶的各種需求和應用情境需要。相鄰資料表會
根據幾個關鍵的系統選擇標準來提供各系列概述。之後將提
供有關 PRAESENSA、PAVIRO 和 PLENA VAS 系統系列的
更多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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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和電源共享
在靈活性和成本之間經常要折衷。音訊路由的靈活性程度是由系統拓撲的選擇決定。

靈活性
(系統拓撲)

高
直接 (1:1)

中型
繼電切換 (2-n)

基本
繼電切換 (1-n)

電源共享 *是 *是 *是

應用規模
分區數量是單控制器或多控制器解決方案處理的應用情境規模的指標。

LSP 分區/控制器 500 496 120

控制器 (有源) 最多 20 個 4 個 (最多 984 個分區) 1

IP
IP 整合型 IP 連線提高了可擴充性、靈活性、安裝的便捷性和維護的成本效益。

IP 聯網系統連線 是 是 否

IP 上的所有系統元件 是 否 否

公告與/或音樂
應用要求可以從單一呼叫到多個分區的公告和音樂混用。

背景音樂程式 >100 最多 4 個 1

同步訊息 8 2 1

同步呼叫 >100 2 1

每分區數位訊號處理 (DSP)
內建數位音訊處理功能，可調節音量、提高音樂品質或改善每個分區的語音清晰度。

音量 *是 否 否

延遲 *是 否 否

EQ *是 否 否

自動音量控制 *是 否 否

PRAESENSA PAVIRO PLENA VAS
功率

擴大機
基礎

擴大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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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ESENSA
◾ 系統的所有元件均採用 IP 網路，具有最高的靈

活性和可擴充性

◾ 創新的擴大機架構智慧化分配功率，提高效率，
降低擁有成本

◾ 無單點故障和內建備援是系統理念的核心

◾ 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提供了直覺易用的介面，
並提供進度和狀態的回饋

◾ 綜合系統適應不斷變化的需求

當您新增或定義新的使用區域時， 
這個先進且極具成本效益的 IP  
型系統會毫不費力地更新變化。 
PRAESENSA 採用整合備援的智慧
電源概念，非常適合集中式和分散式
拓撲結構。使用者介面不可思議地
容易使用、直覺且容易存取。系統
採用數位音訊，有助於提高效能，
加快安裝速度，並使裝置定位更容
易。PRAESENSA 的關鍵硬體裝置由
客製化的軟體解決方案控制，從而形
成功能豐富且未來導向的系統，並有
可隨著時間增加更多的功能。

適用於需要完全靈活性和可擴充性的中大型 
(多網站) 應用領域的理想之選

桌面式呼叫站
內建雙埠千兆乙太網路交換器和圖形化使
用者介面，提供清晰的使用者指導和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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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靈活性和可擴充性
整個系統的所有裝置都是 IP 連線，便於與其他系統的互連。
PRAESENSA 裝置透過 OMNEO 媒體網路技術進行管理，
與其他各種公共廣播和語音警報系統相比，能夠實現更好的
音訊品質，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和可擴充性。這有幾乎無限的
可能性。

有效的電力運用
該系統由創新的多頻道放大架構組成，具有跨放大輸出的智
慧功率分配和一個整合的備用頻道。這大幅提高了可用功率
的有效利用率，無論每個區域的揚聲器負載如何。
因此，所需的放大數量更少，節省了高達 50% 的空間、
能源和備用電池電源，從而使擁有成本更具競爭力。

確保可靠性與安全性
PRAESENSA 從安裝時就確保了可靠性，整個公共廣播和
語音警報系統中都有備援功能。這包括所有裝置和網路連
線、關鍵訊號路徑和功能，這些都可以被持續監控。系統
還支援功能和備份設施的智慧整合，加密 (AES128) 和
認證 (TLS) 可提供完整的保護，防止竊聽和駭客攻擊。

最佳化的使用者體驗
呼叫站直覺易用的介面透過觸控螢幕和選擇按鈕有效結
合，提供了最佳化的使用者體驗。清晰的進度指導和狀態
回饋確保了操作員的舒適性和易用性。

控制器
透過內建的五埠千兆乙太網路交換器全
面控制 PRAESENSA 裝置和音訊路由

環境雜訊感測器
可以用來監測 (不斷變化的) 
環境雜訊電平，以便自動調
整廣播或背景音樂電平 
(AVC - 自動音量控制)

八頻道擴大機
600 瓦擴大機，
八個輸出頻道的
功率分區彈性，
內建雙埠千兆乙
太網路交換器，
內建備援功能

四頻道擴大機
600 瓦擴大機，
四個輸出頻道的
功率分區彈性，
內建雙埠千兆乙
太網路交換器，
內建備援功能

多功能電源供應器
全監控直流電源，整合式故障
保護備援，內建六埠千兆乙太
網路交換器

適用於 PC /平板 PC 的進階公共廣播授權 (APAL)
允許使用平板 PC 遠端調節特定區域或整個裝置的音樂音量

連接到 IP 且功能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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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頻道擴大機
2 個 500 W D 類功率擴大機 
(70/100 V輸出)

