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大陸音響品牌名錄 
唐道濟 

中國音響器材的著名品牌有很多，下面是一些主要生產高檔器材及有特色廠家的品牌

簡介。 

 

德生(TECSUN 德生)  德生通用電器製造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4 年，以生產收音機等消

費類電子電器類產品為主，以高品質深受消費者信任，產品遠銷美國、加拿大、俄羅斯、

歐洲、中東、越南。德生通用電器製造有限公司另設德生數碼科技有限公司研發、生產數

位聲頻設備。公司設在廣東東莞市，使用 TECSUN(德生)商標。創始人董事總經理梁偉。 

     

                                 梁偉總經理 

梁偉  華南理工大學無線電工程系無線電技術專業畢業。曾工作于廣東省氣象局海洋

氣象研究所計算室，中國電子進出口總公司華南分公司，後任廣州迪桑電子有限公司副總

經理，1994年創辦德生通用電器製造有限公司，任董事長。熱心公益，積極支援在大學及

廣播電視單位的歷史博物館建設，2006年把多年收藏捐贈給母校華南理工大學建立中國高

校首個無線電電子博物館，為華南理工大學及中國傳媒大學等單位的博物館建設捐贈了數

以百計的展品。 

 

斯巴克(Cayin 凱音)  斯巴克電子設備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3 年，屬於中航集團旗下的

國有企業，是設計製造高保真聲頻功率放大器及其它音響器材的專業企業，國內資深膽機

製造商，產品遠銷日本、美國、德國、加拿大、澳洲、希臘等國家和地區，在國內外有一



定知名度，受到消費者喜愛和好評。公司設在廣東珠海市，早期使用 SPARK Audio(斯巴克

音響)、SPARK（斯巴克）商標，現在使用 Cayin（凱音）、CATIC（凱迪克）商標。 

 

 

歐博(Consonance 和韻)  歐博音響技術公司成立於 1994年，是一家以生產電子管聲頻

放大器為主導產品的音響器材製造公司，產品包括放大器、CD 機、LP 轉盤、號角音箱、

數字聲源等，“樸素 · 人性”是其音響美學思想。是最早進入國際市場的大陸音響廠家，

在海內外專業評比中獲得眾多獎項，有良好口碑。公司設在北京，使用 Consonance(和韻)

商標，早期用左圖，1996 年起改用右圖。創始人劉士琿。 

     
                                                                劉士琿總裁 

劉士琿 (劉朝輝)  成長于北京外國語大學的特殊環境，孩提時開始接觸西方古典音

樂，8�歲自己動手製作收音機。大學主修光學儀器專業，曾在軍工廠及中關村民企從事研發

工作，創建歐博公司後，更樂此不疲，積累了豐富的設計經驗，不失時機地放開眼界，整

合國內外資源，把愛好變為工作和事業，本著 “樸素·人性” 的音響美學思想，製造產品。

他興趣廣泛，崇尚藝術，追求品味生活。也是音樂的推廣者和唱片的收藏者、鑒賞家。 

 

金瑯(AURUM CANTUS 金瑯)  金瑯音響有限公司創建於 1994 年，為海皇集團公司屬

下一家專業開發製造 HiFi 揚聲器系統的生產商，立足於 Hi-Fi 揚聲器和 Hi-Fi 揚聲器系統的

研製與開發，產品受國內外音響愛好者歡迎，出口美國、加拿大、日本及歐洲諸國。公司

設在山東蓬萊市。使用 AURUM CANTUS(金瑯)商標。 



 

 

惠威(HiVi 惠威、Swans 天鵝)  HiVi 惠威 1991 年成立于珠海，是專業製造高級揚聲

器的音響廠家，現總部 Swans Speaker Systems.Inc 設在美國洛杉磯，是 HiVi 惠威的管理、

電聲技術研究和高級揚聲器零部件生產中心，產品屢獲國際讚譽，目前已成為世界頂級的

揚聲器及音箱製造跨國公司。使用 Swans(天鵝)，HiVi(惠威)商標。創始人姚洪波。 

      
                        姚洪波總裁 

姚洪波 (1964 年— )  生於中國哈爾濱，1999 年加入加拿大籍，現為美國聲頻工程學

會 AES 會員。從小學過繪畫，生存理念是“賣智慧，不賣汗水”。1988 年畢業於陝西漢中

012 工學院電腦自控系，1991 年在深圳創辦中國第一家專業製造 Hi-end 揚聲器廠家，1993

年移師加拿大建立惠威北美總部，成為一家中國血統的跨國音響公司。 

 

