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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音乐

因为音乐至上

本图册专为音乐爱好者准备。他们热衷于聆听纯净的情感表达。

并非每个人都能体验这种热情。某些人只是听音乐而已。只有天赋异秉的人才能
感觉到。只有才华横溢的人才能穿越不同地点、不同时间。而只有那些最天赋异
秉的人才能理解这种热情的重要性。

本图册还收集了一个马兰士大师级杰作特辑——四款超高性能发烧级组合，为
您呈献律动、强大、情感丰富而纯净、令人惊叹的音质。还有更多… 因为它们都
致力于细节。 

本图册中的四款马兰士大师级杰作都经过精心设计、升级和微调以充分利用最新
无妥协的“无损”高解析度格式。这些格式提供了极其丰富采样频率，精度远超以
前的格式。 

让热衷于音乐的您感受从未有过如此丰富的音频细节。也做了最充分的准备以确
保您欣赏到每一个细节。为细节做好准备。为优雅做好准备。总而言之，为感动
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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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款大师级杰作
全部经过良好调教以适应当今的高解析度文件

Premium 10系列 Premium 11系列

目前是其第三代，这款独特的配套产
品比以往都要反应敏捷、更多功能且
更精准。现在，还加入了NA-11S1：
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流媒体播

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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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马兰士参考系列MA-9、
SC-7和SA-7确立了播放和放大的标
准：成为公司制作每款产品的基本思
维定式，概括而言‘音乐至上’。如今，
马兰士推出Premium10系列来挑战自

己的参考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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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um 14系列

前所未有的发烧级Hi-Fi系统，全力拥
抱新的高解析度时代。带来壮丽、动
人心魄的音频效果，充满纯净、精妙

的细节

MusicLink

美妙的音乐体验，令人倾心的高颜
值——全都在时尚而紧凑、节省空间
的外形中。搭载参考级品质的DA转换
器的放大器、CD播放机，这套超凡优
雅的音响组合能完美驾驭标准和高解

析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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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

“Hi-Fi是什么？有些人说是关乎音色、清晰度、成像、瞬时响应和低音。而我说
它关乎情感。”

Ken Ishiwata——马兰士品牌大使

Ken Ishiwata 可能是当今高端音响圈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对声音的构思再现所
表现的非凡天赋得到广泛的承认，他的观点和愿景得到全世界Hi-Fi新闻界的竞相
报道以及全世界音乐爱好者的竞相追捧。下面是他对音乐再现的某些观点。

关于设计一款新的设备…
“与所有Hi-Fi设计师一样，我有现存的方法，但是这仅仅是开始。你必须不懈地
尝试不同的元件组合，并倾听它们一起播放的效果如何。例如，当我试听一个电
容器时，我并不关心它是好是坏，而只关心它与其他元件一起的表现如何。优秀
的Hi-Fi工程师必须明白这一点。”

关于衡量音质… 
“当然，我们有电子测量仪器。但是这些只能进行瞬间测量，这就像是在为舞者
拍静照：虽然精确，但却无法体现舞者的动感、速度和节奏。音乐也是动态的。
其音调、音量、音高和强度不断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我设计一款产品时都会
通过参照一段特别熟悉其原始来源的音乐来测量其品质。只有那样，我才能将各
元件的特性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联系起来。我相信这是参照音质的终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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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造就一款伟大的Hi-Fi设备…
“我想我能告诉你的是，它是某种组合，或是镀铜底盘、或是某种其它东西。但
在本质上，是所有不同元件如何作为一个整体系统一起运作。为什么某些60年
代的利物浦乐队如此特别呢？是因为歌曲创作合作伙伴关系吗？是因为鼓手或主
吉他手的特质？或者其他原因呢？都不是，原因是所有这些特性，而事实上他们
共同合作如同一人。这与Hi-Fi设备相同，是所有元件的独特互动。如果那种互动
是自然的，且相互间自主支持，那么注定会成为伟大的播放机。”

为什么音乐至上…
“我相信音乐是人类所创造的最伟大的艺术形式。音乐是情感。你不仅是倾听，
更是要去感受。你身在其中。你成为化身。音乐做到这一切，因为它连接你的情
感——你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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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在乎任何人的赞美或责备。我只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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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生成规则，而规则创造不出艺术品。”