PAVIRO
◾ 系統可以在安裝過程中的各種階段接受結構變化，

並提供多種廣播/音樂組合

◾ 在該類系統中耗電量最低

◾ 快速、簡單、完整的設置，有「基本」和「專家」
兩種配置

◾ 呼叫站的區域監控

從單一系統到 IP 網路解決方
案，PAVIRO 允許分散的應用設置和更
多的系統範圍的音訊頻道。得益於其
強大的功能範圍，PAVIRO 不僅能滿足
相當廣泛的應用需求，而且在電源效
率、安裝簡易性和配置便利性方面也
具有出色的效能。智慧呼叫站的設計
有助於提高疏散程序的效率。多虧其
優質的 24 位數位處理器、出色數位轉
類比轉換器和出色的信噪比，PAVIRO 
可提供真正的專業音質。

適用於需要靈活性和專業音質的中小型 
(多網站) 應用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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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 DSP 的控制器，適合單一與網
路應用情境
四個同步音訊頻道的控制和佈線傳送

24 分區且具備四頻道的佈線器
PAVIRO 系統的分區擴充。一部佈線器
最多可處理 4,000W 的揚聲器負載。
一個分區的最大負載為 500W

呼叫站和呼叫站分機
軟觸控選擇按鈕和 35 個自由程式設
計功能鍵 (15 個在呼叫站，20 個在
呼叫站分機)

系統靈活性
PAVIRO 可以毫無問題地處理系統設計的最後時刻變更。這
是因為智慧輸入切換、動態頻道分配和功率負載共用使系統
非常靈活，允許在專案的各種階段進行設計變更，而不會有
各種風險。

您自己的廣播/音樂組合
PAVIRO 提供高度靈活的廣播/音樂分配組合，多虧其四頻道
矩陣結構。例如，您可以將古典音樂發送到六個分區中的一
個分區，而將流行音樂發送到另一個分區。您也可以在不影
響音樂的情況下，將一或多個單獨的廣播發送到各種區域。 

耗電量和成本效益
高效益 D 類擴大機和智慧電源管理硬體和軟體的使用大
幅降低耗電量。由於結合了動態來源佈線和智慧功放輸入
切換，該系統使用的耗電量也比其他系統少。由於使用的
擴大機數量減少，需要定期更換的電池數量也減少，從而
進一步降低了營運成本。

從一開始就具有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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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NA VAS
◾ 精簡系統，可擴充為中型系統

◾ 該系統採用獨立和隨插即用的概念，適合更基礎的
應用情境

◾ 透過 DIP 開關、筆記型 PC 或 PC 進行智慧化配置

PLENA 公共廣播與語音警報系統設計
為易於使用的廣播與緊急音效解決方
案。該系統採用獨立和隨插即用的概
念，非常適合門禁應用情境。該系統
還可包括一個特別設計的消防面板。

大多數中小型基本應用領域的理想選擇

呼叫站和呼叫站鍵盤
這款六分區呼叫站的可程式設計按鍵和
七分區鍵盤具有內建限幅器，可防止資訊
失真

動圈式緊急麥克風
堅固的結構、出色的語音重現，適用於近距
離通話的應用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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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擴充性
PLENA VAS 控制器最多可以處理 6 個分區，內建訊息管理
器、緊急麥克風和內建 240W 功率擴大機。只有一個控制
器，系統可透過六分區路由器擴充到 120 個分區。此外， 
8 個呼叫站與 32 個帶有可程式設計按鍵的呼叫站鍵盤可以
互連，以實現資訊路由。易於現場安裝，可使用標準 RJ45 
接頭和 CAT-5 佈線來互連。可新增額外的 PLENA 擴大機以
建立雙頻道系統或提供額外的功率。

智慧化配置
作為多功能解決方案，該系統很容易為特定的應用設置，
使用 DIP 開關設定基本功能，並使用 PC 或筆記型 PC 
進行更高級的系統配置。內建的資訊管理器可處理多達 
180 條語音訊息。訊息可以合併，以更靈活地使用預先錄
製的廣播及疏散訊息。

遠端消防面板
允許從建築物的兩個不同位置進行
靈活的系統操作

功率擴大機
系統擴充擴大機

路由器
將系統擴充到六個分區

具備或不具備內建擴大機的控制器
PLENA VAS 的核心，可全面監控多

達 120 個區域和 8 個呼叫站

通往安全的快速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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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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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ch Security and Safety Systems

如需更多資訊，請前往 boschsecurity.com。

如需規格和設計工具，請前往 
boschsecurity.com/consultants/p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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