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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i Nova 参考级一
体化播放器1 — 2

我们对音乐不减的热情，外加四十
年不知疲倦的工程创新，终于推出
Naim Uniti-我们最先进的一体化音
乐流媒体平台。

隆重介绍Naim全新革命性
一体化播放器

将数字科技和丰富的模拟信号源相结合，您可以播放、存储
您的整个音乐合集，还可以存储视频中的音频。 
 有了Uniti，您可以在一处控制您的所有音乐，让您即刻聆
听深邃、身临其境的音乐，一切尽在Naim。使用我们专门设
计的软件，将您数字音乐的每个音符用最纯正的Naim高保
真音效清晰呈现，可以用Uniti Atom、Uniti Star和 
Uniti Nova，以及我们的新款参考级及精巧设计的紧凑型服
务器，Uniti Core。

Uniti, 重塑您的音乐合集。





Uniti Core硬盘服务器
Uniti Atom一体化播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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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i 全新Uniti家族有三款一体化播放器
和一款服务器：参考级发烧级 
Uniti Nova、多功能CD播放和CD
抓取的Uniti Star，以及紧凑且十分
强大的Uniti Atom。

我们的Uniti Core硬盘音乐服务器更是这一系列的点睛之
笔，使您可以存储、流媒体播放数千张专辑，并将您所有的音
乐备份在同一位置。我们回归Uniti的制图板，创造了一系列
高尖端的系统，它们之间彼此协调作业，为您的音乐播放带
来无限可能。每个播放器都可单独或协同播放。只需添置扬
声器，即可让您的家中充满震撼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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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UPnP™ （通用即插即用）读
取您存储器、电脑及Mac中的音乐，只
需与Uniti在同一网络中即可，此外还可
以通过Naim应用掌控一切，享受高达
32bit/384kHz清晰度的重播功能。

Uniti的新特性是：为Chromecast Built-In
提供了本地支持。这款小巧的新流媒体服
务设备在支持的数百个应用中无缝连接您
的歌曲，无论是您的智能手机还是平板电
脑，都可以直接将音乐在Uniti系统中流式
播放。 

使用内置的Spotify Connect,用世界上最
受欢迎的流媒体服务发现数百万首曲目。

无损的高保真流媒体服务融入Uniti之中，
提供身临其境，高质量的听觉体验。

聆听几千个网络电台和播客，或设置您的
喜好节目，便于之后快速打开。Uniti Star
和Uniti Nova有选装项DAB+/FM作为模
块升级。

Uniti播放器配有HDMI ARC（音频回授通
道）连接，可以轻松连接电视，进而让您在
喜爱的电影或游戏中享受高保真音质。

将您的Uniti与任何兼容的蓝牙设备配对，
在该设备上轻松提供高质量的音乐重播。

从iPhone, iPad, iPad Touch, iTunes或
Apple Music中流式播放音乐。

UPnP™  
Streaming

Spotify®  
Connect

TIDAL

Chromecast 
Built-In

iRadio

HDMI ARC 
(Atom选装)

蓝牙 aptX HD

AirPlay与 
Apple Music

特性



CD音乐重播
和抓取

USB

多重数字和模
拟输入

多房间功能和
派对模式

通过前侧面板或后侧面板的USB, 连接您
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闪存盘或USB硬
盘，从而进行音乐重播，或对设备进行充
电。

Uniti Star能让您享受自己的整个CD合
集，以及喜爱的数字音乐。为您的CD制作
完美的备份，并将数据保存在本地存储器
（适用于Uniti Star和Uniti Core）或内置
存储器（仅适用于Uniti Core）中。

将Uniti与您的所有音乐源整合在一起，可
以使用数字信号输入，供电视、机顶盒或
游戏机使用，也可以使用模拟信号输入，比
如唱机（需要唱头放大）。

前面板3.5mm耳机接口配备了新升级的耳
机功率放大器，低音效果大幅提升。

使用多房间功能和派对模式，让您的家中
充满Naim音效。您的家庭网络中只需要额
外加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Uniti产品，便可
在居家多达6个房间内同步播放每一个节
奏，且全部能通过Naim应用进行控制。