克劳德·德布西（法国作曲家）

热情

在Marantz，我们相信音乐在人类感知现实中始终起着主要作用——我们不仅听
到声音，我们更是去感受它们、想象它们甚至看到它们。

我们还相信真实Hi-Fi具有再现演出魅力的能力。使您真实体验到艺术家原本展现
的音乐。显然，这种高品质再现需要最佳的元件。 

但是，仅仅在音频产品中使用最佳元件并不能精确再现原始艺术家试图展现的音
乐。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每个设备中各个元件都必须与其他所有元件协调工作，
而这些元件都必须经过精心试听以确保它们能完全协调地工作。毕竟，我们是在
和音乐打交道。

我们传承的技术优势说明我们能够创造具备高精度播放能力的产品。但更重要的
是，我们对音乐再现的热爱和理解赋予了我们传递录音的音阶、音色、音调、强
弱以及精髓的能力。正是这种热情帮助我们确保每款产品都充分释放音乐的能
量、乐趣和情感。

音乐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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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能燃起男人心中的火焰，也能让女人热泪盈眶。”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



起源

马兰士从哪里来？
一切始于1948年，当时CBS推出首张LP唱片，催生了公众对于高品质音乐再现
的兴趣。索尔·B·马兰士（Saul Bernard Marantz），一个1911年出生在纽约的自
由绘画艺术家和业余音乐家，就是当时受影响的音乐爱好者之一。他很热爱LP

唱片，但对当时的播放设备非常不满，因此在地下室里花了大量时间来设计、构
建并修整自创的放大器，以播放他珍爱的LP唱片。四年之后，他成功制造了一
台革命性的前置放大器——配备了处理当时不稳定录音特性所需的各种均衡特
性曲线。并命名为‘音响控制台’，它给每个听到其演绎效果的人都留下了强烈印
象，因此他决定制造并销售100台。不到12个月，就已经售出了400多台，因而
创立了马兰士公司。

而我们要往哪里去？
如今，同样为追求音乐的完美和对音乐执着奉献的热情是马兰士公司的决定因
素。公司成立大约70年后，马兰士的设计工程师们仍不断推动技术创新。因为
在马兰士，技术创新是一段行程而不是终点。每作出一个小小的技术突破，所有
人都会庆祝。因为每个新的进步都让我们离完美再现原创艺术家意图展现的音乐
更进一步。这是一个我们为之骄傲的历程。无论它把我们带到哪里。

音乐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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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性

2016：听到前所未有的细节
2016年见证了马兰士升级、微调并重新推出四款高性能系列——全都致力于最
新高解析度无损文件格式，再现极其丰富和绝对优雅细节。 

2013：一个全新时代的诞生
在我们60周年那年，马兰士揭开了音响发烧友感受的新时代。正如第一个前置
放大器充分利用LP胶盘唱片一样，马兰士CD63定义了新级别的CD品质，马兰
士的新媒体产品：NA-11S1流媒体播放机和新款Consolette无线串流扬声器也让
马兰士变得更卓越。 

2000年代：参考品质
马兰士作为CD专家继续行走在前沿，而当1999年引入超级音频CD (SA-CD) 时，
公司推出了参考播放机SA-1。2006年是新款参考播放机SA-7S1的时代，其开路
先锋是前置放大器SC-7S1和单声道功放MA-9S1。

首款发烧友级5声道AV接收机
还是在1999年，推出了首款发烧友级5声道AV接收机SR-14，为此，马兰士应用
了它从高级音频再现所获得的特色技术。结果是一个AV品质的全新基准，而且
SR-14不出意外地赢得了众多大奖，被安装在众多评论家的聆听室里作为“头号
公敌”。它通过一个特大环形变压器提供8Ω RMS 的5x140W功率，外观看起来极
其可靠，前面是厚铝板，铜支脚粗重。

1990年代：卓越的CD播放机
1993年，马兰士开发了新款CD-63，虽然与其前代产品有相同的名称，但是距
离1983年的原始CD-63技术已年代久远了。此播放机售出了超过160,000台，也
是1995年前所未有的KI签名机型的灵感来源。

首款杜比环绕声
1985年见证了马兰士凭借革命性的RV-55（首款带有杜比环绕声处理器的市售设
备）在AV界树立新的标准。利用立体声前置、专用中置和环绕音频通道，使在
客厅里欣赏美妙的影院声成为可能，这是前所未有之事。  

