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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樂
AUDIOFLY 在澳⼤利亞設計和打造⽿機。以⼀眾⾳樂制作⼈的寶貴意
⾒引領我們制定產品研發的路向﹔並對產品經年的悉⼼調整以製造出
精益求精的產品。

從傳統的單元設計為基礎，到研發動圈加動鐵混合單元，AUDIOFLY
以追求忠實還完舞台⾳樂感受為核⼼價值：混合單元具備溫暖低頻和
清晰度精準的中⾼頻表現，令⾳樂細節清晰極緻重現，超耐⽤
CORDURA®®®® ⾯料線材電纜，再加上清晰的⿆克⾵技術，為單元設計
推⾄⼀個全新的境界。

⾃從在 2011 年年底發布第⼀個⽿機開始， AUDIOFLY 已為重現超⾼
清晰度⾳樂的使命啟航，對於重現你的⾳樂每⼀個⾳頻的細節，我們
懷著充滿的信⼼和樂觀的態度向前邁進。

產品

AUDIOFLY 的產品設計完成於澳⼤利亞珀斯，並以最⾼的監察標準由
值得信賴的⽣產商製造。

我們對 AUDIOFLY 的⽿機質量充滿信⼼和⾃豪，更提供 AUDIOFLY 
監聽系列產品 2 年⾮⼈為質量問題的有限保修。

品牌活動

AUDIOFLY 旗艦監聽級⼊⽿式⽿機 AF180 為 2016 澳⼤利亞⼤型的歌
唱⾳樂⽐賽 ⼤會指定的專業舞台鑑聽⽿機器材供應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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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1120 旗艦監聽級⼊⽿式⽿機

AF1120 每邊聲道搭載 6個動鐵單元，透過三路
分⾳，各以兩個單元輸出⾼､中､低頻應，
帶來驚⼈的空間感和清晰的聆聽享受。配備全
新的 AUDIOFLEX™ SL專業級鍍銀銅絞線，應
⽤ CORDURA® ⼾外專⽤品編織⾯料，令線材
更耐⽤ 。

規格

•驅動單元 ： 6 動鐵單元連分頻器
•頻率範圍 ： 15 ~ 25,000 赫茲
•靈敏度 ： 108 分⾙於 1,000 赫茲
•阻抗 ： 10 歐姆
•電纜⾧度 ： 1.6 ⽶ / 64 ⼨
•插頭類型 ： 3.5 毫⽶鍍⾦直⾓插頭
•保修承諾 ： 24 個⽉⾮⼈為損壞保⽤服務

6 動鐵單元連分頻器

動鐵單元提供極致的細緻的分析⼒和表
達，每個聲道均有獨⽴分頻器完美配合。

AUDIOFLEX™ SL 纜線

為舞臺上⾛動⽽設計：超輕量雙絞線的纜
線，更耐⽤ CORDURA® 編織⾯料加強記

憶性能，更能貼近⽿殼跟頭部。

監聽級⽿機包含附件

航空適配器，1/4 英⼨（6.35毫⽶）
TRS 插座適配器和清潔⼯具。

噪⾳隔離

三種可選配⽿塞 - 穹形矽膠，樹形矽
膠，COMPLY™ ⾼級記憶綿都包括

在內；可塑性過⽿掛線將跟隨你的⽿
朵的輪廓，配戴倍感舒適。

便儲存包

專屬個⼈簽名，防⽔帆布質儲存包除
了能充分保護您的⽿機，更具有充⾜

的空間存儲備⽤⽿塞和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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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特徵

技術

1. 無源分頻分割⾳頻信號並將其發送到相應的驅動單元

2. 六驅動單元組：6 動鐵單元連分頻器

三路電⼦分頻，動鐵 1､2單元 (低⾳) ，

動鐵 3､4單元 (中⾳) 和 動鐵 5､6單元 (⾼⾳) 

3. AUDIOFLEX™ SL專業級鍍銀銅絞線

4. 可塑性過⽿掛， MMCX 插頭設計可選配更換式

原廠藍⽛線材

5. 可選配⾼質量矽膠⽿塞，COMPLY™ ⾼級記憶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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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180 監聽級⼊⽿式⽿機

