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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做的事总是环绕着音乐四
周。 
我们深深知道它的重要性、它调
整心情的能力以及抒发强烈情感
的力量。因此，我们集合四十年
以上的专业经验，创造了一系列
极人性化的一体化系统，让您无
论从哪种音源播放音乐， 
所享受的都是无以伦比的聆听体
验 - 只需加配音箱即可。 

Uniti

解放数码音乐世界，让我们获奖无数的 
Uniti一体化音乐系统系列带您重新 
发现您的整个音乐库。 



每一部 Uniti 产品均备有多种
专为解放您现有音乐库而设的功
能，帮助您发现新的专辑、歌手
及歌曲。 
只需把您的 Uniti 透过以太网或
无线网络连接到您的家庭网络，
即可立时享受它们。 

Uniti

汇集全世界的音乐于一身。 光碟播放（只限 NaimUniti 2 及 
UnitiLite） 
NaimUniti 2 及 UnitiLite 让您可以享受整个光碟音
乐库，以及您最爱的数码音乐。如果您拥有仍喜欢的
极大音乐收藏库，那是最理想不过了。 

多个数码/模拟输入
透过数码输入端连接电视、机顶盒或游戏机等，以
及模拟输入端连接黑胶唱片机等装置，即可达成用 
Uniti 整合您所有音源这目的。我们甚至准备了影音
回避（AV bypass），让您可以整合环绕声家庭影院
系统。  

多房和派对模式
用我们这多房和派对模式功能让您的住家充满了 Naim 
的音乐。若您的网络里有两部以上的 Uniti 产品，您
可以在高达五间房里以完美的同步方式同时播放同一
首音乐，再使用 Naim 应用来操控整个系统。我们的 
Mu-so 无线音乐系统也可以成为多房系统的一份子。 

档案格式支持
可播放 WAV、FLAC、AIFF 及 ALAC 格式的无损音乐或
串流播放 MP3、AAC 及 Ogg Vorbis。SuperUniti 也
可以播放 DSF.64 或 DFF.64 DSD 档。 

UPnPTM 串流播放  
透过 UPnP（通用即插即用）来从与您的 Uniti 同一
个网络上的储存装置、电脑或苹果电脑读取音乐，您
也可以使用 Naim 的应用小软件轻轻松松的享受高达 
24位/192千赫兹的高清音乐。

Spotify Connect
用内建的 Spotify Connect 功能发现世界最热门的串
流播放服务上数以百万计的歌曲。您的 Uniti 产品将
直接与 Spotify 服务器联系，让您的智能装置可以运
行其他应用或甚至进行通话，因而节省其电池耗量。 

互联网/DAB/FM 广播 
收听数以千计的互联网广播电台及播客，您也可以收
藏最爱的电台随时收听。只需连接天线即可收听 DAB 
和 FM 广播。 

蓝牙（aptX）
把您的 Uniti 与可相容的蓝牙装置配对，即可直接
在该装置上播放音乐。Uniti 可相容高质 aptX 音频
解码。 

USB/iPod
用前面板的 USB 连接您的 iPod、iPhone、iPad、MP3 
播放器或记忆棒，即可播放音乐或给装置充电。

功能

有关进一步信息，请浏览 naimaudio.com/uniti



我们尽一切努力给您呈现最高质
量的数码音乐串流。 
独特的 Naim 软件不但能使抖动
减至最低（数码音乐串流固有的
定时误差），也把接收的数据升
频补强以确保最极致的音质。我
们非常小心保护音频通道上的敏
感元件不受数码电路的干扰–我

数码音乐已经全面改革我们享受音乐和专辑的
方式 —— 您的整个音乐库就在您的指尖。在 
Naim，我们相信便利不应牺牲质量。 

技术与手工

们采用了光学隔离，在产品的两
边用光来互相传输信息，以将干
扰减至最低。这一切都是在一瞬
间发生的，您只会发现您音乐中
更多的清晰度。
这数码发明是用我们最具代表性
的放大器——NAIT为基础设计
出来的合并式功放。它是每一

部 Uniti 产品的核心引擎，它
载着我们所有的音乐技术。巨型
的环形变压器给这音乐电子装置
供应其爆发力所需的动力，把大
噪音的主供电器转换为高质的电
源。整部产品都在英格兰萨莉斯
布里由我们拥有高技术且热爱音
乐的技术人员亲自设计并以人手

