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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cast. 这就是 SSL.

System T是Solid State Logic新一代广播音频制作系统的首款产品。超过30年以

来，SSL一直站在革新性广播调音台设计的最前沿，将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及用户

反馈融入System T的开发中。

System T集真正的技术革新和概念性的设计于一体，具有一系列无可比拟的优势：

System T是一个全网络的制作环境。您可以使用新的方法将多个控制接口、处理核

心以及I/O设备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之前无法实现的系统配置。

基于Dante AoIP的路由及I/O不但能够节省费用，而且具有真正的可扩展性、互操

作性并易于找寻设备。Dante AoIP网络集成了AES67传输标准。SSL是唯一的广播

音频制造商，可以在调音台和控制界面内提供Dante网络的全面路由控制。

出色的音质及非凡的性能。SSL纯净的SuperAnalogueTM基础，配合上64-bit浮点

的处理及混音，在单个采样中运行算法，以保证最大的音频动态余量。广播特定路

径处理由内置的综合FX机架增强。

System T的调音台控制面采用最新的多点触摸屏技术，可以在缩小整体尺寸的情况

下，大大扩展快速访问的控制范围。调音台的设置非常灵活，能够满足每位用户的

使用偏好。结构的灵活性既确保通道信号流能符合经验最丰富的用户的需要，也可

以匹配水平不一的用户的技巧和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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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组件
性能和控制的绝佳平衡

