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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格（Ecler）

创立于1965年/有56年历史的著名品牌。

1965-1969 1970-2005

2006-2018 2018 – 至今

诞生 发展

进化 创造

品牌定位

来自西班牙的专业音频制造商，为商业音频市场设计创新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艺格（Ecler）的承诺

品牌定位

• Reliability可靠性
Ecler的保修退货率仅为0.7％。 专业音频市场中最低的之一

• 所有产品100%需要通过三级QC测试：
PCB 测试
音频测试(音乐测试)
24小时工作测试（加速老化测试）

• Additionally另外:
3% 产品随机振动测试

• Quality品质
Ecler是一家很早就通过ISO 9001：2015认证的公司

Ecler全线产品享有三年质保。



美国顶级AV系统集成商官网
https://www.almoproav.com/ecler

品牌定位



Youtube上关于2020年ISE（阿姆斯特丹）的Ecler展台介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p2YYPyWjv4

品牌定位



（Ecler）可提供一站式产品线

ONE STOP SUPPLIER一站式解决方案:
• 艺格Ecler是能够提供完整专业音频解决方案的少数品牌之一：声源/处理器/功放/扬声器/控制界面

特色应用



酒店方向——酒店房间、酒店餐厅、酒店大堂、酒
店娱乐设施

酒店餐厅

酒店房间

酒店大堂

酒店娱乐设施

1.多分区扩声及分区控制
2.多个音源输入选择及切换
3.统一集中控制管理平台以及各
房间分控应用
4.网络音频传输功能，网线/光
纤传输

酒店应用



交换机

多通道音源播放器
核心传输设备

DN44BOB

核心处理设备

吸顶音箱

餐厅背景音乐

房间背景音乐

酒店背景音乐系统

酒店大堂

全DANTE系统互通设定，满足各区域音源切换，音量
控制

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

吸顶音箱

吸顶音箱

案例分享



酒店会议系统

核心处理设备

核心传输设备

功放

音柱

话筒

功放 6寸点声源

主会议室与多个小型会议室形成互联互通，分割合并

案例分享



常用设备

双通道音频播放器

DANTE数字音频处理器

DANTE传输接发盒

多类型控制面板可选

多通道定阻/定压
功放选择

多尺寸隐藏式吸顶

酒店应用

WiSpeak无线音
箱解决方案



酒店应用

产品特点之外观

242mm

242mm

210mm

210mm

89mm

1000mm

特点：
独特外观，精致小巧，
与传统扬声器比，美观
度与精致度更上档次。
丝毫不劣的音质，会议
室的极佳选择。

传统会议类壁挂扬声器

AUDEO106

eAMBIT106

LABI C100i

VS



酒店应用

产品特点之外观

数字控制面板

86mm*86mm

模拟控制面板

特点：

外观精致小巧，单86盒大小设计，侧
边采用金属设计，可墙面安装/桌面嵌
入，磁吸式分体结构。
一键操控，安装简便。

VS



酒店应用

专业设计师设计

Ecler是全球第一家与意大利著名设计公司IDG的

工业设计师GIUGIARO合作的专业音响公司。



特色应用——本地会议

ECLER-MIMO系列处理器

MIMO4040CDN/88/88SG/1212SG

特点：
可提供自定义控制界面形式——UCP服务。
可自定义预设调用、音量控制、音源选择切换。
利用UCP服务可形成ECLER的生态圈应用。

支持中文



酒店应用

ECLER的处理器采用图形化固定架构
设计，技术支持的简单培训即可上
手操作。
如需要自定义控制界面设计，也可
根据客户需求设置合理的操控方式。



酒店应用

ECLER的全系列音箱可提供EASE文件，
满足建模师进行声场分析。



酒店应用

ECLER CONTROL（控制）

ECLER可提供多种控制应用，在满足
ecler自己的UCP生态圈时，也可和第三
方中控如快思聪、AMX、EXTRON、
KRAMER等进口品牌，以及其他国产中
控品牌联动使用。



ECLER 品牌控标

酒店应用

ECLER全系列产品可提供CE认证
ECLER的处理器可提供多种不同类型认证
如：ATM、CB、EMC、FCC认证等
ECLER全系列产品可提供环保认证



ECLER 产品控标

酒店应用

1.部分吸顶采用同轴两分频设计，
2.功放采用静音无风扇消噪设计，
AUTOSTANDBY自动待机功能
3.部分产品满足能源之星认证
4. 部分处理器满足级联和GPIO控制
5.处理器提供自定义控制界面编辑功能
……