装配。 
当您把您的 Uniti 系列产品向
上升级时，您就会发现更多的新
发明，给您更多勁度、更高清澈
度，而最终达到更富感染力、更
震撼人心的音乐体验。 



UnitiQute 2 是纤型的多源音乐播
放器，所配备的 30瓦特合并式功
放足以让您的房间充满不可思议的
高保真音乐。 
可串流高达 24位/192千赫兹的高
清度；让 Spotify Connect 带您
发现新的音乐世界；收听 DAB/
DAB+、FM 和互联网广播；透过蓝

UnitiQute 2

牙（aptX）或 USB 输入播放移动
装置上的音乐；或连接到 DVD 数
码光碟播放器、电视机顶盒及游
戏机享受高质娱乐。UnitiQute 2 
是最完美的纤型主系统，它也是
厨房、卧室或书房内节省空间的
首选。  

重量级音响的轻量级播放器 – 
UnitiLite 把 Naim Uniti 2 的所
有卓越功能融入了一个纤巧的机
箱里。 
它是动力与精准的最佳结合，
具备整合式光碟播放器、50瓦
特功率放大器、内建 Spotify 
Connect、蓝牙（aptX）连接、FM/

UnitiLite

DAB/DAB+ 及互联网广播，还有
多个数码和模拟输入端。和所有 
Uniti 一体化播放器一样，透过 
UPnP 从音乐服务器或电脑播放，
它可以给您的数码音乐库注入真
正的 Naim 音质。它体积虽小，确
能散发超强的动力。



我们获奖无数的 Naim 一体化播放
器最新的转型 NaimUniti 2 融合
了极震撼的音乐技术以及令人赞
叹的多种功能。 
它能以 Naim 精准工程制造的弧
向机制播放光碟；透过有线或无
线连接串流播放高达 24位/192
千赫兹的高清度；收听 DAB/DAB+

NaimUniti 2

、FM 或互联网广播；用 Spotify 
Connect 发现数以百万计的音乐，
或透过蓝牙（aptX）或前面板 USB 
输入端从您的移动装置播放音
乐。若要探索高保真数码音乐的
世界而同时保留直接播放音乐光
碟的选择，NaimUniti 2 将是最理
想的方案。 

SuperUniti

SuperUniti 证明了一体化系统也
能达到高保真音质。 
无论您所选的是那种音源，您的
数码音乐仍然会被转换成最极致
的音质享受。串流播放高清 24
位/192千赫兹档；用 Spotify 
Connect 探索音乐世界；收听互联
网/DAB/DAB/FM 广播电台；用蓝牙

（aptX）或前面板 USB 连接到您
的移动装置；或甚至连接到电视
机或游戏机以享受最高质的音乐
娱乐。 
让 SuperUniti 在同一系列中脱
颖而出的原因是我们给它加入了
一些高端技术。那是开发自我们
顶级 NDS 网络播放器的 DSP 软

件（数码信号处理），让系统
能达到最纯净的音质，使它能处
理 DSD 64 音档。再配上能根据
旋转控件的转速自动调节声量的
二合一声量控制，那就完美无瑕
了。它也备有十输入端的数码模
拟前置放大器，以及双声道每频
道80瓦特的功率放大器。总的来

说，SuperUniti 是一体化系统的
最极致体现。 



UnitiServe

用我们的 UnitiServe 硬盘播放器
与服务器把您整个音乐库搬到线
上。 
UnitiServe 配备了我们的特级完
美转换技术，它庞大的 2TB 内置
硬盘能储存数以千计的专辑，即
使您的音乐库大多数为无损 WAV 
或 FLAC 格式也没问
题。UnitiServe 能透过 UPnP（通
用即插即用）即时让您透过 Naim 
件以及任何 Uniti 一体化放器浏
览并播放整个音乐库。如果您已

经拥有储存装置，我们也同时制
造了 UnitiServe SSD，这是拥有
所有 UnitiServe 卓越功能的机
型，所不同的只是它没有 2TB 内
置硬盘罢了。无论您选择哪一
型，UnitiServe 将能成为您最完
美的家居音乐集合点。  
储存与串流播放音乐，只是 
UnitiServe 的一部分而已。当您
转换光碟音乐时，这过程只不过
包括把光碟放入再等候几分钟，
而所转换的音档将使用 Rovi 的