System T有三个主要组件：一是基于Dante AoIP的路由及I/O系统，它将SSL自身

可用于Dante的Network I/O音频接口与超过1000种第三方Dante产品结合在一

起；二是基于Tempest的机柜式处理器，它是现今最强大、最多样化的音频处理

引擎；三是控制接口技术，它将大型调音台与遥控硬件、软件及触摸屏技术融为

一体。

路由及I/O

System T采用Dante AoIP网络技术（完全兼容AES 67标准）代替了传统的TDM

路由，并创建了一个在操作上和商业上都有着多种益处的生态系统。Dante是一种

授权的IP音频网络技术。它将标准的IT基础设施用于音频传输、路由、设备发现及控

制。Dante具有很高的容量、令人惊叹的多样性以及完备的可伸缩性。1GB网络连接

可以承载512条音频通道@48kHz，或是256条通道@96kHz。以1GB连接时双向512

条音频通道计算，单个24端口GB转换器相当于12,288 x 12,288 TDM路由器的路由能

力。网络扩展不再受限于TDM路由系统扩展时所需的平方律增长；无需更换核心硬件

就可以增加转换器及容量。

Dante提供完全互操作性的系统设计；它旗下有超过350个获许可的开发合作伙伴加上

超过1000款商用设备，让您可以选择或集成不同厂家的产品。系统具有完整的AES67

音频传输能力。System T可以在调音台和控制界面内提供Dante网络的全面路由控

制。路由控制可以通过无数设备或网络终端实现。Dante采用即插即用的方法发现设

备，保证设备在网络中移动或重新连接时能保持设置完好无损。在IT中广泛应用并被

验证的全冗余网络拓朴能提供广播基础设施所需要的安全性。

SSL Network I/O接口将闻名遐迩的SSL音频性能带到Dante网络中。它们可以作为

单独的解决方案或与System T一起组成遍布整座设施的完整强大的系统。六种不同的

设备能够在任何需要的地方提供模拟的话筒/线路连接、MADI、AES和SDI加嵌和解

嵌。System T控制接口和SSL Dante控制软件可以跨过整个网络，远程遥控SSL话筒接

口箱。 处理器引擎

Tempest处理器引擎采用SSL专利的优化核心处理（OCP）软件，并在一个受控的操作环境中使用阵列式工业PC硬件。4RU大小的底盘中有两

个不同的引擎可供使用，包括T80（提供800条路径容量）以及T25（提供256条路径容量）。路径及处理可以实时进行动态分配而不会干扰音

频。每个引擎有3072个输入和3072个输出，System T可以处理所有大型制作。Tempest引擎可作为镜像冗余对使用。需要时，每个引擎可以

放在建筑物内的不同区域以避免火灾。它还有6张网络I/O HC桥接卡，每张提供512条输入和512条输出通道，可实现近乎即时的音频转换。

全网络控制接口

SSL有着接近40年设计经典调音台的历史。现今成为标准的很多硬件及软件控制界

面样式，最初都是在SSL调音台上首先出现的。System T承载了这一DNA并创造

了一系列专门针对广播的控制接口，将硬件面板与大型平板电脑式多点触控触摸

屏结合在一起，提供全网络环境。大型调音台可以与远程电脑、触摸屏终端以及

远程硬件面板相集成。单个处理器引擎最多可被三个控制接口同时共享。多引擎

可连接到单个调音台，VLAN和接口可在引擎之间移动。它有多种方法进行远程控

制，确保设计基础设施时能真正实现对整座设施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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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T具有强大的功能及出色的灵活性，包括3072个输入及3072个输出。T80引擎提供800条有源音频路径，而T25引

擎则提供256条。所有路径都被规划到一个资源池内，按照用户的需要进行动态分配。资源池限制内的所有调音台配置都

可以实现。任何时候无需重启都可以增加或重新配置通道或总线路径而不会中断音频。根据每种总线类型（提供最多16条

Master总线、32条Stem总线、32条Aux总线、48条Mix Minus总线及64条Track总线）的最大数量，T80引擎最多可组

合使用192条单声道混音总线，而T25引擎可使用128条。路径和总线可以自由配置为5.1声道以内的各种格式。路径配置

只需通道直观的拖放界面即可完成。

路径处理

专用的路径处理提供了均衡（T80 x 800, T25 x 256）、动态（T80 x 800, T25 x 256）以及延时（T80 x 400, T25 x 128）。

主要信号路径有八个处理模块，可以使用拖放界面按任意顺序进行配置。在它们之前是通道增益调节（以及通道上的输入

选择/状态显示）。主路径输出既可对声像或总线路由（通道及Stem）进行馈送，也可作为声源用在调音台主信号路由

（总线）中。两个动态处理块可以在每条路径中被激活以方便压缩器/限幅器的级联配置，又或是增加动态处理到通道的

Direct Out、mix minus或Track总线发送。通过调音台路由，插入发送可以访问System T效果机柜或其它外部硬件的信

号处理。

System T 效果机柜

System T效果机柜包含齐全的SSL著名的录音棚品质处理器，并带它们专用的DSP资源池。选择包括响度电平表、额外的

音调及动态塑形、混响、房间模拟、环境处理、减少对白噪声、信号发生及分析工具。效果可通过路径插入访问，或通过

调音台路径使用Aux及Track总线来实现需要同时出现的效果。所有设置都储存在System T的演出文件（Showfiles）和快

照自动化（snapshot automation）中。

先进的广播架构
当强大遇上灵活

Direct Out

Track Bus

Mix Minus

Aux

Stem

Master
dB EQ

带专用DSP的
效果机柜

T80引擎 
800 x EQ: 800 x 动态  

400 x 延时

 T25引擎 
256 x EQ: 256 x 动态

  128 x 延时

路径处理资源池

T80引擎 
800 

 T25引擎 
256 

路径资源池

T80 =192单声道总线  
T20=128单声道总线

输入

最多至
3072个

路径入 前置EQ 前置推子 路径输出

声源

声源

动态

动态

动态

路径

路径

路径

路径

输出

最多至
3072个

动态1 插入 滤波器 推子 延时 动态2



Broadcast. 这就是 SSL.