ECLER 产品控标

酒店应用

1.提供音箱极坐标图
2.提供音箱EASE分析文件
3.部分型号防水/防火/防潮/耐高温



eIC52

特点：两分频吸顶音箱
性价比极高的吸顶音箱
定阻定压可调
可提供EASE文件

特点：两分频吸顶音箱
eIC52MS支持IP54防护等级，
有效防潮，并在高温下耐用，
高温测试可达：70±2˚C
低温测试可达：-25±2˚C
在相对极端环境下可保持优质的性能

eIC52MS eIC51FM

特点：两分频吸顶音箱
eIC51-FM采用独特安装方式，
通过弹簧式卡扣，单手即可安装
防护等级IP50，可有效防尘。
小巧且性价比极高

特色产品



特色产品：IC系列

IC6 IC8特点：两分频吸顶音箱
采用轻薄设计方式，无底盒，小巧精美。
6寸音箱高度仅为73MM
利用无线反射板理念和高性能高频传感器设计，
声音清晰美妙
定压定阻可一键切换
定压模式下，多种功率可选
三个安装定位点，一键安装

特色产品



特色产品：IC CLASS系列

IC6CLASS-TR IC6CLASS-54

特点：两分频同轴吸顶音箱
IC6CLASS-54通过（ EN54-24消
防认证）防火后盖设计，内部采
用防火线材设计，陶瓷接线口，
极高的安全保障，
定压定阻可在前面板一键切换
定压模式下，多种功率可选

特色产品



特色产品：VIC系列

VIC6/VIC8 VIC6X/VIC8X

特点：两分频吸顶音箱
定压定阻可一键切换
定压模式下，多种功率可选
磁吸式网罩设计，便于安装
可选有无后盖不同版本。（X为有后盖版本）
四点定位吸顶卡扣式安装，稳定性极高。

特色产品



Hospitality
酒店

国内应用案例



平湖铂尔曼酒店

IC8、MIMO4040DN、DN44BOB、DAM614、
eGPA系列功放、MIMO88、eAMBIT106、

国内应用案例

Applications 
国内大型应用案例



杭州奥克斯中心皇冠假日酒店

Applications 
国内大型应用案例

MIMO4040DN、DN44BOB、eGPA系列功放、
eHSA系列功放

国内应用案例



重庆悦来酒店会议厅

国内应用案例

Applications 
国内大型应用案例

ARQIS112、eLPA 2-950、
MIMO4040DN



昆明希尔顿欢朋酒店

国内应用案例

Applications 
国内大型应用案例

eIC52、IC6、VIC6X、eHSA系列
功放、eGPA系列功放、eCA120HZ



上海中心大厦J酒店
DAM614

国内应用案例

Applications 
国内大型应用案例



桂林新城酒店
MIMO88SG*2

Applications 
国内大型应用案例

国内应用案例



太仓科教新城铂尔曼酒店
IC6、IC8、WPaVOL-SR、DAM614、
MIMO4040DN、eHSA系列功放、
MIMO88SG、eGPA系列功放、
eMIMO1616

Applications 
国内大型应用案例

国内应用案例



国外应用案例

THE 13 Hotel (Macau)
Park Royal Beach Road Chinese 
restaurant (Singapore) LE FOUQUET’S Hotel (Paris) 

Hospitality - 酒店



国外应用案例

Chateau Hotel Mont-Royal (Chantilly – France)

Hospitality - 酒店

SHERATON Hotel (Istanbul)



NH CONGRESS CENTRE (Milano, Italy)

国外应用案例

Hospitality - 酒店



OASIA Hotel Novena (Singapore)

国外应用案例

Hospitality - 酒店



国外应用案例

Hospitality - 酒店

PARK INN Hotel by 
RADISSON (Istanbul) RAFFLES Hotel (Istanbul) Hotel ARLAMOW (Poland)



GRAND PARK ORCHARD Hotel (Singapore)

国外应用案例

Hospitality - 酒店



Hotel ARLAMOW (Poland)

国外应用案例

Hospitality - 酒店

GENERATOR Hotel (Barcelona)



项目 & 服务客户   Worldwide全球范围

国内外应用案例



项目 & 服务客户   Worldwide全球范围

国内外应用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