庞大线上数据库进行自动分类。
只需透过歌名、歌手、歌类、演
奏者或作曲家即可进行搜寻。您
也可以自行创建并储存播放清
单。此外，它也特设一个额外文
件夹来储存下载和转换至其它装
置的音档，让您可以把整个音乐
库集中起来。它也同时备有自动
备份功能以保护您的音
乐。UnitiServe 将自动扫描整个
网络里的共享音乐档，包括您的 
iTunes 音乐库。UnitiServe 是最

简单的转换、储存、分类及播放
您整个音乐库的方式，而且丝毫
无损音质。
您也可以用 UnitiServe 作为独立
的数码音源 – 只需连接到数码
模拟转换器或具备数码输入端的
放大器即可。如此一来，您就可
以再电脑使用 Naim 的桌面客户
端或苹果电脑、iOS装置和安卓装
置的 n-Serve 应用来操控它。 

以音乐爱好者为设计重点，我们
这操控应用软件以简单的界面带
着丰富的功能，把整个音乐世界
放在您的指尖。 
您将能进行您所可想到的操控，
包括播放、暂停、跳过歌曲；浏
览专辑、歌手、歌曲、广播电台
和播客；创建候播清单和预设广

NAIM 应用软件

播电台；当然，还可以调校声量。 
Naim 应用软件也有一些独特的功
能，让您可以探索您的音乐库。
在使用 UPnP 时可使用的虚拟专辑
小册子*给您有关您的专辑的深层
信息，这远比传统式音乐光碟小册
子及密纹唱片封套所含的信息更丰
富、更全面，包括唱片作品目录、

个人资料、评论、同类音乐推荐
等等。 
* 虚拟专辑小册子仅限于 iOS 版的 Naim 应用软件



多房

只需选择透过产品的前面板或
遥控器，或 Naim 应用程式的
设置菜单里选择「房间」，即
可把您的任何一台 Uniti 播放器
设为主机。 
该播放器即可从它的 UPnP、USB/iPod 或 
iRadio 输入端口在您的家庭
网络里串流播放音乐到其它房间里的高达 
四台客户端播放器，并且将启动您整间房

Uniti以完美同步的方式
把音乐渗透您家里的
每一个角落。 

屋的主机声量控制和点播功能。
只需加入UnitiServe硬盘播放器/服务
器，即可形成一套完整的 Naim 系统。它
能把音乐透过UPnP传送至家中任何一部
播放器，同时让您轻易的把您的光碟收藏
库存上线。我们新的 Mu-so 无线音乐
系统也能凑热闹，成为多房客户端播放器
的一份子。Uniti 提供完美、简单且丝毫

无损音质的整套家庭娱乐系统。

Expanded system: Other devices

电视机 PC / Mac 手提电脑

DVD播放器

游戏机

iPod卫星电视接收器AirPort Express

基础设施：
网络连接

ADSL wireless router

Wired connection

Wireless connection

扬声器（音箱） 操控

Remote control

Bookshelf Floorstanding

iPad/iPhone/iPod/Android 
touch App

核心系统： Naim 装置

SuperUniti

UnitiServeUnitiQute 2

NaimUniti 2 UnitiLite

Mu-so

UnitiLiteUnitiQute 2

NaimUniti 2UnitiServeSuperUniti

Mu-so®



N A I M 音响的故事

Naim 的创始人 Julian Vereker 
MBE (1945-2000) 是一名成功的
赛车手， 他是自学成才的工程
师， 也是一名热爱音乐的
实业家。他在空余时间喜爱聆听6 
0 和7 0年代最佳艺术家的作品， 
他也非常喜欢欣
赏朋友们的现场演出。

他发现在家里聆听音乐的感官享
受在各个最重要的方面均远
远不合理想。 
不甘心妥协的他开始设计自己的
放大器和扬声器， 他完全没意识
到他正为日后延至
下个世纪那一系列极具代表性和
获奖无数的高保真产品奠定了最

稳健的基石。对名
利毫无概念的J u l i a n 只是
单纯的希望以最
真实、最纯净的方式重现音乐。
那是我们于1 9 7 3 年创立时的
核心价值，
而这些价值至今仍持续的驱动着
我们每一方面的发展。虽然我们

即便是最简单的想法也能 
成为最不朽事业的种子。

用来达致目标的科技将不断的与时并
进， 但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忠贞不变
的— — 给我们的聆听者更有内涵， 
更丰富的音乐体验。



naimaudio.com

Go Deep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