一系列里程碑的历史

人们居然可以在自家客厅体验强劲有力的《星球大战三部曲》的完整效果、《捉
鬼敢死队》的雷鸣声以及《闪电舞》的魔幻音乐。 

1980年代：光盘
1983这年最终确定CD格式的一年，马兰士、飞利浦和索尼率先推出了商业CD播
放机。那时，解码器仅提供14位解析度，但是通过四倍过采样，马兰士播放机
CD-63达到了16位的解析度，使公司立即赢得CD专家这一实至名归的声誉。 

1970年代：Mega-Amp革新
1970年代见证了马兰士凭借非常强大的放大器和接收机达到新的高度，其中
Model 500能产生不平凡的2 x 250W / 8 Ω。为了处理来自此Mega-Amp的热量，
马兰士通过特殊散热技术设计出智能冷却装置。到80年代早期，Model 2600 2声
道接收机也开始流行，这款32kg设备在8Ω两声道RMS时每声道输出功率高达
300瓦。

接着是Esotec系列，包括42kg SM1000立体声功放，功率输出2 x 400W / 8 Ω。
Esotec系列也为发烧友们所珍爱，因为其独特的TT1000唱盘具有玻璃-铝板夹合
底盘。 

1958：新品质基准
这一最关键里程碑时刻到来之时，同时发布了三款传奇产品：Model 7（前置放大
器）、Model 8 （立体声功放）和 Model 9（单声道功放），全都在1958年推出。
这些设备通过巨大突破重新定义了Hi-Fi品质，它们连续11年一直是基准型号，
Model 7售出超过130,000台。不久后在1963年，Model 10B也通过可验证功率和平
衡度的内置示波器重新定义了FM调谐器的品质。

1953：开创先河
1953年的 ‘Audio Consolette’ 是首款马兰士灵感产品，立即俘获了世界各地人们
的芳心。事实证明这是众多开创性里程碑的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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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um 10系列

多年以来，马兰士参考系列MA-9、SC-7和SA-7确立了播放和放大的标准：它不
仅利用了公司超过60年发展的所有特色技术，还体现了公司制作每款产品基本
思维，概括而言‘音乐至上’。如今，马兰士正在推出Premium 10 系列，以挑战自
己的参考系列。Premium 10系列产品旨在通过新设计和新工艺设立新参考级。

从这一由SA-10 SACD/CD 播放机搭配PM-10集成放大器组成的该新系列，看到
公司声明产品背后的设计原理完全已重新制定。该播放机和放大器是大量研究、
开发的成果，当然少不了聆听环节，导致新思维和新构架与成熟马兰士技术和优
势的整合。所有这些都具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就是尽可能最好地再现音乐，
从CD品质一直到最新的超高解析度格式。

而改变的程度是巨大的：例如，SA-10 SACD/CD 播放机不仅使用专为该型号开
发的全新光盘转盘机构——众多竞争对手的设计使用有诸多限制的现成
DVD-ROM驱动器——而且还使用创新的数字音频处理和转换技术，突显了马兰
士对SACD的长期承诺，而DSD音频格式支持此举。

品牌大使Ken Ishiwata 解释道，为这款播放机开发一个驱动器毫无疑问是昂贵的
做事方式，但这也是最有效的：‘从CD播放机时代起，传送就是我们的优势之一’
他说，‘这对SACD而言也是一样。当然，这很昂贵，但如果我们想要特别的东
西，我们就得如此。另外，如今也没有多少SACD装置可供使用。

但是，制作这种装置的确不便宜，所以它仅用于我们的顶级系列。’

新参考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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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放大器组合了成熟的马兰士技术（包括著名的超级动态放大模块）和完
全平衡的设计，在不同模式中使用双单声道功率放大器实现高功率和多电源以确
保尽可能最佳的音质和噪音抑制。两款产品的设计都是为了充分利用最新的数字
音频格式（某些尚未流行起来，如DSD11.2和DXD！），PM-10还为热议中的‘黑
胶唱片’作了优化：其动圈式和动磁式唱头的唱头级完全分离，表示它能充分利
用如今的高品质黑胶唱片播放系统。

开发过程主要集中在聆听——及其相关方面：产品级别越高，马兰士团队就花
费更长时间在聆听环节，以便确定最佳元件和配置。对于SA-10中新Marantz 

Musical Mastering技术——串流和MMM——转换的DSP设置尤其是如此，因为
团队具有如此多的参数需要定义。该独创性数字信号处理和转换系统包括将所有
数字输入信号上转换至DSD，超级音频CD背后的支持技术，然后在输出前将它
们通过DSD转换器传送至放大器。 

