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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a® 声学罩
一般信息
•	
移动塔架和连排顶棚镶板在舞台上放置在一起时，可构成一整套舞台声学罩。
•	
单独的气垫搬运机或有轮移动车可轻松提升和移动塔架。
•	
塔架可堆叠以储存在后台，顶棚镶板可挂到索具上并储存在舞台上空。
•	
塔架和顶棚由应力蒙皮复合镶板制成。
•	
复合镶板的应力蒙皮表面可以是 0.25 英寸 (7 mm) 硬木贴面胶合板，或 0.187 英寸 (5 mm) 具有油漆或塑料层压饰面的纤维板。
•	
塔架和顶棚镶板框架由铝制成。
•	
门、侧翼和顶棚镶板折页具有自润滑轴承，可持续顺滑和安静运行。
•	
塔架和顶棚镶板有各种饰面。 可提供涂漆硬木贴面、油漆颜色选择或层压材料。
•	
塔架上的压条可防止后台灯光从镶板间透出，并且可提供多种方式的表面处理以衬托声学罩。
•	
专利设计。
•	
五年质保。
•	
有关这些产品的环保属性和 LEED 合规信息可在 www.wengercorp.com/GREEN 上找到或通过联系您的 Wenger 代表获得。
由于 Diva 声学罩的组件性质，可通过使用不同数量的塔架和顶棚镶板实现不同配置。
例如，可使用更少塔架和顶棚连排打造用于室内音乐或合唱团表演的更小声学罩。

前视图
表演位置。

侧视图

侧视图

用于完整合奏组的全套塔架和顶棚镶板。

用于更小合奏组的更少塔架和顶棚镶板。

塔架
• 所有塔架均带镶板，其弯曲半径为 5 英尺 (1524 mm)、10 英尺 (3048 mm) 或 20 英尺 (6096 mm)。
•	
每个塔架由一个中心镶板和两个可调侧翼镶板构成。
• 塔架高度可在 16 英尺 (4877 mm) 到 32 英尺 (9754 mm) 之间选择。
可定制最高 40 英尺 (12192 mm) 的塔架。
•	
下部侧翼镶板可根据需要用作门。
• 双门能进出大型设备，包括音乐会大钢琴。
•	
塔架框架和基座由挤压铝和钢焊件制成。
• 塔架框架和基座之间的斜撑将重量分布到塔架总成的几个区域。
• 每个塔架都配有配重基座总成以保证稳定性。
•	伸缩侧翼托架将塔架侧翼锁定到演出或储存位置。
• 挤压铝轴承采用青铜 Oilite® 轴承。
• 每个塔架都配有调平调整机构。
• 塔架一个一个堆叠在一起可降低储存空间。
•	
镶板表面可使用涂漆硬木贴面、油漆纤维板或塑料层压材料进行表面处理。
• 塔架的背面涂有黑色油漆。
•	
五年质保。

内部压条
夹子

所需最大宽度是
8 英尺 1 英寸 (2464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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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尺 1/4 英寸
(32 mm)

4 英尺 9 英寸
(1448 m)

第一个塔架是 4 英尺 9 英寸 (1448 mm)，每增加一
个塔架会增加 1 英尺 1/4 英寸 (3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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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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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视图

伸缩侧翼托架将侧翼锁定到演出和储存位置 (A)。
门锁 (B) 和门把手 (C)。
当声学罩在舞台上静止或移动时，配重基座 (D) 可确保声
学罩稳定。
声学罩放置在调平垫 (E) 上以便在不平整地板上均衡安装。

显示如何在储存位置将 Diva 塔架堆叠在一起，从而最
大限度降低所需储存空间。

声学罩顶棚镶板
•	
声学罩顶棚镶板可具有 5 英尺 (1524 mm)、10 英尺 (3048 mm) 或 20 英尺 (6096 mm) 的弯曲半径，并且有不同单片或三片配置可供
选择。
•	
顶棚镶板在垂直位置储存，并且可旋转到预设、可调演出角度。
• 顶棚镶板已经平衡，因此每个连排最多只需要两人就可部署。
•	
声学罩顶棚镶板具有一体式铝合金构架并且挂到舞台索具管式吊杆上。
• 顶棚镶板构架具有 ETL 级别的一体式电缆管道，因此不需要单独的插排。
• 挤压铝折页具有青铜低摩擦乙酰轴承。
• 可选装集成式顶棚灯具。
• 顶棚储存高度低至 13-1/2 英寸 (343 mm)。
• 顶棚镶板的背面涂有黑色油漆。
•	
五年质保。
具有内置构架的顶棚镶板挂到舞台索具上。

顶棚镶板具有集成灯具选件。

顶棚镶板可轻松倾斜到储存位置。
可调预设 (A) 可让声学罩旋转回准确的演出角度。

A

10 英尺 (3048 mm) 半径顶棚镶板的后视图。

塔架搬运机
• 单独的气垫搬运单元使提升和搬运塔架变得轻松。
• 气垫可承受多数塔架重量，从而防止损坏舞台地板。
• 轻松在任何方向移动塔架，因此更易于定位。
• 需标准 110 伏 15 amp 电路。
• 还可提供有轮移动车。
• 五年质保。
1-1/4 英寸 (32 mm) 直
径圆形钢管推动把手

下部手杆，可固定在挂
钩下以提升塔架
1-1/4 英寸 (32 mm)
直径圆形钢管推动
把手

“开/关”
开关

钢管框架总成
钢管框架总成

气梁总成

提升托架与塔架校平器
总成接合

气垫搬运机

提升托架与塔架校平器
总成接合

6 英寸 (152 mm) 直径
x 2 英寸 (51 mm) 宽旋
转脚轮

有轮移动车

气垫搬运机可提升多数塔架重量并且可在所有方向搬动声
学罩以准确放置和轻松移入和移出储存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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