播放无损音乐文件，支持格式
WAV、FLAC、AIFF和ALAC，或流式播放
MP3、AAC及Ogg Vorbis。所有Uniti播放
器还支持 DSD64 和 128 重播功能， 
且支持所有文件格式的无间隙播放时间点
跳转。

可以通过Naim应用进行无线更新，仅需轻
轻一触按钮，Uniti系统便可更新。

无线更新

耳机

文件格式支持



为了将电子音乐流媒体的音质最佳化，我们已经付出了很大努力。Uniti的
平台是一个Naim设计和打造的全新流媒体平台。整个系列的产品便是
我们在音乐实验室中大力投入时间和人力的成果 – 每个阶段的每个元
件和每种材料都经过严格检查、质疑、改良，或用新的定制部件进行更
换。 
 Uniti独一无二且异常强大的 40-bit SHARC DSP，计算能力非常精
准，每秒能计算惊人的 27亿次 40-bit 计算，使其足够强大，足以轻松
应对最复杂的音乐信号。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工程师们对产品格外呵护，
从而保护音频信号路径中的敏感元件免受数字电路的干扰– 供模拟信
号和数字信号使用的分离电路板、用来在产品两侧传输信息的光频隔离
器，以及我们音频专家的仔细测试和分析，力求找出任何杂散干扰。推动
这项数字创新的是一个A/B级的放大器。其基础源于我们最具标志性，
也是最受推崇的集成放大器–NAIT的设计。标志性的模拟技术是每个
Uniti系统的跳动心脏。它的运行速度是前代产品的二倍；这款放大器的
背后，蕴藏着所有音乐工程技术专长的精华。 
 每个Uniti系统的中心都有一个大型环形变压器，由一款线性电源驱
动，提供强大的动力，从而将吵闹的电源转变为高质量的电源，进而让音
乐电子元件大展光彩。每个系统都在索尔兹伯里经过巧妙设计和精心手
工打造，还采用了由我们的工程师、Uniti专门技术人员、及个体共同研
发的全新制造技巧，从而能够从零打造每款播放器。从Uniti系列一路看
来，您会发现该系列越来越有创意，由此带来的成果便是更强大、更清
晰，以及最终的身临其境、触碰心灵的音乐体验。

技术和工艺 数字音乐彻底改变了我们欣赏喜爱
的歌曲和专辑的方式 – 您的整个音
乐合集尽在指尖。但我们Naim相
信，便捷不应当牺牲音质。

Uniti Nova电路11 — 14



选用上乘材料…
每个Uniti系统都是手工打造，无论是单个元件，还是黑色
磨砂铝框架。此外还有防无线电干扰的特性，外壳同样还
装有供Wi-Fi和蓝牙使用的天线，从而营造出极致美观，
与我们的经典放大器交相辉映。

Uniti一体化播放器的内部
新款Uniti的一切都经过仔细审查，确保带来最佳的音
质。它非常强大，搭载超大内存，能轻松连接到新技术
产品，还能与所有Naim现有产品系列无缝结合。



革命性新流媒体平台
我们的新流媒体播放平台独一无二。它的打造出自于
我们的工程师之手，不仅尽最大可能做到不过时，而且
能提供Naim标志性的音质。这款强大的平台还可以
整合Chromecast Built-In，提供数以千计的流媒体服
务。

高尖端Wi-Fi
新Uniti播放器搭载了最新的Wi-Fi, 支持2.4和
5GHz，此外，内部缓冲及内存功能表现大幅提升。 
天线整合在散热器中 - 我们还安装了后侧反射镜， 
防止任何有害辐射进入播放器内。