如果將監聽級⽿機⽐喻為朋友，AF180 將是⼀
個可以幫你搬家，當你宿醉帶給你咖啡的最可
靠的那⼀類朋友。箱體裡擠滿了 4 動鐵單元的
四重奏，這主⼒組件能帶出無與倫⽐的反應速
度和清晰度，每當我們談論精湛可靠的準確性
時 AF180 是你在舞臺上唯⼀的朋友。

規格

•驅動單元 ： 4 動鐵單元連分頻器
•頻率範圍 ： 15 ~ 25,000 赫茲
•靈敏度 ： 108 分⾙於 1,000 赫茲
•阻抗 ： 18 歐姆
•電纜⾧度 ： 1.6 ⽶ / 64 ⼨
•插頭類型 ： 3.5 毫⽶鍍⾦直⾓插頭
•保修承諾 ： 24 個⽉⾮⼈為損壞保⽤服務

4 動鐵單元連分頻器

動鐵單元提供極致的細緻的分析⼒和表達
，每個聲道均有獨⽴分頻器完美配合。

AUDIOFLEX™ SL 纜線

為舞臺上⾛動⽽設計：超輕量雙絞線的纜
線，更耐⽤ CORDURA® 編織⾯料加強記

憶性能，更能貼近⽿殼跟頭部。

監聽級⽿機包含附件

航空適配器，1/4 英⼨（6.35毫⽶）
TRS 插座適配器和清潔⼯具。

噪⾳隔離

三種可選配⽿塞 - 穹形矽膠，樹形矽
膠，COMPLY™ ⾼級記憶綿都包括

在內；可塑性過⽿掛線將跟隨你的⽿
朵的輪廓，配戴倍感舒適。

便儲存包

專屬個⼈簽名，防⽔帆布質儲存包除
了能充分保護您的⽿機，更具有充⾜

的空間存儲備⽤⽿塞和配件。

功能特徵

技術

1. 無源分頻分割⾳頻信號並將其發送到相應的驅動單元

2. 四驅動單元組：4 動鐵單元連分頻器

三路電⼦分頻，動鐵 1､2單元 (低⾳) ，

動鐵 3單元 (中⾳) 和 動鐵 4單元 (⾼⾳) 

3. AUDIOFLEX™ SL專業級鍍銀銅絞線

4. 可塑性過⽿掛， MMCX 插頭設計可選配更換式

原廠藍⽛線材

5. 可選配⾼質量矽膠⽿塞，COMPLY™ ⾼級記憶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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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160 監聽級⼊⽿式⽿機

像組裝扁平傢俱或培養⼀個體⾯的鬍⼦，我們
知道有些事情需要認真注意細節。在 AF160 的
配置中我們已經⾛⼀個新的⽔準。三動鐵單元
組將⾳頻細節⾼度還完重現，並通過你的⽿朵
為你帶來前所未有空間分離感覺體驗。

規格

•驅動單元 ： 3 動鐵單元連分頻器
•頻率範圍 ： 18 ~ 22,000 赫茲
•靈敏度 ： 110 分⾙於 1,000 赫茲
•阻抗 ： 18 歐姆
•電纜⾧度 ： 1.6 ⽶ / 64 ⼨
•插頭類型 ： 3.5 毫⽶鍍⾦直⾓插頭
•保修承諾 ： 24 個⽉⾮⼈為損壞保⽤服務