System T控制接口配置起来非常灵活而且适应性很强。其核心控制元素是一个推子面板、大型

多点触控触摸屏、一个通道面板以及一个主控面板。一台System T“调音台”可以由这些核心

元素，再加上可选的电平表桥以及一系列调音台外框选项所组成，包括一个智能切换的屏幕模

块，双推子模块，或额外的通道控制模块。

System T调音台含有“智能模块”（intelligent bay）功能。一台同时具有Channel View和

Overview触摸屏的调音台会按照通道选择进行自动切换。如果用户在智能模块内的推子面板

选择了一条通道，Channel View就会调出到相邻屏幕，而Overview就会移动到其它屏幕。

集成的KVM连接允许调音台的触摸屏最多连接及显示3台外部电脑。这样做对工作流的好处包

括可以将其它系统控制接口呈现到操作者面前，无需在调音台周围再放置其它电脑或监视器，

是转播车及紧凑型音频控制室的理想选择。

其他控制接口包括整张调音台、调音台模块、控制台面组件、Tempest 控制机柜，整个网络都

可远程加入在PC上运行的‘T-SOLSA’遥控软件以适应制作的需要。单个处理器核心最多可

被用于三个控制接口，而在同一个网络内则可使用多个处理器核心。

控制接口
全网络控制选项

核心组件 智能切换模块 智能切换模块 通道控制模块 核心组件 双推子模块可选电平表

可选
电平表桥

遥控推子

模块以及

遥控PC

可选电平表

通道控制模块

Tempest控制机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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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接口详情
先进直观的人体工程学

