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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维斯顿岛 Historic Pleasure Pier 游乐园
案例研究：娱乐

重建的加尔维斯顿岛历史悠久的 Pleasure Pier 游乐园隆重开业， 
其采用的是集中控制和大范围分布式的音频系统

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最早的 Pleasure Pier 游乐园始建于上世纪 40 年代末。当 Tilman Fertitta 还

是个男孩的时候曾在此打过工。该码头在 1960 年被飓风“卡拉”摧毁，取而代之的是 Flagship 酒

店。数十年之后，飓风“艾克”又横扫了该区域并摧毁了这家酒店，导致其无法修复。

当年在码头上玩耍的少年 Fertitta，经历风风雨雨，已成为 Landry’s Restaurants 的总裁，该公司是

一家全国性的酒店和娱乐公司。Fertitta 希望将这里恢复为原来的家庭游乐胜地，于是买下了这块地，

清理拆除了原来的酒店，并于 2012 年 5 月 25 日重建了加尔维斯顿岛 Historic Pleasure Pier 游乐

园，向众多游客敞开了 大门。

Pleasure Pier 游乐园长 1,130 英尺，宽 125 英尺，是一个超级海滨娱乐胜地。该码头在墨西哥湾岸边延

伸入海，是德州第一家“巴布甘虾业公司”餐厅所在地。除了经典的游乐园游乐设施——双层旋转木马

外，游客还可以享用一个 100 英尺高的摩天轮、一个 100 英尺高的垂直攀升过山车，和一个 200 英尺

高的摇摆船 —— 德州公认的最高游乐设施。

照片由 Chills & Thrills Inc. 提供

我们深知无论 Pleasure Pier 游乐园给我们的任

务是什么，AudiaFLEX 都能为我们提供 实现
他们梦想的 DSP 能力。
–Steve McCary, 
CTI 项目经理兼 DSP 程序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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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音频设备安装要克服的最难挑战是码头那狭长的地形。与通常的宽阔开放空间不同，德克萨斯州

休斯顿的整合商 Chills & Thrills, Inc. (CTI) 的任务是，在狭长的码头上安装坚固耐用的音频系统。该

系统 必须包括寻呼、室内外背景音乐、电视和舞台音频、预先录制的消息回放和对整个系统的集中控

制。不 仅要能够从单个位置监控该系统，游乐码头项目团队还要求也能对码头的每个游乐设施的音量

进行整体控制。

挑战

我们希望可以提供 一套足够灵活的系统，能够满足 
Pleasure Pier 团队任何的想法，同时系统需运行稳

定可靠。这就是我们选择 AUDIA 的原因。

照片由 Chills & Thrills Inc. 提供

–Rick Roberts, 
CTI 的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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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为了在码头上下分发音频，这套用于本地化监控以及独立区域控制的系统，需要贯穿整个码头的长线路