高级电子工程师 Rainer Finck 已从事马兰士参考CD播放机工作二十多年，可以一
直追溯到1996年的CD7，他专攻DSP滤波。他在此新款参考级播放机的设计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解释道：‘对于SA-10，我们决定将事情做到极致，将每一
种数字格式——来自内置转盘和数字输入——转换成DSD256。在80年代末期我
还是飞利浦的一位工程师时，从事公司比特流转换器方面的工作——最新产品
是DAC-7——我们从所有这类知识得到启发，为SA-10建造我们自己的比特流转
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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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多其他制造商截然相反：马兰士走上了一条将所有一切向上转换成DSD的最
单纯路径，而非将DSD文件向下转换成PCM，从而适合相同数字‘管流’上的所有
一切。使用两个专用主时钟以确保所有数字信号都直接升频至DSD 256（或四倍
于SACD标准），而无需任何采样率转换，并且可以选择两个滤波器设置来塑造
声音。 

从升频系统输出的一比特信号事实上已经是模拟信号，是单脉冲高频流，因此经
过所有的辛苦工作，基本上只需一个超高品质低通滤波器，以带来尽可能最纯净
的音频输出。换句话说，为了使最终转换操作尽可能简单，要做许多初始处理。

正如多年后Ishiwata在提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兰士产品系列时开玩笑说，‘你知
道KIS代表什么吗？不对，并不是Ken Ishiwata Signature，而是Keep It Simple（保
持简单）！’这一思想启发了新款 Premium 10系列：简洁、优雅的解决方案，结合
所有马兰士设计团队的经验，打造保证卓越性能的产品。

这就是马兰士Premium 10系列成为新参考级产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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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10

放大器是马兰士历史的核心：其最初的产品是高品质前置放大器，是为充分利用
当时的新型LP唱片格式而设计的。将历史一直延伸到突破性的Audio Consolette

（Saul B Marantz于1952年开始制造，且不久后成为首款真正的马兰士产品——

Model 1 前置放大器），那么公司最新的Premium系列机型PM-10是一款为当今
所有音乐格式设立新标准的集成放大器，也就并不奇怪了。

事实上，这一强大的集成放大器构造更像是一款高端单体前置放大器和一对单声
道模块功放，全都集成在制作精美的机箱中，一方面使性能最大化，同时打造强
烈的视觉冲击。通过使用各声道都有专用电源的开关功率放大器，使双单声道模
块设计的集成放大器装入普通尺寸的机箱变为可能。它的目标是什么？为了展示
从LP到最新高解析度音频文件以及其他所有一切的最大音乐表现，并凭借驱动
最苛刻扬声器所需的所有功率和控制，使其表现出最佳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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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10

新款马兰士SA-10是CD推出以来高端播放机系列最新的型号：1983年推出的原
始CD-63是首款经过高端性能调谐的CD播放机，该项技术持续开发超过30年。
SA-10为设立新标准而设计，无论是对光盘上的音乐还是从计算机串流的内容而
言，并成为数字音频的新参考级产品。

为实现这一目标，SA-10是一款全新设计，利用所有专业技术制造极佳音质的播
放机，几乎每个部件都经过重新设计。既需要创新，又要有独特的理念，全是为
了在大范围的数字音频格式获得尽可能最佳的性能。

新机型是CD和SACD光盘的超凡播放机，但也可以播放计算机刻录光盘上储存的
高解析度音乐，以及作为计算机储存音乐的高端数转模转换器。

从专为本播放机设计的独特新型光盘转盘一直到彻底重新思考数字音频数据转换
成模拟信号的方式，SA-10是全新设计，是辛苦研究开发以及在马兰士定制聆听
设施中大量聆听的结果。这是马兰士一贯的做事风格：始终以最优雅的设计方案
为目标，聆听测试始终是最终的仲裁者。所以一切都与贯穿公司所做每件事核心
的简单短语有关：‘音乐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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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um 11系列

11系列放大器和CD播放机现已是第三代且显而易见…比以往更好。例如，
PM-11S3 Premium 集成立体声放大器，现在包含马兰士原装高品质、高纯度镀
铜扬声器端子、顶级功放和直接输入。而我们的SA-11S3 Premium 超级音频CD