System T控制接口的每一种组件为传统广播制作工作流程和全新的音频环境操作方式提供了一种组合。SSL

在控制接口的人体工程学上有多年的丰富经验，因此设计的用户交互界面才可以将手势触摸屏技术、硬件控

制及智能设计工作流程结合在一起。它适应一系列工作风格，使来自各种背景的混音工程师可以立即受益于

其先进的功能。

通道面板

通道面板的设计能够满足众多不同的操作人员的偏

好，能对所有选择的路径进行即时的手动操作。它有

一个7寸触摸屏以及一排按钮和开关按键，能对单条

通道进行快速访问，实现功能的全面处理及配置。它

与主触摸屏、推子面板快捷旋钮（Fader Tile Quick 

Encoders）以及位于主控面板的聚焦（Focus）推子

并行工作。

该面板还包括对调音台的屏幕及显示的亮度控制、4个

带显示的用户可编程开关、电源开关，手动冗余备份

切换开关以及用于传输演出文件（Showfile）的USB

端口。

推子面板

推子面板提供对信号路径的手动控制。推子可以自由配

置来控制任意信号路径，并会用各种明亮的颜色显示

出来。每个面板有16个推子，面板的大小与主触摸屏

大小一致。每个面板有15个层，每层包含4个存储分组

（bank），通过专用的分层及存储分组（Layer & Bank）

按键能够对960条路径进行快速访问。每个推子条包含一

个100mm马达推子，电平表及一系列状态LED，涵盖动

态、去咝声模式、对白自动混音、远程AFV或制作自动控

制。它还有一个专用的PFL Solo键加上推子后拉激活PFL

功能（backstop fader PFL），以及Mute、AFL和Select键，其中Select键与触摸屏接口一起可对面板功能菜单进行

控制。它还配有OLED为数据提供多种视觉反馈。每个推子通道条都具有SSL的备受赞誉的“Super-Q”键，允许用户

将所选择的推子/通路的信号来源或目的地展开到整个控制台面上，从以单个输入通道或混合母线为中心的视角，提

供即时反馈和混合控制。询问通道将会显示它路由的目的地。询问混音总线则显示对该混音有贡献的通道。询问支干

编组（Stem Group）显示与它相邻的面板的目的地以及有贡献的通道。快捷控制（描述请见另页）则位于每个通道

条的顶部。

主控面板

主控面板的左边是Focus推子，用于选择路径并与通道面

板（Channel Tile）控制一起工作。右边是主控推子，可

以被定义或锁定至任意想要的路径。推子之间是调音台

强大的快照自动系统的控制以及10个静音群组（Mute 

Groups）的切换开关。面板的顶部是System T灵活的

监听系统控制，包括各种选项，而且它有两个完整的监

听块，支持两人同时操作调音台。另外还有额外四个工

作室监听块，可对多个工作室扬声器或制作场地提供控

制。右边五个切换编码旋扭和它们相关的显示可以被自

由定义。

快捷控制

快捷控制系统提供触摸屏及硬件控制的直观平衡。在推

子面板中，每个推子条的顶部都有一组由一个触敏式按

压编解码器和三个按键组成的控制。在标准模式下，它

们可以由用户定义为一系列电平控制或路由功能例如

Aux sends和输出增益——每组控制可以定义到一个独

立的推子条。当切换到“跟随详情”（follow detail）

模式时，根据当前所选的通道处理，这些控制可在触摸

屏内被定义为特定的参数——推子面板里的整行控制都

定义至所选通道。快捷控制的操作独立于通道面板，因

此允许同时编辑两种不同的处理组件。

多点触控显示屏

System T的多点触控触摸屏为调音台多样的功能提供直

观清晰的接口。精心考虑而且布局巧妙的GUI为整个调

音台环境提供详尽、流畅的控制。操作功能全部可以经

由推子面板的快捷旋钮以及通道面板通过手势触摸结合

硬件控制完成。触摸屏上的通道视图会智能跟随模块里

所选择的通道。

在调音台里，通道视图屏幕与相邻的推子面板一起担

当“首要的”操作界面。通过智能模块切换可以将任

意屏幕及面板模块变为当前首要，提供最大的操作灵活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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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接口详情
用您的方法工作

通道视图

通道视图（Channel View）提供清晰及逻辑性强的

总览及接口显示详细的通道信息。这一GUI和推子一起

排在推子模块里，能够触摸式访问所有路径功能。SSL 

Eyeconix显示确保能立即识别该条通道。双触单条通

道能够打开详细的GUI以定义路由、EQ、动态及声像

（Panning）。System T的一个独有功能是允许路径处理

途中或总线结构正在使用的过程中直接进行拖放操作。推

子面板里的快捷旋钮（Quick Encoder）与所选择的通道

视图功能一起工作。

调音台总览

在现场应用中将整张调音台的信号流一目了然的显示出

来是非常关键的。总览屏幕（Overview Screen）正好

可以在触摸屏上提供这一功能，让操作者马上能识别并

访问需要注意的通道或总线。无论何时，要将做任意通

道或总线选择到Focus推子及通道模块只需要按一下。

加上每个输入和输出都有电平表及过载红色指示灯，识

别起来非常简单，按一下按键就可以操控全套路径控

制。颜色标识方便快速识别输入通道、混音总线、辅助

发送、mix minus、主输出以及VCA编组。

集成KVM切换

不但您在调音台不同部位工作时调音台通道视图及总览

屏幕能够智能调换位置，当您使用其它外部设备时同样

可以。内置的KVM提供三个外部视频输入，其中两个包

含USB连接。无论是总的广播控制和监测系统、或是数

字音频工作站及播放系统、又或是内通软件、甚至是一

台办公电脑，整个设施内任意系统的任意软件都可以被

浏览及控制，无需从调音台中移走。

远程控制软件

T-SOLSA（System-T在线/离线安装应用程序）是一个非

常好用的工具。它离线时可用作制作准备，在线时可作为

远程控制使用，可直接或通过合适的wi-fi连接。该应用

会镜像调音台所有的功能而不会进行音频处理：可以进行

配置、定义或命名输入路由、分配总线、插入效果、VCA

和静音辅助编组设定、分配Eyeconix图像。在制作过

程中，T-SOLSA能够让第二双手管理补充的任务。T-

SOLSA还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培训工具让用户在方便时进

行离线学习。

多点触控显示屏现在无处不在无时不见，能快速地对大量参数进行控制，而且非常直观，只占用很小

的空间。系统的每一个部分都使用逻辑清晰直观的GUI进行了铺排。使用拖放界面可以快捷简单地进行

调音台布局管理。GUI布局撤消能通过直观的屏幕控制给所选的详细视图更多的视觉空间。EQ、动态

和处理器界面使用对平板电脑用户来说再熟悉不过的拖放操作，实现快速、简单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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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est控制机柜（TCR）为那些需要强大的广播混音功能，而又不需要用到传统调