3 動鐵單元連分頻器

三個動鐵單元同時⼯作，整個頻譜提供令
⼈難以置信的清晰度，每個聲道均有獨⽴

分頻器無縫完美配合。

AUDIOFLEX™ SL 纜線

為舞臺上⾛動⽽設計：超輕量雙絞線的纜
線，更耐⽤ CORDURA® 編織⾯料加強記

憶性能，更能貼近⽿殼跟頭部。

監聽級⽿機包含附件

航空適配器，1/4 英⼨（6.35毫⽶）
TRS 插座適配器和清潔⼯具。

噪⾳隔離

三種可選配⽿塞 - 穹形矽膠，樹形矽
膠，COMPLY™ ⾼級記憶綿都包括

在內；可塑性過⽿掛線將跟隨你的⽿
朵的輪廓，配戴倍感舒適。

便儲存包

專屬個⼈簽名，防⽔帆布質儲存包除
了能充分保護您的⽿機，更具有充⾜

的空間存儲備⽤⽿塞和配件。

功能特徵

技術

1. 無源分頻分割⾳頻信號並將其發送到相應的驅動單元

2. 三驅動單元組：3 動鐵單元連分頻器

兩路電⼦分頻，動鐵 1､2單元 (低⾳) 和

動鐵 3單元 (中⾼⾳)

3. AUDIOFLEX™ SL專業級鍍銀銅絞線

4. 可塑性過⽿掛， MMCX 插頭設計可選配更換式

原廠藍⽛線材

5. 可選配⾼質量矽膠⽿塞，COMPLY™ ⾼級記憶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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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140 監聽級⼊⽿式⽿機

記得你的媽媽那神級的聽⼒哪怕是連你的臥室
窗⼝⼀丁點嘎吱嘎吱聲也能感知到嗎？如果這
媽媽級的靈敏度能反應到⽿機上將會如何呢？
AF140：⼀個動圈單元和兩個動鐵單元提供分
析及還原最複雜的⾳景，更有強勁的低⾳效
果！

規格

•驅動單元 ： 1 動圈單元 和
2 動鐵單元連分頻器

•頻率範圍 ： 20 ~ 22,000 赫茲
•靈敏度 ： 118 分⾙於 1,000 赫茲
•阻抗 ： 38 歐姆
•電纜⾧度 ： 1.6 ⽶ / 64 ⼨
•插頭類型 ： 3.5 毫⽶鍍⾦直⾓插頭
•保修承諾 ： 24 個⽉⾮⼈為損壞保⽤服務

3 動鐵單元連分頻器

三個動鐵單元同時⼯作，整個頻譜提供令
⼈難以置信的清晰度，每個聲道均有獨⽴

分頻器無縫完美配合。

AUDIOFLEX™ SL 纜線

為舞臺上⾛動⽽設計：超輕量雙絞線的纜
線，更耐⽤ CORDURA® 編織⾯料加強記

憶性能，更能貼近⽿殼跟頭部。

監聽級⽿機包含附件

航空適配器，1/4 英⼨（6.35毫⽶）
TRS 插座適配器和清潔⼯具。

噪⾳隔離

三種可選配⽿塞 - 穹形矽膠，樹形矽
膠，COMPLY™ ⾼級記憶綿都包括

在內；可塑性過⽿掛線將跟隨你的⽿
朵的輪廓，配戴倍感舒適。

便儲存包

專屬個⼈簽名，防⽔帆布質儲存包除
了能充分保護您的⽿機，更具有充⾜

的空間存儲備⽤⽿塞和配件。

功能特徵

技術

1. 無源分頻分割⾳頻信號並將其發送到相應的驅動單元

2. 混合式三驅動單元組：

三路電⼦分頻，動圈單元 (低⾳) ，動鐵 1單元 (中⾳)

和 動鐵 2單元 (⾼⾳) 

3. AUDIOFLEX™ SL 超輕量鍍銀銅絞線

4. 可塑性過⽿掛線

5. 可選配⾼質量矽膠⽿塞，COMPLY™ ⾼級記憶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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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120 監聽級⼊⽿式⽿機

好的拍檔能形成完美組合，就像芝加哥公⽜隊
的活⼒⼆⼈組邁克爾 - 喬丹 (Michael Jordan) ，
斯科特 - ⽪蓬 (Scottie Pippen)。豐富⽽深潛的低
頻､潔淨無暇的中頻和⾼頻的細節，我們結合
了兩種技術的優點：動圈單元和動鐵單元的組
合，能稱得上完美。