数字控制的模拟音量
所有Uniti播放器的核心是高保真音量控制器，能将
模拟域的水平调节至高级的数位模拟。设计来源于我
们的NAC-N 272。其流畅的结构是受我们的参考级
放大器系统Statement的启发。





赋予新生的设计 新Uniti秉承着我们核心的设计宗旨

新的标志性数字控制的模拟音量表盘，受到了我们的参考级放大器系统
的启发，只是特性之一。此外还有工程技艺精湛的磨砂铝框架、用于热
稳定和热隔绝的突出散热器、高度抛光的全彩色LCD玻璃显示屏，为您
提供喜爱专辑的丰富图片。专为完美音质选择了专属材料，并经过精巧的
工艺处理。Uniti带来独一无二的视觉对比，是工业设计的杰作，让您的
音乐活起来。

Functional Symmetry 功能的对称
所有的功能元素都尽可能植入了Uniti的核心设计风格。CD槽采用醒目的
分割线式设计，显示屏采用整块面板的设计，所占空间和底座嵌入的商
标条包围着散热器。由此带来的成果就是视觉上轻巧、工艺上美观的外
壳，秉承最高精度的工艺。最终的成果便是我们公司的历史和当下之间
的完美结合：手工打造在威尔特郡设计并生产的产品，提供多年的满意
音乐体验，与此同时与现代音乐爱好者的需求保持完美一致。

Uniti Atom
Uniti Core15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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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i Atom是一款外观精美、紧凑型的多源音乐播放器。其精湛的音质
和各种杰出的美学特性会让您心驰神往。40瓦特的集成放大器和高保真
音乐流媒体播放能力，让您的家中充满无与伦比的音效。Uniti Atom完
美适于作为高端主系统，甚至也可以用在厨房或书房等空间十分紧凑的
位置。
 添加扬声器。我们的Naim应用适用于iOS和安卓系统，将您的所有音
乐源聚合一处。此外还可以选装HDMI 连接（音频回授通道）从而加强
电视音频，为已经异常强大的Uniti Atom锦上添花。它极富魅力的外观
和更强的音质，会让您怀疑之前没有它的日子是如何走过的。

Uniti Atom

Power-Line Lite
一款全新Naim设计的线缆，Power-Line Lite，将供应在每个Uniti系统的盒子
中（仅限英国）。Power-Line Lite与新Uniti系列一同开发，配备的线缆经过我
们Naim逾15年的试听测试，值得信赖。特点是配备了高光活动电线架；线缆采
用了配有浮动销的热固树脂外壳，从而实现优良的电接触，此外还采用了与
Power-Line相同的减弱震波技术。



Uniti Star

含义就在名中：该系统是全场之星。Uniti Star为您带来无限机遇，可以播
放、存储、提供您宝贵的音乐合集，还可以将视频音频存入硬盘。鉴于其内
置CD播放器，还配有流媒体和放大器技术，我们的工程师需要特别注意保
持其热稳定性，并减少元件之间的影响。 
 定制的集成CD驱动器还可以用来将频音频存入硬盘，使Uniti Star成为
一体化播放器系列产品中功能最多的产品。Uniti Star几乎能搭配任何种类
的扬声器，让您通过深邃、身临其境的音乐重新认识自己的音乐合集。 
 Uniti Star是一款强大的设备，为每个通道提供70W 8 欧姆；让您随心
所欲的轻松调高音量。不仅能探索数字音乐的新世界，还能与您的CD紧密
相连：强大的全新Uniti Star是不二之选。



Uniti Nova

一体化播放器能提供发烧级音质，Uniti Nova便是强有力的证明。无论
您的音乐源在哪里，都能将您的音乐转化为震撼的听觉体验。 
Uniti Nova是该系列中的参考级播放器，经过特别配置，能从这个单箱、
紧凑的外壳中，播放最佳的音质。 
 充分利用了内部的所有空间，能为每个A/B级放大器提供80瓦特的
功率，驱动硬件要求苛刻的扬声器–从每个音符、片段、合声中，您都可以
领率细节和深度。 
 Uniti Nova配有杰出的新技术，使其在同系列产品中独领风骚。电路
配有最高质量的分立元件、上乘的隔离元件、数目更为庞大的输入口，以
及一个能重新定义词语“重量级”的大型环形变压器Uniti Nova是一体化
播放器的绝佳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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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i Core