音台的广播环境提供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

Tempest控制机柜包含一个3U PC外箱，带有一个可伸缩的15.6”触摸屏。TCR运行

完整的System T控制软件，因此可以作为System T安装的一个单独控制接口使用。

它定制的屏幕安装解决方案非常灵活，有几种角度可选，方便整个系统安装在一个传

统的19寸机柜中或集成到工作室家具中。它有数量庞大的连接，包括双PSU、初级及

二级OCP和Dante网络连接、工作室集成（用于制作及自动系统）及SSL网络连接，方

便从网络里的任意一台PC与其它System T控制接口或T-SOLSA控制相连。它有HDMI

和DVI-D视频输出，加上前后面板都有USB连接，可使用键盘、鼠标及USB储存设备。

和T25（或T80）引擎一起使用时，Tempest控制机柜能创建一台可单独使用的机柜式

System T调音台。这一组合是自动化播出演播室的理想之选。它也可以与SSL舞台接

口箱一起创建一个方便运输的机柜用于远程制作。另有可自由摆放或家具安装的触摸

屏可选。

Tempest 控制机柜
3U机柜大小的PC控制接口，带可伸缩的触摸屏

制作自动化
集成了制作与新闻播出的自动化系统

System T也可以与Grass Valley Ignite、Ross Overdrive、Sony ELC和Mosart Medialab系统集成。SSL播出自动化

（Broadcast Automation）接口通过远程控制调音台提供制作自动化系统。这个调音台跟随从自动化系统(或视频切

换台)发出的命令，从而控制制作的音频混音。自动化系统与调音台的物理控制并行工作，如果音频操作人员在自动化

控制下调节了通道电平，音频就会改变电平。电平已被改变这一事实也会在自动化系统中用旗帜标记出来。自动化系

统只允许快照（推子电平、开/关等）而不允许动态变化，这意味着调音台可以为一个特定的节目预先配置，设定话

筒增益、EQ、主控总线设定等。

这些都可以通过创建项目与特定的自动化制作一起工作来进行简化。自动化可应用在单条通道又或是所有特定制作自

动化系统支持的通道，数量不限。但通常情况下，只有少数的通道受控。受控的通道推子可从界面中的操作者视图中

隐去，方便调音台能同时被操作者及自动化系统使用而不会混淆。自动化可以整体打开/关闭。

关键特性

•  支持Grass Valley Ignite、Ross Overdrive、Sony ELC和Mosart Medialab

•  自动化可应用在数量灵活的调音台路径，包括通道、支干、master以及aux

•  受控的通道推子可以从操作者视图中隐去

•  自动化可以从调音台界面中整体打开/关闭

Production Technology 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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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I/O: SB 8.8