規格

•驅動單元 ： 9 毫⽶動圈單元 和
單動鐵單元連分頻器

•頻率範圍 ： 18 ~ 20,000 赫茲
•靈敏度 ： 108 分⾙於 1,000 赫茲
•阻抗 ： 12 歐姆
•電纜⾧度 ： 1.6 ⽶ / 64 ⼨
•插頭類型 ： 3.5 毫⽶鍍⾦直⾓插頭
•保修承諾 ： 24 個⽉⾮⼈為損壞保⽤服務

混合雙驅動單元

動圈單元和動鐵單元的混合配置提供了⼀
個溫暖⼜爽脆的反應，每個聲道均有獨⽴

分頻器無縫完美配合。

AUDIOFLEX™ SL 纜線

為舞臺上⾛動⽽設計：超輕量雙絞線的纜
線，更耐⽤ CORDURA® 編織⾯料加強記

憶性能，更能貼近⽿殼跟頭部。

監聽級⽿機包含附件

航空適配器，1/4 英⼨（6.35毫⽶）
TRS 插座適配器和清潔⼯具。

噪⾳隔離

三種可選配⽿塞 - 穹形矽膠，樹形矽
膠，COMPLY™ ⾼級記憶綿都包括

在內；可塑性過⽿掛線將跟隨你的⽿
朵的輪廓，配戴倍感舒適。

便儲存包

專屬個⼈簽名，防⽔帆布質儲存包除
了能充分保護您的⽿機，更具有充⾜

的空間存儲備⽤⽿塞和配件。

功能特徵

技術

1. 無源分頻分割⾳頻信號並將其發送到相應的驅動單元

2. 混合式雙驅動單元組：

兩路電⼦分頻，動圈單元 (低⾳) 和 動鐵單元 (中⾼⾳) 

3. AUDIOFLEX™ SL 超輕量鍍銀銅絞線

4. 可塑性過⽿掛線

5. 可選配⾼質量矽膠⽿塞，COMPLY™ ⾼級記憶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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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100 監聽級⼊⽿式⽿機

⽇常的英雄，有⼈說是魔術師。 AF100 配置⼀
個單⼀的全頻復合膜定製動圈單元，產⽣不可
思議的驚⼈聲場。 這鏗鏘⽽有⼒的輕量級復合
膜定製動圈單元承擔著 AUDIOFLY 偉⼤的標誌
聲⾳，以幫助您暢遊您的⾳樂之旅。

規格

•驅動單元 ： 復合膜定製動圈單元
•頻率範圍 ： 20 ~ 20,000 赫茲
•靈敏度 ： 108 分⾙於 1,000 赫茲
•阻抗 ： 16 歐姆
•電纜⾧度 ： 1.6 ⽶ / 64 ⼨
•插頭類型 ： 3.5 毫⽶鍍⾦直⾓插頭
•保修承諾 ： 24 個⽉⾮⼈為損壞保⽤服務

復合膜定製動圈單元

復合膜定製動圈單元產⽣不可思議的驚⼈
聲場，適合追求中⽴的聲⾳與細節的⾳樂

愛好者。

AUDIOFLEX™ SL 纜線

為舞臺上⾛動⽽設計：超輕量雙絞線的纜
線，更耐⽤ CORDURA® 編織⾯料加強記

憶性能，更能貼近⽿殼跟頭部。

監聽級⽿機包含附件

航空適配器，1/4 英⼨（6.35毫⽶）
TRS 插座適配器和清潔⼯具。

噪⾳隔離

三種可選配⽿塞 - 穹形矽膠，樹形矽
膠，⾼級記憶綿都包括在內；可塑性
過⽿掛線將跟隨你的⽿朵的輪廓，配

戴倍感舒適。

便儲存包

防⽔便儲存包除了能充分保護您的
⽿機，更具有充⾜的空間存儲備⽤⽿

塞和配件。

功能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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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C1-BTC-01
監聽級藍⽛⼊⽿式⽿機線材

可選配更換，監聽級藍⽛⼊⽿式⽿機線材，完
美配對 AF1120､AF180 和 AF160。配備⾼效
能的 AUDIOFLEX™ 編織纜線以優質的
CORDURA® 軍⽤品編織⾯料作外層保護，令線
材更耐⽤ 。