电缆和 DSP 监控点。CTI 项目经理兼 DSP 程序设计师 Steve McCary 选择 Biamp 的 Audia® 作为 

DSP 平台，该平台具有相当程度的灵活性和直观的用户界面，使码头的员工能轻松控制和管理其音频系

统。

为了适应码头的长度，CTI 构建了专用的 IT 架构来支持 AV 系统。沿码头以适当的间距建立五间通过

光缆连接的 AV 室，每个房间都含有必要设备以满足游乐设施、现场娱乐舞台、常规寻呼、以及位于

两间活动室中电视的音频需要。尽管整个系统的控制放置在专用的控制室，但每间 AV 室内部拥有功

放、AudiaFLEX DSP、交换机和监视屏，用于增

强系统监控能力。

安装过程分几个阶段进行，从码头大门外开始， 

在巴布甘虾业公司的餐厅内安装 Audia，对背景

音乐 进行就地控制，同时接入到全码头寻呼和紧

急广播的大音频系统中。在大 门内，票务处位于

第一层，行政和 IT 办公室位 于第二层。码头音频

系统的的所有控制均在这栋楼内完成。为了可以最

高效率运行，需将主 AV 控制室和员工的办公室设

在同一位置。此房间的 daVinci 控制面板含有五

个控制页面，每个页面对应码头的相应的区域。其

中一个页面包括所有的输入和输出仪表，使员工能

够轻松监控码头的所有音频。

游乐码头还希望能够播放预先录制好的游乐程序消

息、闭园消息和恶劣天气来临时的紧急消息。除了

在主要游乐设施中装有十个区域麦克风，CTI 还在

最易受天气影响的特定游乐设施上 安装了录有这

些预设消息的远程控件，使这些消息可以轻松播报

并保持一致。

四台 AudiaFLEX 都安装了 CobraNet® 卡，用于在整个设施内的为多个装置（包括扬声器、麦克风和

其他 Audia DSP 设备）分配音频。AudiaFLEX 提供 24 通道 I/O，同时 AudiaEXPI 和 AudiaEXPO 

扩展器分别提供了额外的八个输入和八个输出，不需要购买和安装另外的 AudiaFLEX。

安装的 RP-S4 远程面板与相应预设消息关联，使播放操作简单易行。面板与逻辑箱相连，逻辑箱利用 

Audia 输出来响应触点闭合。由于 CTI 首先将消息通过 Audia 来播放，这就使游乐设施操作团队在

消息实际播放之前，可以沿码头将消息灵活推送到某些扬

声器做相关测试。包括宣布危险天气在内的某些消息也与

扩音喇叭相连，根据需要可以固定间隔随上述消息一起播

放。 全系统的消息和特定于区域的消息也可以通过保卫处

的麦克风发送。

系统规格

(4) AudiaFLEX CM 
(2) AudiaEXPI 
(2) AudiaEXPO 
(5) 逻辑箱 
(2) 电压控制箱 
(3) VS8 
(3) RP-L1 
(7) RP-S4 
(1) RED-1 
(3) daVinci 面板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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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URE PIER 平面图

Pleasure Pier 在墨西哥湾岸边延伸入海，这给 CTI 带来了一些史无前例的挑战。AudiaFLEX 是该解 

决方案的核心，CTI 为码头的员工提供了管理全码头五个寻呼区域所需的灵活性。

125 FT. WIDE

1130
 英

尺
 长

5 区
AV 架具有：

(1) AudiaEXPI
(1) AudiaEXPO

(1) 逻辑箱
(1) VS8

(1) RP-S4 
 (1) daVinci 控制面板

4 区
AV 架具有：
(1) AudiaFLEX CM
(1) AudiaEXPO
(2) 逻辑箱 
(4) RP-S4

3 区
AV 架具有：
(1) AudiaFLEX CM 
(1) AudiaEXPO
(1) 逻辑箱
(1) RP-S4
(1) RP-L1
(1) 电压控制箱

2 区 
AV 控制室
行政和 IT 办公室
AV 架具有：
(1) AudiaFLEX CM
(1) 逻辑箱
(1) RP-S4
(2) RP-L1
(1) 电压控制箱
(1) daVinci 控制面板

1 区  
巴布甘虾业公司

AV 架具有：
(1) AudiaFLEX CM

(1) RED-1
(2) VS8 

(1) daVinci 控制面板

摩天轮和舞台
录有预设消息的 

远程控制 

德州 STAR FLYER 
录有预设消息的远程控制 

海盗嬉水
录有预设消息的 

远程控制 

铁鲨
录有预设消息的  

远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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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独特环境的灵活解决方案

对 CTI 和 Pleasure Pier 来说，码头的地形是要克服的独一无二的挑战。CTI 运用 Audia 使音频解 决

方案增添了灵活性，从而能够建立一个可以向码头上任何一个扬声器发送任何音频的系统。使用此解 决

方案实现了集中控制，使 IT 团队和员工可以在游乐园中更加方便、自如地管理音频。

Biamp Systems 是极具创新的网络化媒体系统领军制造商，产品可满足世界上最复杂的音视频系统安

装需求。Biamp Systems 是全球公认的高品质产品提供商，并承诺对所有产品都提供卓越的客户服

务。

荣获多次奖项的 Biamp 系列产品包括：Tesira® 数字音频网络化媒体系统、Audia® 数字音频平 

台、Nexia® 数字信号处理器、Sona™ AEC 算法和 Vocia® 网络化公共广播系统以及语音疏散系统。 

各系列的产品都具有独特功能特性，支持用户在各种应用中进行定制和集成，这些应用包括：公司会议 

室、会议中心、表演艺术会场、法院、医院、交通枢纽、校园以及大型建筑群。

Biamp 成立于 1976 年，总部位于美国俄勒冈州比弗顿，在美国纽约罗切斯特和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还有 

其它工程部门。如需了解有关 Biamp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biamp.com。

有关 BIAMP SYSTEMS

照片由 Chills & Thrills Inc.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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