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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PRO 发展历程

推出『ACT』自动频锁
功能，单键-按使发射器
与接收的工作频率自动同
步锁定。推出ACT-7系
列多频道无线麦克风系统
，首创电脑遥控64频道
同时使用。

MA-808手提式无线扩音
机及ST-24萨克斯风专用
数字无线发射模块，双
双获得红点产品设计大
奖 的 评 审 肯 定 ， 荣 获 
2017德国红点设计奖 
MA-708豪华型无线扩音
机是无线扩音机MIPRO
的 荣 耀 之 作 ， 荣 获 『 
2017台湾精品奖』

厂办大楼在次扩建，总面
积扩增为13,000平方米，
竣工启用时并邀请世界各
国总代理参加十周年庆祝
酒会。
台湾自创UHF纯数位式无
线麦克风系统ACT-8系
列新机种上市。
签订金曲歌后『孙淑媚』
为MIPRO代言人。

并购日本历史悠久的电容
式麦克风音头制造公司『
RET电子株式会社』，完
成电容式麦克风音头新技
术及新设备之生产线。
荣获台湾经济部外销绩优
中小企业第16届『小巨人
奖』，接受行政院长颁奖
。
荣获环保署102年『节能
减碳行动标章』特优奖。
MA-505手提无线扩音机
新机种上市。

张仁正董事长缔造卓越的
经营绩效，6月当选『第
十一届嘉云地区杰出经理
人』，10月在顺利获选为
第30届『杰出经理人』，
同年，荣获『发明创作奖
』之『贡献奖』，接受副
总统颁奖。
自创UHF新宽带纯数位式
无 线 麦 克 风 系 统
ACT-828/818新机种上
市。UHF新宽带72MHz
无线麦克风系统ACT-7系
列新机种上市。
AT-100圆极化宽带双功
天线上市。

MIPRO的优质产品均通过美国FCC
、欧洲CE及国内NCC等各国电波法
规及欧洲CE及国内NCC等各国电波
法规及欧洲CB、加拿大IC、美加
CSA、日本PSE、大陆3C等各国安
规的认证，销售网络遍及全球五大
洲80余国，并在德国、奥地利、匈
牙利、中国大陆，韩国，中国香港
设立MIPRO行销分公司，扩大行销
服务。

2018
TA-80 | ACT-818,荣获
德国IF设计大奖，德国
IF国际设计论坛每年评
选iF设计奖，它以“独
立、严谨、可靠”的评
奖理念闻名于世，旨在
提升大众对于设计的认
知，其最具分量的金奖
素有“产品设计界的奥
斯卡奖”之称。

2022
推出全新的第二代专业
无线扩音机，MA-929
、MA-828、MA-727。
还有传统经典的肩挂式
无线喊话器，也相继进
行了更新换代。



MIPRO于1995年，领先业界开发各系列手提无线PA机种，一体成型的音箱，具有伸缩拖拉把柄及滑轮，坚固的结构，
齐全的功能，清晰强劲的音效及稳定的质量，畅销世界各国。

MA-929 MA-828 MA-727 主要規格
型号

品名

总输出功率

后背板

无线接收模块

播音模块

蓝牙模块

输入插座

输出插座

音量控制

静音控制

音效控制

特殊功能

警报声

指示灯

接收模块

发射器

天线

有线麦克风

选配CD座

电源供应

充电电池

待机时间

电池容量

尺寸

重量

认证及专利

备注

MA-929 MA-828 MA-727

手提无线扩音机的喇叭系统，应用MTM及数组式双音路喇叭系统的原理，重现原音的音质、大幅提升音场的范围及音压。扩音机
的音箱，喇叭单元以垂直哑铃式布局一体成形，能在广阔的聆听位置上展现均衡自然的音效。

MA-II的音箱内置独家设计的功放模块，驱动喇叭系统输出圆润融合的全音域广大的『点音源』音场及清晰强劲的音量。音箱正面
覆盖接近美学上优美的黄金段比例MTM字体的全罩式喇叭网，脱离业界仿冒品落伍的老旧造型设计。

大、中、小三台机种具有相同的造型、不同尺寸的音箱及喇叭系统，各输出不同的音量，提供使用者能选择符合不同场合应用的
需求。共享完全相同的多功能控制面板，提供使用者对不同的机种都能以相同的模式熟悉的操作。