規格

•驅動單元 ： 復合膜定製動圈單元
•頻率範圍 ： 20 ~ 20,000 赫茲
•靈敏度 ： 108 分⾙於 1,000 赫茲
•阻抗 ： 16 歐姆
•電纜⾧度 ： 1.6 ⽶ / 64 ⼨
•插頭類型 ： 3.5 毫⽶鍍⾦直⾓插頭
•保固承諾 ： 24 個⽉⾮⼈為損壞保⽤服務

藍⽛傳輸

藍⽛ 4.1 ⽴體聲
aptX 無線串流技術。

機⾝防⽔保護

IPX4 等級機⾝防⽔保護。

功能特徵

15 16

⾧壽充電池

5 ⼩時連續播放，
200 ⼩時待機。

⿆克⾵與控制器

可通過按鍵式⿆克⾵接聽電話､使⽤語⾳
提⽰和控制⾳樂播放，與蘋果和安卓智慧

設備相容。



AF100W 監聽級藍⽛⼊⽿式⽿機

對⾳質追求毫不妥協，AF100W 其全頻微動圈
單元有能⼒產⽣⼼臟抽動的聲場， 軸承⼒量和
魄⼒的標誌；能激發您的腎上腺素配合⾳樂歷
奇的神奇體驗！

規格

•驅動單元 ： 復合膜定製動圈單元
•頻率範圍 ： 20 ~ 20,000 赫茲
•靈敏度 ： 108 分⾙於 1,000 赫茲
•阻抗 ： 16 歐姆
•藍⽛傳輸 ： 藍⽛ 4.1 aptX ⽴體聲

無線串流技術
•機⾝防⽔保護 ： IPX4 等級
•⾧壽充電池 ： 5 ⼩時連續播放，

200 ⼩時待機
•保修承諾 ： 12 個⽉⾮⼈為損壞保⽤服務

復合膜定製動圈單元

復合膜定製動圈單元產⽣不可思
議的驚⼈聲場，適合追求中⽴的

聲⾳與細節的⾳樂愛好者。

AUDIOFLEX CABLE™ 纜線

⾼效能的 AUDIOFLEX™ 超輕量鍍
銀銅絞線以優質耐⽤的

CORDURA® ⾯料作外層保護。

噪⾳隔離

三種可選配⽿塞 - 穹形矽膠，樹形矽
膠，⾼級記憶綿都包括在內；可塑性
過⽿掛線將跟隨你的⽿朵的輪廓，配

戴倍感舒適。

便儲存包

防⽔便儲存包除了能充分保護您的
⽿機，更具有充⾜的空間存儲備⽤⽿

塞和配件。

功能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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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傳輸

藍⽛ 4.1 ⽴體聲
aptX 無線串流技術。

機⾝防⽔保護

IPX4 等級機⾝防⽔保護。

⾧壽充電池

5 ⼩時連續播放，
200 ⼩時待機。

⿆克⾵與控制器

可通過按鍵式⿆克⾵接聽電話､使⽤
語⾳提⽰和控制⾳樂播放，與蘋果和

安卓智慧設備相容。



AF56W ⾼保真藍⽛⼊⽿式⽿機

配置我們最⼤的⼊⽿驅動單元，AF56W 提供毫
不妥協的聲⾳，對整個頻譜⾳域輸出驚⼈的清
晰度並具有豐富細緻的底頻。

規格

•驅動單元 ： 13 毫⽶動圈單元
•頻率範圍 ： 18 ~ 20,000 赫茲
•靈敏度 ： 118 分⾙於 1,000 赫茲
•阻抗 ： 16 歐姆
•藍⽛傳輸 ： 藍⽛ 4.1 aptX ⽴體聲