播放机具备引人注目的SACD-M2光盘装置和高电流发烧级DAC。结果是非常精
致、优雅的音频细节。但即使在这些修整完工前，这款播放机已经是有名的标准
制定者了，这是因为它采用了多种起初为参考系列SA-7S1开发的先进技术。

而且还有更多…NA-11S1‘参考级标准’USB-DAC流媒体播放机。一款真正鼓舞人
心的设备，以‘录音室母带’品质音频表现高解析度新媒体文件，激发心灵、头脑
和灵魂。部分通过独特的 Marantz Musical Mastering处理技术，带来真正的基准
级性能。结果是全新级别的出色品质。不仅如此，利用这款播放机的众多网络功
能，您现在可以以传奇的Premium系列品质欣赏‘流媒体’。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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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11S3

通过Marantz Remote App（iOS和Android），结合NA-11S1，可以轻松控制这款
令人印象极其深刻的放大器。这不仅使PM-11S3成为当今炙手可热的设备，还
确保其成功会持续到未来很长时间。除此之外，PM-11S3装备了各种先进的技
术，能在细节、精度和情感上给您带来最佳体验。屏蔽式环形变压器和定制元件
确保能为8或4欧姆负载提供2 x 100W或2 x 200W的超稳定功率输出。

通过包含一个前置放大器、一个双级主放大器和一个额外的唱机MM/MC前置放
大器的3级构造，保证了绝对的信号完整性和极高的信噪比。关键技术包括最新
的马兰士电流反馈HDAM-SA3、以及以最短信号路径发送动态声音并优化立体声
相位的对称电路。结果令人难以置信地拓宽了音场，而乐器和嗓音的定位却极其
精确。此外，底盘和后面板镀铜，以保证任意点的接地阻抗电位都很低，从而获
得最佳的信号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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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UM集成立体声放大器

“音乐产生一种人性不可或缺的乐趣。”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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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音乐，生活会有缺憾。” 

弗里德里希·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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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11S3

引人注目的SA-11S3具备SACD-M2光盘装置和高电流发烧级DAC。结果是非常
精致、优雅的音频细节。但即使在这些调整完成前，这款播放机已经是有名的标
准制定者了，这是因为它采用了多种起初为参考系列SA-7S1开发的先进技术。
例如，它使用专属Marantz Musical Mastering滤波技术，能使标准CD的音质如同
SACD一般非凡。为不同品味提供两个滤波器，不仅适用于光盘，还适用于任何
数字信号。它还使用之前仅在专业录音室中使用的高端算法。这种类型的滤波为
更宽广的音场以及完美平衡保留了更多细节。此外，它在短距、对称且分离的电
路构架以及HDAM-SA2高速放大器模块上提供完全平衡的信号处理。内部高精度
时钟将抖动降低到最低限度，而刚性双层底盘将振动减到了最小。

大面积镀铜和系统阻断屏蔽使信号保持得特清晰。您还得到配备HDAM-SA2和电
流反馈放大的高品质耳机输出。此外，我们还在前面板上附带USB输入以便进行
播放和充电。DAC模式提供三种数字输入，即直接连接至计算机时以异步模式工
作的USB-B，外加同轴和光纤数字输入。总之，这意味着获得比以往更精细、更
精准更富情感且宽广的音场，能对每个乐器和歌手进行精确的定位。这是极致的
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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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11S1

NA-11S1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播放机。为什么？因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可以在家中以真正的‘录音室母带’品质欣赏高解析度流媒体。其中没有任何妥
协。它附带高电流发烧级DAC（DSD1792）以及马兰士原装DSP和数字滤波器
芯片（PEC777），包括之前仅在专业录音室中使用的高端算法，而我们称之为
Marantz Musical Mastering。这种类型的滤波为更宽广的音场以及完美平衡保留
了更多细节。其模拟音频电路配备马兰士HDAM-SA2和HDAM。该环形变压器确
保始终有足够的瞬时功率可用，而刚性镀铜底盘和5mm厚铝制顶板最大程度减
少了振动和干扰。

此外，新开发的接地/信号隔离器技术几乎消除了所有计算机噪音。DAC模式配
备光纤和同轴数字输入以及用于直接连接至计算机以取代其声卡的USB-B端口。
USB-B支持直接高清音频串流，因此您可以利用播放机的高品质DAC和音频输出
级。USB-B端口以异步模式工作且支持192kHz/24位以及DSD 2.8MHz和5.6MHz，
实现最大化的多功能性和性能。您可以从iTunes或iDevices通过以太网和AirPlay