Uniti Core代表了数字音乐的精髓。这是一款非常强大的机器，能在
HDD或SSD上存储多达100000首曲目；能为多达12个流媒体播放器提
供音乐，使您能装载自行选择的硬盘
 如果您需要换新硬盘，今后再也不需要将设备送到Naim总部了。
全新的Uniti Core是一款音频技术的高尖端产品。这款精致的音乐服务
器，其每一个元素–从定制化系统、加强版音频保存引擎、线性电源，
到低振动铝制外壳–都经过精心工程打造，展现始终如一、可靠的音乐
性能，以及最高质量的音质效果。 
涉及到音频抓取、存储、分类和在一处播放整个音乐合集时，
Uniti Core可是一款省心，不将就的产品。在Uniti Core的核心深处， 
用比特完美的抓取技术转移您的整个音乐合集。



掌控您的音乐 新的定制Naim应用，使您可以轻松
控制单个或多个Uniti产品。

Uniti应用控制21 — 22

只需指尖轻轻一触，便可访问您的所有音乐：最喜爱的电台、流媒体服
务、播放列表，探索唱片目录、传记，无线更新系统。

双向遥控
Uniti无线音乐系统的全彩色LCD显示屏配有近距离传感器，手未触及，
其已唤醒。此外还配备双向智能遥控，完全解放您的动作。只要从盒中
取出我们的新款遥控，打开电源，它便会立刻与您的Uniti产品配对成功；
它简洁的线条设计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功能，以及美观的白背光按键，
是全新Uniti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购于



直观控制每个房间， 
尽在掌控。

打造您的多房间播放系统

通过Naim应用，在所有房间播放完美同步的同一曲目，或在不同房间播
放不同曲目。通过无线网络或有线以太网，将您的Uniti播放器连接到其
他Uniti或Naim流媒体产品。iOS系统及Android设备上的Naim控制应
用，让世界音乐尽在您的指尖。 
 您可以在多达6个房间内无缝同步播放音乐。轻松点击派对模式，各
个系统便开始播放同一首曲目–您可以使用我们的应用，一步调节所有房
间内的音量，一切尽在掌控。亦或者，您可以选择在不同房间播放不同曲
目，为您的家创造不同的情调和音乐氛围。

随意搭配使用Uniti设备或其他
Naim流媒体产品，在多达6个房间
内播放音乐。

Mu-so

Uniti Star

Uniti Core

Uniti Nova

Uniti Atom

Mu-so Q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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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an Vereker在他
自己的工作间1 — 225 — 26

Naim Audio的故事 哪怕最简单的想法，也可能成为伟
大成就的种子。

Naim创始人，Julian Vereker MBE (1945 – 2000)，是一位成功的赛车
手、自学成才的工程师，还是一位对音乐抱有深度激情的企业家。 
 他把业余时间用来聆听1960年代和70年代杰出艺术家的作品，还听
自己朋友的现场表演。Julian发现，家中设备的音乐重放功能，在所有关
键的部分都表现极差。他不满足于第二，开始着手做自己的放大器和扬
声器。当时的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在打下的坚实基础，日后将成为一系列
标志性、获奖的高保真产品，将成功迈入下一个世纪。Julian不在乎名与
利，只单纯地想用最真、最纯的形式享受音乐的重放。 
 这些就是我们1973年时的基础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仍然继续推动
着我们各方面的进步。我们用来达成目标的技术，将会永远随着时间改
变和发展，但我们的最终目标始终如一 – 为听众带来更深邃，更身临其
境的听觉体验。



我们原创和标志性的NAIT集成放大器于
1983年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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