無線串流技術
•機⾝防⽔保護 ： IPX4 等級
•⾧壽充電池 ： 5 ⼩時連續播放，

200 ⼩時待機
•保修承諾 ： 12 個⽉⾮⼈為損壞保⽤服務

特製調⾳動態單元

特製調⾳ 13 毫⽶動態單元產⽣強
勁的低⾳應，伴隨著飽滿的中

頻跟⾼頻細節。

噪⾳隔離

兩種可選配⽿塞 - 穹形矽膠，⾼級記憶
綿都包括在內；可塑性過⽿掛線將跟隨

你的⽿朵的輪廓，配戴倍感舒適。

便儲存包

仿⽪質儲存包除了能充分保護您的⽿
機，更具有充⾜的空間存儲備⽤⽿塞和

配件。

功能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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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傳輸

藍⽛ 4.1 ⽴體聲
aptX 無線串流技術。

機⾝防⽔保護

IPX4 等級機⾝防⽔保護

⾧壽充電池

5 ⼩時連續播放，
200 ⼩時待機。

⿆克⾵與控制器

可通過按鍵式⿆克⾵接聽電話､使⽤
語⾳提⽰和控制⾳樂播放，與蘋果和

安卓智慧設備相容。

AUDIOFLEX CABLE™ 纜線

⾼效能的 AUDIOFLEX™ 超輕量鍍
銀銅絞線以優質耐⽤的

CORDURA® ⾯料作外層保護。



CLEAR-TALK™

⿆克⾵與控制器

可通過按鍵式⿆克⾵接聽電話､使⽤
語⾳提⽰和控制⾳樂播放，與⼤部份

蘋果和安卓智慧設備相容。

AUDIOFLEX CABLE™ 纜線

⾼效能的 AUDIOFLEX™ 超輕量鍍
銀銅絞線以優質耐⽤的

CORDURA® ⾯料作外層保護。

AF78M ⾼保真⼊⽿式⽿機

混合雙驅動單元︰動圈單元和動鐵單元的混合
配置。AF78M 是追求享受細膩聲⾳的⼊⾨之
選。

規格

•驅動單元 ： 9 毫⽶動圈單元 和
單動鐵單元連分頻器

•頻率範圍 ： 18 ~ 20,000 赫茲
•靈敏度 ： 108 分⾙於 1,000 赫茲
•阻抗 ： 16 歐姆
•電纜⾧度 ： 1.2 ⽶ / 47 ⼨
•插頭類型 ： 3.5 毫⽶鍍⾦插頭
•保修承諾 ： 12 個⽉⾮⼈為損壞保⽤服務

混合雙驅動單元

動圈單元和動鐵單元的混合配置提供了⼀
個不可思議⽽豐富的⾼頻和明確分頻的中

頻跟低頻應的細節。

噪⾳隔離

噪⾳隔離⽿塞式設計。 3 套
COMPLY™ 記憶綿和 3 套穹形
矽膠⽿塞，為你的⽿朵提供更
好的隔離和更好的聲⾳⽽設。

便儲存包

仿⽪質儲存包除了能充分保護您
的⽿機，更具有充⾜的空間存儲

備⽤⽿塞和配件。

功能特徵

技術
1. 採⽤精密鐳射切割通⾵管道的聲學優化，加⼯

陽極氧化合⾦外殼

2. 特製調⾳ 9 毫⽶動圈單元

3. ⾼級動鐵單元

4. 電纜應⼒消除及右邊盲⽂標記

5. 凹槽為⽿塞備件定位

6. ⾼品質的矽膠⽿塞因應您的需求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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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TALK™

⿆克⾵與控制器

可通過按鍵式⿆克⾵接聽電話､使⽤
語⾳提⽰和控制⾳樂播放，與⼤部份

蘋果和安卓智慧設備相容。

AUDIOFLEX CABLE™ 纜線

⾼效能的 AUDIOFLEX™ 超輕量鍍
銀銅絞線以優質耐⽤的

CORDURA® ⾯料作外層保護。

AF56M ⾼保真⼊⽿式⽿機

配置我們最⼤的⼊⽿驅動單元，AF56M 提供毫
不妥協的聲⾳，對整個頻譜⾳域輸出驚⼈的清
晰度並具有豐富細緻的底頻。

規格

•驅動單元 ： 13 毫⽶動圈單元
•頻率範圍 ： 18 ~ 20,000 赫茲
•靈敏度 ： 118 分⾙於 1,000 赫茲
•阻抗 ： 16 歐姆
•電纜⾧度 ： 1.2 ⽶ / 47 ⼨
•插頭類型 ： 3.5 毫⽶鍍⾦插頭
•保修承諾 ： 12 個⽉⾮⼈為損壞保⽤服務