音乐串流播放FLAC HD 192/24文件、WAV 192/24文件、互联网收音机和流媒体
服务以及众多其他文件类型。它还经过DLNA 1.5 认证，因此Android集成也很方
便，而前面板上的USB-A端口也使从iPod/iPhone/iPad或USB设备进行播放变得
轻而易举。这款播放机应有尽有。您还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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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UM USB DAC流媒体播放机

“如果哪天我死了，拜托帮我写下这样的墓志铭：他要证明上帝存在的唯一证据就是音乐”

库尔特·冯内古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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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14S1 / SA-14S1

Premium 14系列

为高解析度时代重新设计
在遇到新款SA-14S1 SACD播放机和新款PM-14S1集成立体声放大器的那一刻，
您就知道在您面前的是认真且低调的品质。实心铝制顶板可能是首个抓住眼球的
细节。看似纯粹是奢侈，但确实减少了振动。高刚性支脚也有相同的效果。凭借
这两个奢侈的特色，即使这些设备还未开始运行，心跳就已经加快了。细细观
察，您会看到后面板上的USB-B接口，用于实现从您的PC或Mac直接进行超凡
高解析度音频串流。

专用于无损格式
通过这款，马兰士已经重新设计了其著名的14系列，特别抓住新型毫不妥协“无
损”高解析度格式的机遇，这些格式通常使用96kHz的采样频率，但却能达到24

位192kHz。而这意味着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开阔的空间和难以置信的精深细
节。请记住，CD品质为16位44kHz，这只是当今高解析度文件的一小部分。现
在，通过新款14系列，您可以欣赏到新格式携带的每个精妙细节、每个精巧细
微差别以及每个技巧表现。

但这并不是这两款设备所提供的所有精妙细节和迷人技巧。因此当需要功率时，
PM-14S1能立即轻松提供声音的潮汐波，让聆听者沉浸在流畅优美的音频中。
这种潮汐波还能小心再现并让人精妙察觉到每一个声音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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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一种道德法规。
它使宇宙有了魂魄，心灵长出翅膀，想像得以飞翔，

使忧伤与欢乐有如醉如痴的力量，使一切事物有了生命；”

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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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14S1

PM-14S1是终极品质的典范，显然是一款杰作。正如您对这样一款精英放大器
所期待的那样，其整体结构包含具有超凡品质的元件和子系统。沉重的厚铝制顶
盖和高刚性支脚最大程度减少了振动，以保证最纯净的音频信号处理。改进的定
制元件、马兰士自己开发的HDAM和使用更高效的电信号路径保证了模拟信号纯
度，带来具有广阔动态范围和背景噪音完全静音的宽频带音频。这些都将音质提
升至更高端的水平。PM-14S1还附带遥控器，顶端配时尚的黑色阳极氧化铝
材，也可以控制SA-14S1播放机。特殊的马兰士制造实心铜制扬声器端子提供最
终的典雅修饰，能将信号轻松、强大地传送至您的扬声器。这是极致的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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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14S1

这代表着参考级品质声音的完美平台。SA-14S1包括沉重的厚铝制顶盖和高刚性
支脚以最大程度减少振动，以及特大环形变压器和一个能生成最洁净电力以消除
交叉元件干扰的强大电源部分。它包含DAC模式，与革命性的获奖产品NA-11S1

的功能几乎完全一致。配备光纤和同轴数字输入以及用于直接连接至计算机的
USB-B。这意味着能从计算机进行直接高清音频串流，因此您可以利用带有
HDAM-SA2模块的高品质DAC和高品质音频输出级。这就是为什么这款新开发
的播放机也包含我们最新的接地/信号隔离器技术的原因（这点很重要），它基
本消除了计算机噪音。该播放机可作为计算机的声卡工作且USB-B端口以异步模
式工作，不仅支持192kHz / 24位，还支持 DSD 2.8MHz 和5.6MHz，实现最大化
的多功能和性能。它甚至在前面有USB输入，用于播放MP3、WAV和AAC格式，
当然，也兼容iPod/iPhone。这是绝妙的超级音频CD品质。还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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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表达出难以言表但又不能保持沉默的内容。”

维克多·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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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LINK系列