控制面板装配各种抽取式接收模块、MP3录放音座、USB、SD卡插座、CD播放模块、外部音源输入（Linein）及有线麦克风输入
等，独立音量控制混合信号输出。具有外接重低音信号输出插座（Subout），警报音按钮（Alarm）、语音优先切换（VOP）、
电源总开关及电量指示排灯，便于监视电池的充电容量。装配精密设计的抽取式蓝牙模块，可以长距离稳定的接收手机或平版电
脑的蓝牙音乐播放。可用两台相同或不同的MA-II机种，播放TWS立体音效的音乐并扩大总音量。

可加装无线中继发射模块，扩充更多主动式音箱同步扩音。静音键取代传统的总音量控制功能，让使用者容易操作及正确控制各
种输入信号。

自家设计的DSP数位音效控制钮取代传统复杂的音质控制器，可快速选择预设的各种语音或音乐频响特性，获得高传真广播音效
，并可调整输出外接喇叭的传输时间延迟选项（DELAY），不但简化面板设计而且容易操作。

共享隐藏装配在音箱上端的拉杆手把，可垂直伸缩水平收藏的专利设计，搭配音箱底端的滑轮，方便拖拉行动。音箱底部具有三
脚架固定座，可将主机单独装置在三脚架上使用或以专用单管架，固定在重低音喇叭音箱上组合成MTM数组式柱型喇叭系统，提
供大型集会音响广播，获得全音域优质音效。

可外接DC电源供应器，供应扩音机的电源，内置收纳箱，可收藏配件。内置专用充电电池座，可自行快速装填8只市售锂离子电
池，提供全功能动作。

标配贴心设计的防雨淋保护套。

台湾厂内设计及计算机化管理的生产线装配，保证产品的最佳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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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豪华型无线扩音机

170 W rms，最大240～580 W

一组双槽模块插槽、音源控制面板
模块及功放模块

两组双槽模块插槽、音源控制面板
模块及功放模块

两组UHF无线接收模块

DPM-3P录放音模块及SD / USB输入插座

具防呆功能的抽拔式蓝牙模块

Combo XLR平衡式MIC IN插座×2，3.5 Ø Stereo及6.3 Ø LINE IN插座各1。

6.3 Ø LINE OUT插座及SUB OUT插座各1。

各种输入讯号具有音量控制器，各别控制音量大小再混合输出。

具有静音控制钮，取代传统主音量控制器，可分别控制背景音乐静音及全部输入音源静音。

DSP数位音效控制钮

VOP广播优先控制切换开关。

警报音按钮，长按即淡入警报声。

电源开关及电池电量显示排灯

搭配接收模块的手握式无线麦克风及佩戴式发射器

内建主动式高效率的双天线，长距离稳定的接收讯号质量。

可选购MM-590

内建电池座及外接AC电源供应器

26650锂离子电池×8

6小时9小时

4段LED灯，显示电池电量及充电状况。

311 × 452 × 303 mm（W×H×D）358 × 551 × 349 mm（W×H×D）357 × 670 × 384 mm（W×H×D）

约20.3 kg（含电池） 约13.8 kg（含电池）

具有多项新型专利，通过国内外电波法规及安规认证。

各项规格若有误差，以实际产品为依据

约9.4 kg（含电池）

32650/32700锂离子电池×8

选购CDM-2抽换式模块 无

装配接收或中继发射模块最多8组 装配接收或中继发射模块最多4组 装配接收或中继发射模块最多2组

四组双槽模块插槽、音源控制面板
模块及功放模块

290 W rms，最大410～700 W

新旗舰型无线扩音机专业旗舰型无线扩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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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808 旗舰型无线扩音机