特製調⾳動態單元

特製調⾳ 13 毫⽶動態單元產⽣強勁的低⾳
應，伴隨著飽滿的中頻跟⾼頻細節。

噪⾳隔離

噪⾳隔離⽿塞式設計。 1 套
COMPLY™ 記憶綿和 3 套穹形
矽膠⽿塞，為你的⽿朵提供更
好的隔離和更好的聲⾳⽽設。

便儲存包

仿⽪質儲存包除了能充分保護您
的⽿機，更具有充⾜的空間存儲

備⽤⽿塞和配件。

功能特徵

技術
1. 採⽤精密鐳射切割通⾵管道的聲學優化，加⼯

陽極氧化合⾦外殼

2. 電纜應⼒消除及右邊盲⽂標記

3. 特製調⾳ 13毫⽶動圈單元

4. 凹槽為⽿塞備件定位

5. 流線型的聲⾳埠，以儘量減少聲⾳失真

6. ⾼品質的矽膠⽿塞因應您的需求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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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TALK™

⿆克⾵與控制器

可通過按鍵式⿆克⾵接聽電話､使⽤
語⾳提⽰和控制⾳樂播放，與⼤部份

蘋果和安卓智慧設備相容。

AUDIOFLEX CABLE™ 纜線

⾼效能的 AUDIOFLEX™ 超輕量鍍
銀銅絞線以優質耐⽤的

CORDURA® ⾯料作外層保護。

AF45C 噪⾳隔離⼊⽿式⽿機

有⼀種脫胎換⾻煥然⼀新的感覺，AF45C 提供
清晰誠實的⾳調。明確的中⾳與充滿衝擊⼒低
⾳和令⼈驚歎的⾼⾳融為⼀體，好⽐教堂的鐘
聲與聖詩舨的和諧。

規格

•驅動單元 ： 11 毫⽶動圈單元
•頻率範圍 ： 18 ~ 20,000 赫茲
•靈敏度 ： 118 分⾙於 1,000 赫茲
•阻抗 ： 16 歐姆
•電纜⾧度 ： 1.2 ⽶ / 47 ⼨
•插頭類型 ： 3.5 毫⽶鍍⾦插頭
•保修承諾 ： 12 個⽉⾮⼈為損壞保⽤服務

特製調⾳動態單元

特製調⾳ 11 毫⽶動態單元產⽣精美平衡低
⾳､渾圓中⾳，以及令⼈難以置信的⼀個

清晰的⾼⾳。

噪⾳隔離

噪⾳隔離⽿塞式設計。 3 套穹形
矽膠⽿塞，為你的⽿朵提供更好

的隔離和更好的聲⾳⽽設。

便儲存包

仿⽪質儲存包除了能充分保護您
的⽿機，更具有充⾜的空間存儲

備⽤⽿塞和配件。

功能特徵

技術
1. 採⽤精密鐳射切割通⾵管道的聲學優化，後倉

⾦屬孔網由 58秒精細鐳射雕刻⽽成，外觀經典

優雅

2. 電纜應⼒消除及右邊盲⽂標記

3. ⼀塊成型細⾧的熱塑型塑膠外殼

4. 特製調⾳ 11毫⽶動圈單元

5. 流線型的聲⾳埠，以儘量減少聲⾳失真

6. ⾼品質的矽膠⽿塞因應您的需求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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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TALK™

⿆克⾵與控制器

可通過按鍵式⿆克⾵接聽電話､使⽤
語⾳提⽰和控制⾳樂播放，與⼤部份

蘋果和安卓智慧設備相容。

AF33C 噪⾳隔離⼊⽿式⽿機

由⾼品質的材料和精密打造，AF33C 的每次從
⼼演繹其⾳質都會令你為之驚嘆。

規格

•驅動單元 ： 9 毫⽶動圈單元
•頻率範圍 ： 20 ~ 20,000 赫茲
•靈敏度 ： 116 分⾙於 1,000 赫茲
•阻抗 ： 16 歐姆
•電纜⾧度 ： 1.2 ⽶ / 47 ⼨
•插頭類型 ： 3.5 毫⽶鍍⾦插頭
•保修承諾 ： 12 個⽉⾮⼈為損壞保⽤服務