完全新的…
出现全新的产品类别并不常见，但这正是马兰士HD-AMP1集成放大器、HD-CD1

光盘播放机和HD-DAC1耳机放大器所发生的情形。  

这些紧凑、超高品质的大师级杰作为耳朵打造的令人惊叹不已的声音，因为我们
使用了与高端Premium系列设备类似的放大技术。它们还为眼睛呈现出令人愉悦
的、节省空间的视景，具有吸引力的优美小体型中有独特的马兰士外观和体验。

现在，无论您想要宽阔的客厅扬声器空间感，还是个人耳机的张力，都可以通过
这些新款小体型设备欣赏您的音乐收藏。但是不要被它们的外观所误导，它们小
巧但却是真正的大师级杰作。 

欢迎来到精密品质的世界。



MusicLink HD-AMP1 

经典而优雅
这款新开发的马兰士HD-AMP1是一款Premium级紧凑型放大器，带有超凡、优
雅、经典的外观。但不要让这些误导您，其电流反馈技术会迸发出震耳欲聋的
70W功率（4欧姆负载），而其全分离式DAC后置滤波器及HDAM和双晶体时钟
能使标准精度的声音如高解析度音频一样令人吃惊，将流媒体文件转换成最精
细、最纯净的高解析度播放。  

数字滤波
它还为您提供专属的马兰士音乐数字滤波(MMDF)技术，使用两个滤波器特性适
应不同的品味，可根据音乐内容和您的个人偏好进行调节选择。两者都能精心处
理数字音频信号所包含的最微小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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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DAC模式的高清集成放大器

最高的高解析度
这是一款“毫不妥协”的紧凑型大师级杰作。因为当今的新媒体不仅有44.1kHz/16

位 解 析 度 （ 与 C D 格 式 类 似 ） ， 马 兰 士 还 开 发 了 数 字 滤 波 器 以 处 理 高 达
384kHz/32位解析度和DSD 2.8MHz / 5.6MHz / 11.2MHz的信号。如此惊人的性
能使其能够利用高解析度数字文件的点点滴滴，以令人惊叹的清晰度再现音乐。

终极连接功能
光纤和同轴数字输入以及USB-B端口能让你从PC或MAC直接串流音乐。还可通
过前置USB端口连接iDevice。为提供更多连接性，我们还附带了模拟输入。
USB-B以异步模式工作，不仅支持384 kHz/32位高分辨率音频，还支持2.8MHz、

5.6MHz和11.2MHz的DSD音频，使性能最大化，以最直接的方式欣赏极佳品
质。为在连接至计算机时保证质量，我们在USB-B输入端口周围强化隔离措施，
以消除计算机所产生高频噪音进入HD-AMP1的机会。我们甚至还附带了时基误
差消除器，使清晰度达到极致。

时尚的外观
时尚的马兰士旋孔显示屏可显示音量、输入、解析度等信息。前端是实心铝板，
带有双层支撑底板和复古风格的木质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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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Link HD-CD1 

HD-CD1是新款马兰士MusicLink系列的最新成员，一款高品质CD播放机，与其
完美搭档HD-AMP1放大器具有相同紧凑外观。它将马兰士在小型光盘播放领域
超过30年的专业技术和数字音频技术的最新发展结合起来，当配合HD-AMP1使
用时是用作CD转盘的理想之选，或在需要驱动器外形紧凑而不妥协音质时用作
CD播放机。这是一款超凡的马兰士CD播放机——迷你款！

带来超凡音频性能的马兰士HDAM

HD-CD1也许有点紧凑，但是其心脏拥有使马兰士成为顶级CD播放领导者的所
有技术。而最重要的是使用了马兰士设计的HDAM超级动态放大器模块：取代其
他厂家所使用的一体式‘芯片放大器’，这些迷你放大器由独立、优化元件制作，
能获得极佳的音质。马兰士一直到参考级系列播放机和放大器的所有产品都使用
了HDAM。HD-CD1使用了此技术的最新一代HDAM-SA2版本，以最低失真提供
宽动态范围和宽频率响应——换句话说，让您更靠近音乐。HDAM技术也在耳机
部分使用，并拥有自己的专用放大器。