MA-708 豪华型无线扩音机

MA-505 精华型无线扩音机

W·H·D： 336 × 545 × 336 mm

无线话筒

接收模块 中继发射器

W·H·D： 360 × 560 × 350 mm

W·H·D： 275 × 406 × 225 mm

台湾精品奖
2017

台湾精品奖
2017

MTM-91 MTM-92 MT-92MRM-70B MRM-24MRM-72B

ACT-32Hr

ACT-32Hr

ACT-52T+MU53HN ACT-52T+MU53L ACT-32T+MU53HN ACT-32T+MU53L

乐器专用麦克风

ACT-24EH ACT-24VL MT-24GE MT-24SA ET-32ACT-68T/MU40G

播放器

CDM-2 DPM-3 DPM-3P

VT-22

专利字号: 中国
ZL200530143378.9

PORTABLE WIRELESS 
PA SYSTEM

ACT-32H MM-308+BC-100T

ST-32



MA808内建高效率的D类及AB类放大器、主动式电子分音器、驱动高灵敏度的低音喇叭及超高效率的中高音号角式喇叭系统。
MA708和MA505都内建高效率的D类放大器驱动双音路高效率喇叭系统。输出全音域清晰强劲且不失真的音量。
内建隐藏高效率的主动式双天线分集接收系统，避免折断故障，提升接收距离及稳定的讯号质量。
MA808和MA708数字式主音量控制，可以手动及使用无线麦克风远程遥控。主音量大小可选择记忆模式及一般模式，在记忆模
式下可记忆关机前的音量，在一般模式下开机后音量归零。
MA808和MA708一体成型的伸缩拖拉把柄及滑轮，可以拉着它走到那里使用到那里！
MA505内建高效率的警报声，当按下警报钮后，立即淡入（Fade-in）强劲的警报声。
内建授权合法使用MP3及蓝牙的功能，可用手机或平板计算机配对播放音乐。
可同时使用有线、无线麦克风、CD及MP3数字录音机等混合扩音及录音，音量个别控制。可切换VOP广播优先功能，麦克风扩音时
音乐自动淡出静音，可切换麦克风具有ECHO回音的功能。
可选配额外的MP3、CD播放模块，播放背景音乐。MP3播放器可直接删除现场录制或下载的歌曲。具有语言学习功能“A->B”键，
可以选择从A点至B点之间记忆及回放。
内建交换式AC电源供应器及电源线收纳盒，提供扩音机及电池快速充电电源。内建高容量充电式电池，4段电池容量LED灯，精确显
示主机电池电量及充电状况。
可以手提及装置在三脚架上使用，MA808和MA708都具有隐藏式麦克风收纳盒。
独特工艺造型，扩充配件模块化：可自由装配最多不超过四组无线麦克风系统，一个播放录音器，一个无线中继发射器
MTM-92扩充传输范围，适合大空间播音及多元化机动性的应用。
采用高级电容音头，独特造型的音头金属内外网罩，具耐摔、防滚及防噗杂音，让声音更清晰透彻。
具有先进的Auto Scan可自动搜寻快速设定不受干扰的工作频道，并以ACT功能，快速、精确的自动锁定发射与接收工作频道。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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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解放军建90周年阅兵，三千多米马路的无线扩音系统