特製調⾳動態單元

特製調⾳ 9 毫⽶動態單元使整個聲波頻譜
的聲⾳細緻重現。

噪⾳隔離

噪⾳隔離⽿塞式設計。 3 套穹形
矽膠⽿塞，為你的⽿朵提供更好

的隔離和更好的聲⾳⽽設。

⽑絨製便攜儲存袋

微纖維⽑絨製便攜儲存袋，以時
尚的⾵格設計保護您的⽿機。

功能特徵

技術
1. 雙⾊⼀次成形塑料外殼，配以鋁合⾦裝飾環蓋

2. 符合⼈體⼯學設計的熱塑型塑膠外殼提供最⼤

舒適度

3. 電纜應⼒消除及右邊盲⽂標記

4. 特製調⾳ 9 毫⽶動圈單元

5. 流線型的聲⾳埠，以儘量減少聲⾳失真

6. ⾼品質的矽膠⽿塞因應您的需求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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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調節

真⽜⽪⾰合⾦頭樑承托⼒強，持
久耐⽤，⾃我調節的三個⽅向，
這款⽿機全⼒為您打造並無縫地

適應您的理想選擇。

AUDIOFLEX CABLE™ 纜線

⾼效能的 AUDIOFLEX™ 超輕量鍍
銀銅絞線以優質耐⽤的

CORDURA® ⾯料作外層保護。

AF240 旗艦級頭戴式⽿機

以聚碳酸酯機⾝､真⽜⽪合⾦頭樑 和 ⽿罩選⽤
進⼝⾼級蛋⽩⽪⾰材料打造的 AF240 能重現細
膩的⾳⾊，伴隨其舒適輕便的配帶感是激情的
聽眾所熱設期待的。

規格

•驅動單元 ： 40 毫⽶單震膜釹磁單元
•頻率範圍 ： 20 ~ 20,000 赫茲
•靈敏度 ： 103 分⾙於 1,000 赫茲
•阻抗 ： 16 歐姆
•電纜⾧度 ： 1.5 ⽶ / 60 ⼨
•插頭類型 ： 3.5 毫⽶鍍⾦直⾓插頭
•保修承諾 ： 12 個⽉⾮⼈為損壞保⽤服務

⿆克⾵和控制器

通過⿆克⾵和按鍵接聽電話､使⽤語⾳提
⽰和控制⾳樂播放，與 Apple® 和

Android™ 智能設備兼容。

噪⾳隔離記憶海綿

⽿罩選⽤進⼝⾼級蛋⽩⽪⾰
材料精⼼挑選的記憶海綿

“記住”你的配帶形狀，隔
離外界噪⾳⾼達 20dB，提

供無可置疑的⾳質。

便儲存包

防⽔帆布製便攜儲存袋，以柔軟的
微纖維內襯持久保護您的⽿機。

功能特徵

技術
1. 採⽤精密鐳射切割通⾵管道的聲學優化，加⼯

陽極氧化合⾦外殼

2. 電纜應⼒消除及右邊盲⽂標記

3. 特製調⾳13毫⽶動圈單元

4. 凹槽為⽿塞備件定位

5. 流線型的聲⾳埠，以儘量減少聲⾳失真

6. ⾼品質的矽膠⽿塞因應您的需求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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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灣啟祥道20號⼤昌⾏集團⼤廈8樓
電話 ︰ ( 852 ) 2262 1636
嬝站 ︰ www.dchav.com.cn
郵箱 ︰ enquiry_china@ead.dch.com.hk

總代理︰

查詢電話︰ 上海 (021 ) 6086 5015 北京 (010 ) 6709 3585

廣州 (020 ) 3832 0988 成都 (028 ) 8692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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