参考级品质的数转模转换
对HD-CD1音质至关重要的是高品质CD传送机构，为超准确光盘读取而设计，
由它将数据传送到播放机的高解析度数模转换器。此数模转换器即为高级数字硬
件所采用的Cirrus Logic CS4398。该数模转换器与为超低相位噪音设计的晶体振
荡器主时钟及同为低噪音设计的低阻抗电容器一起使用，可确保以逼真的动态和
音调、令人惊喜的现场感和犀利的乐感将数码转换成模拟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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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CD播放机

带音量控制和可调增益的专用耳机放大器
无论您想要在桌面上使用HD-CD1进行全时耳机聆听，还是偶尔想要连接一对耳
机享受一段私人音乐时间，播放机中的专用耳机部分都会令您欣喜。为了充分使
用个人聆听，它拥有单独的音量控制和一个专用HDAM-SA2放大器，连同可调节
增益设置——低、中和高——使它能够驱动甚至更高要求的发烧级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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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Link HD-DAC1 

强烈
耳机始终会给音乐增添额外的强度。现在，通过马兰士HD-DAC1耳机放大器，
这种强度达到了新的至高点。这种新产品类别当然有新的造型设计，但仍具有鲜
明的马兰士产品特征——其外观新颖、别致而出挑，但沿袭了马兰士品质的一
贯传统。不仅如此，它听起来很美妙。

强大
HD-DAC1功率强劲，甚至能驱动高达600欧姆的发烧级高阻抗耳机——完全不
用担心。这些都得益于其三级增益控制、马兰士HDAM模块、一个高电流发烧级 
DAC (CS4398) 及其高品质固定和可变 RCA 输出。此外，它不仅驱动耳机，还能
将它直接连接至高保真集成放大器或一对有源扬声器或功率放大器。

连接
它还具有极高的可连接性。光纤和同轴数字输入以及USB-B端口能让你从PC或
MAC直接串流音乐。还可通过前置USB端口连接iDevice。为提供更多连接性，
我们还附带了模拟输入。USB-B以异步模式工作，不仅支持192kHz/24位高分辨
率音频，还支持2.8MHz和5.6MHz的DSD音频，使性能最大，以最直接的方式欣
赏极佳品质。为在连接至计算机时保证质量，我们在USB-B输入端口周围强化隔
离措施，以消除计算机所产生高频噪音进入HD-DAC1的机会。我们甚至还附带
了时基误差消除器和双时钟，使精度达到极致。

52

带DAC模式的高清耳机放大器

而且时尚
毫无疑问，HD-DAC1是为听者耳朵提供的盛宴。其外形也很优美。与其一脉相
承的HD-AMP1类似，时尚的马兰士旋窗显示屏可显示音量、输入、解析度等信
息。前端是实心铝板，带有双层支撑底板和复古风格的木质侧板。真正的大师级
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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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最喜欢的一个歌手Bono所说：
“音乐可以改变世界，因为音乐可以改变人。”
Richard Barclay

爱尔兰

“人们说你在12岁到22岁之间听到的音乐会伴随你度过一生岁月。我认为确实
是这样，因为即使我喜欢很多新的音乐，但我年轻时的音乐仍然活跃在我脑海
中，给我带来美好和非常感人的回忆。”
Yasmin Parvaneh

土耳其

“音乐把你带入美妙之境而又没有旅途之劳。”
Martina Svetlova

斯洛伐克

“它带我远离平凡单调的日常生活。并且使我感到生活有意义。”
James Kingston

威尔士

我们问了一些欧洲的同事，下面是他们的回答...

为什么音乐很重要？

“你能听到那里的号角声吗？”Ken在一个聆听环节上让我吃惊。从那时起我就
以不同的方式聆听音乐。”
Claudine Jacquette

法国

“音乐很重要，因为它给生活中的许多事物增添额外的维度。它勾起人的回
忆，影响你的心态，但最重要的是，为你生命中的里程碑增添情感。”
Niels Kluijtmans

荷兰

“现场音乐对我来说是全部的娱乐：它能打动我，给我欢乐，并让我感动至
深。马兰士能够为我再现这种体验，让我能反复回味。”
Torsten Berger

德国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他们或多或少都连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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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不是物理学家，我很可能是一位音乐家。
我经常在音乐中思考。我在音乐中做着白日梦。我从音乐中看到我的生活。”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上市机型可能会因国家不同而有差异。马兰士保留因持续产品改进策略而更改设
计和规格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客户和技术支持热线：400 921 0881
上海电音马兰士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600号城市航站楼808室

官方网站：www.marantz.com.cn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marant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