型 号 MA-808 MA-708 MA-505

放大器

喇叭系统
收纳盒

输入插座

输出插座
接收模块

播音模组

麦克风

发射模组

外接喇叭
音量控制
特殊功能

警报声

电源供应

待机时间

电池容量显示

机箱颜色

无线麦克风接收机(选购）

接收模块

模组数

频段

预设频率
搭配发射器

搭配乐器话筒

中继发射模块

装设方式

天线

最大输出267~456W

1寸高音，10寸低音

平衡式、不平衡式麦克风插座及 RCA Line in 插座。

可收纳手握及佩戴式发射器 可收纳电源线

平衡与不平衡式麦克风插座及 
3.5 Ø Line in 插座。

DPM-3P录放音座USB放音座及蓝牙。

中继发射模块MTM系列

专用输出插座 6.3 Ø mm插座
各种输入音量独立控制

VOP广播优先，麦克风回音。

无

内建两只铅酸电池，外接DC插座，可使用外加AC电源供应器。

4段LED灯显示电池电量及充电状况

充放电时间 8小时 4小时

内建锂电池，外接DC插座可使用
外加AC电源供应器。

6小时以上

MRM-70B、MRM-72B

黑色

360×558×350 mm 336×545×336mm 275×406×225 mm

7小时以上 8小时以上

具淡入功能的高效率警报声

DPM-3P 录放音座 或 CDM-2, USB 
放音座及蓝牙。

可选购MM-590

RCA 不平衡式 3.5 Ø
可加装2组接收模块

1寸高音，8寸纸盆式中低音的双音路系统 1寸高音，8寸纸盆式中低音的双音路系统

最大输出190~325 W

频响50 Hz ~ 18 kHz

最大输出145 ~248W 

选配：MRM-24、MRM-58

选购0 ~ 4组

UHF 480 ~ 934 MHz，选配模块请查阅该产品规格
可切换16个互不干扰频率，选配模块请查阅该产品规格

搭配ACT-32HR / ACT-52T/BC-100T 搭配ACT-32HR / ACT-32T/BC-100T

ACT-24VL/ACT-24EH/MT-24GE/MT-24SA VT-22/ST-32/ET-32 ACT-52T/MU-40G( 选 配 ）
MTM-92 MTM-91

可抽换模块式
内置主动式双天线

备注

尺寸

重量

各项规格若有误差，以实际产品为依据载波频率范围、最大偏移度等以各国电波法规为依据

搭配ACT-32H / ACT-32T/BC-100T

主要特点：

ACT-32H MM-308+BC-100T

MA-808 MT-90A AT-90W

+ +

MA-808

ACT-52T+MU53HN

共使用                            台45

MA-808 用于无电环境进行扩声

观众席（200~350）人

25米

10米 10米
15米

舞台

ACT-32H*2 ACT-52T（头戴） MTM-92MA-808

约16.3 kg 约13.7 kg 约8.0 kg

携带与架设 可手提及以伸缩提把及滑轮拖 可用手提及架设在三脚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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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A-300和ＭA-200内建高效率的D类放大器驱动双音路高效率喇叭系统。MA-100SB II 和MA-100DB II 内建高效率的D类放大器驱动
单音路高效率喇叭系统。输出全音域清晰强劲且不失真的音量。
内建隐藏高效率的主动式双天线分集接收系统，避免折断故障，提升接收距离及稳定的讯号质量。
共享音源输入控制模块，标配抽取式蓝牙模块、MP3播音座及UHF或ISM频段接收模块，接收稳定距离远，内建淡入功能的
强劲警报音及ECHO功能。
抽取式锂电池座，可自行装填电池方便更换备用电池。
利用两台MA-II的抽取式蓝牙模块，可以稳定的接收手机或平板计算机的蓝牙音乐，播放TWS无线立体音效的音乐并扩大总音量。
可以手提及装置在三脚架上使用。
采用高级电容音头，独特造型的音头金属内外网罩，具耐摔、防滚及防噗杂音，让声音更清晰透彻。
具有先进的Auto Scan可自动搜寻快速设定不受干扰的工作频道，并以ACT功能，快速、精确的自动锁定发射与接收工作频道。

1、

2、
3、

4、
5、
6、
7、

8、

PORTABLE WIRELESS 
PA SYSTEM

MA-300D 超迷你手提式无线扩音机

超迷你无线喊话器MA-100SB II

超迷你无线喊话器MA-100DB II

MA-200 无线喊话器

无线话筒

W·H·D： 209 × 278 × 165 mm

W·H·D： 204 × 163 × 276mm

W·H·D： 144 × 135 × 240 mm

ACT-32H
ACT-32Hr

MM-308+BC-100TACT-32T+MU53HN ACT-32T+MU53L



型 号 MA-300D MA-100SB IIMA-100DB IIMA-200

输出功率

频响

喇叭系统

接收模块

输入插座
输出插座

报警声

特殊功能

麦克风

音量控制

播音模块

电源供应
电池

待机时间

电池显示

尺寸

重量

认证及专利

备注

无线麦克风接收机

音乐放音座

內建USB座
录放音功能

内置接收机
预设频率

搭配发射器

天线

操作模式

频响50 Hz ~ 18 kHz

内建UHF / ISM 5 GHz 

可选购MM-590

10小时以上

4段LED灯显示电池电量
209 × 278 × 165 mm (W×H×D) 144 × 135 × 240 mm (W×H×D)204 × 163 × 276 mm (W×H×D)

约1.9kg（含电池）约2.7 kg（含电池） 约2.4kg（含电池）

具有多项新型专利，通过国内外电波法规及安规认证。

各项规格若有误差，以实际产品为依据

双频道

可切换16个互不干扰频率
选配ACT-32H / ACT-32T/BC-100T

内置隐藏式双天线

有

直接于箱体上操作，USB可遥控操作

单通道单通道 双通道

USB接口

装填MB-14 (18650锂离子电池4颗)

内建电池座可自行装填锂离子电池充电，具DC插座可外接AC电源供应器。

高效率的警报音，具淡入功能。

各种输入音量独立控制

3.5 Ø

麦克风回音效果

6.3 Ø麦克风及3.5 Ø Line in插座

内建MP3播音座及抽取式蓝牙模块

5寸全音域1寸+5寸高低音双音路1寸+5寸高低音双音路
D类功放，最大输出60～102 W。

ACT-32H MM-308+BC-100T ST-32

MA-100DB II

ACT-32T+MU53HN

一间1500平方米（30m*50m）的会议室的无线扩音系统

宣传-企业文化推广
双手持、领夹，进入每个科室、空间讲解，都无需调整，直接扩声讲解。

ACT-32H ACT-32T+MU53HN

科室1 科室2 科室3

MA-100DB II（独立空间） MA-100DB II（独立空间） MA-100DB II（独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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