Network I/O: SB i16

MADI 桥接单元
MADI至Dante的接口，提供可靠监听

SDI 桥接单元
SDI加嵌器/解嵌器桥接至Dante IP音频网络及MADI

SSL SDI桥接器提供嵌入式SDI音频及Dante网络音频之间的双向桥接。它有八个SDI电路，每一种都能够加嵌及解嵌，设备有双向Dante及三组

MADI连接（2x光纤，1x同轴）。除了SDI-Dante桥接，SDI还能直接对SDI和MADI设备进行桥接。内部的通道对通道的路由可以在所有三个信号域

里进行灵活的调度。另外，你一定会希望有一组冗余电源，可以满足24小时/7天不间断的播出环境。

AES 桥接单元
无论何时何地都可提供AES至Dante及MADI转换

无论在任何地点都可实现AES至Dante及MADI转换。AES桥接提供32对AES3音频I/O连接

至冗余Dante网络连接。采样率转换器能够无缝集成非锁定的AES3音频。与所有网络I/O

产品一样，冗余PSU和Dante连接完成了广播技术参数。另外还有同轴及双光学MADI连

接，以及内部通道对通道路由提供额外格式的转换选项。

关键特性

•   在嵌入式SDI音频、Dante和MADI之间交换信号

•   8组3G-SDI通道带有16路音频信号的加嵌器和解嵌器

•   电源, MADI端口, Dante端口全部都是广播级冗余备份

•   2 x光纤及1 x同轴 MADI I/O

•   内部通道对通道的路由可以用于所有音频路径

•   在SDI内往来的音频通道上有采样频率转换功能

MADI桥接是MADI音频格式及Dante之间一个广播级别的桥接。它是一个双向

接口，能传输64通道@48kHz（32通道@96kHz, 16通道@192kHz）。MADI

桥接的拆分模式（Split Mode）可以让2 x 32通道@96kHz音频流合并在一起

形成单个64通道@48kHz音频流。MADI桥接还可以对介于44.1kHz至192kHz

之间的任意异步采样率进行双向采样率转换。MADI桥接具有PSU、MADI和

IP网络端口。除了在Dante控制器里内置了时钟冗余选项，MADI桥接还包含

一对冗余同步输入用作自我冗余（self-redundant）Dante总主控时钟（Grand 

master clock）。32比特的MADI控制隧道（control tunneling）允许一对MADI

桥接设备在整个网络内传输包括音频内容和用户比特（含控制数据）的完整的

MADI流。

MADI桥接有一个前面板耳机插座（带旋转式电平控制）以及内置的耳机监听路

由。简洁的前面板能对从MADI In、MADI Out、Dante In或Dante Out直接输

出到耳机的单声道或立体声路径进行控制。前面板LCD屏的信号电平表显示信号

链中的四个点：MADI In, MADI Out, Dante In和Dante Out。GPIO连接方便在

整个网络传输对讲信息以及切换功能。

关键特性

•   MADI和Dante IP音频网络之间的接口

•   传输64通道@48kHz（32@96kHz, 16@192kHz）

•   可对44.1kHz至192kHz之间的任意异步采样率进行双向采样率转换。

•   ‘拆分模式’可以让2 x 32通道@96kHz音频流合并在一起形成单个64通

道@48kHz音频流

•   全广播参数备份，用于PSU, MADI, Dante和Sync In

•   32bit MADI控制隧道

•   GPIO连接—在整个网络都嵌入对讲内容

•   冗余网络扩展端口——本地I/O进行桥接而无需切换开关

•   字时钟输出——将一台MADI设备对准Dante网络的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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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接口箱
为您的Dante音频网络提供超级SSL话筒/线路前置放大器技术

SB32.24

SB32.24是一个5U的坚固耐用的外箱，在4个AES3输入/输出对上具有双冗余备份电源、32个话筒/线路

输出、16个模拟线路输出及8个数字输入和输出。除了用户配置的SFP端口，它有一对冗余RJ45 Dante

网络连接可与RJ45或光学连接器相配。这些都可用于网络扩展或提供网络隔离用于增益补偿Dante“拆

分”，或是用于连接到不同网络中另一台配备Dante的调音台或适当配备的设备。它有独立的信号、削

波及幻像电源LED以及PSU、网络A和B和硬件状态的总显示。

Network I/O舞台接口箱使得SSL闻名于世的SuperAnalogueTM前置放大器设计以及它的超级音

频表现力能应用到一系列Dante网络场合中。SSL Network I/O舞台接口箱专为所有广播工作室、

场地及录音室而设计。它可以在需要的地方轻易地使用话筒前置放大器及扬声器馈送。Network 

I/O即插即用特性方便轻松移动设备，并在需要时保持路由和设定不变。所有元件都可以通过

System T广播调音台、控制接口、SSL Live调音台以及SSL远程舞台机柜应用程序进行远程控制。

有三种型号可用：SB8.8, SB i16和SB32.24。所有三种舞台接口箱都可以在48kHz或96kHz采样

率下工作。它们还可以给网络提供两个Dante传输流：一个是带话筒增益，另一个带自动增益补

偿。增益补偿电平可由操作者设定。

SB 8.8 & SB i16

这两种2RU设备提供的配置稍微有些不同，但特性上完全相同。SB8.8提供8个话筒/线路输入及8

个线路电平输出。SBi16提供16个话筒/线路输入。两种型号都有一对冗余RJ45 Dante网络连接、

一对网络扩展连接、GPIO连接及冗余PSU。它们都有独立的信号指示、幻像电源及本地通道选

择的LED指示灯，以提供直观的前面板反馈。他们具有内置的限幅器及SSL革新性的AutoPad系

统，能自动按照增益设定应用Pad。当增益设定在低数值，需要pad来使整个话筒增益在所有时

间都可用时，就会应用AutoPad。

Network I/O: SB 32.24

Network I/O: SB 8.8

Network I/O: SB i16

Both models have identical rear panel conn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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