鐘神(鐘神)  鐘神音響科技有限公司是生產 HiFi 功率放大器和其他音響器材的廠商，

公司成立於 1993 年，是國內創立最早的幾家高保真音響公司之一，產品門類齊全，影音並

舉，走精品路線，在國內外有很高知名度。公司設在廣東臺山市，使用印章形鐘神商標。 

 
 



德頌(DUSSUN 德頌)  德頌電子有限公司(原名柯頌)是一家專注於研究和生產高保真

聲頻器材的專業公司，具有 25 年以上專業經驗，其系列功率放大器、系列交流淨純電源、

電源品質測試儀等產品，以其先進科技體現了優良、可靠的性能，已立足國際市場，受到

音響愛好者廣泛讚譽。公司設在上海，使用 DUSSUN(德頌)商標。總經理、總工程師鄒元

元。 

    

            鄒元元總經理 

鄒元元  原上海無線電二廠工程師，“紅燈”放大器的設計者，柯頌公司的總設計師

和股東，2005 年末自創德頌電子有限公司，從事優質功率放大器、交流淨純電源等的研發

生產，工作嚴謹。 

 

羽商(Classic 藝術家)  羽商電聲技術有限公司 1999 年成立，是以電聲產品研製、開

發、生產為主項的經濟技術實體。其產品劃分為民用系列、專業系列以及電晶體、電子管

兩大類。設計上特別注重音響性能與音樂藝術審美間的平衡，其生產的聲頻放大器在國內

外頗具影響，多次獲得獎項，受到音樂、音響愛好者的喜愛。公司設在北京，產品商標 Classic

（藝術家）早在 1994 年便已註冊。創始人、設計師于建兵。 



    

于建兵設計師 

於建兵  錄音師出身的設計師，其獨特的人文背景，形成了其設計風格的不同，並延

伸至 Classic(藝術家)電聲產品，始終貫徹其在技術、藝術、文化、以及美學方面的理念

與追求，擁有多項電聲專利技術，產品設計風格規矩嚴謹，在唱片錄音及文學創作方面頗

多成績。 

 

山靈(SHANLING 山靈)  山靈數碼科技發展公司創始於 1988 年，是集音響設備研發、

生產、加工、銷售於一體的高新技術合資企業，產品門類齊全，如放大器、CD 播放機、解

碼器、耳機放大器、媒體流播放器等，擁有多項專利技術使用資格，在業界享有良好聲譽。

公司設在廣東深圳市，使用 SHANLING(山靈)商標(左為老商標)。 

   

 

科寶(AUDIO SPACE)  Audio Space(科寶膽機)，總部在香港的科寶技術發展有限公司

前身是超域音響，創立於 1994 年，2004 年更改為現名，國內擁有生產廠房，從事真空管

放大器及揚聲器系列發燒音響產品的研發、設計、製造、銷售、售後服務。使用 AUDIO SPACE

商標。 

 



 

音樂時空(MUS)  音樂時空電子科技有限公司(原音樂時空膽機製造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2 年，研發、設計、生產製造高品質電子管放大器及數位影音產品，好聲音好品質才是

硬道理是其理念。產品以用料講究、聲音優異，深受好評，獲眾多媒體推薦，多次獲獎，

中國 2014 年度十大 Hi-Fi 音響品牌獎。公司設在浙江嘉興市，使用 MUS(Music Spacetime，

音樂時空)商標。創始人李克儉。 

    
                              李克儉董事長 

李克儉 (1957年 5月— )  酷愛音樂與音響，做事執著、認真。1996 年 8月棄政從商，

成立嘉興原韻音響有限公司，從事音響器材的批發、零售、工程安裝。2002年 9月公司更

名為現名，本著“製造快樂，享受幸福”的宗旨，致力於電子管高級音響及數碼類產品的

研發生產，產品出口多個國家和地區，曾多次獲獎，公司生產的一體化智能網路多媒體影

音系統獲中華人民共和國發明專利。 

 

昆河(QAT)  昆河寶珍音響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音響設備研發和生產企業，追求品質

Quality、藝術 Art 和科技 Technology 的完美結合是其產品和經營理念，公司于 2006 年成立。

昆河音響致力於設計和生產高端音響產品，產品包括數位音樂伺服器、功率放大器、有源

音箱等，以造型簡約、色彩炫酷引人注目，產品獲美國消費電子協會(CEA)2013 年度國際

消費類電子產品“創新設計工程獎”，中國創新設計紅星獎，國內、國際知名媒體給予優

秀測評及報導。公司設在北京，產品使用 QAT 商標(左為老商標)。董事長張治歉。 



        
                              張治歉董事長 

張治歉 (1961 年 8 月— )  畢業於浙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Bi-medical Engineering）

專業，做事嚴謹、認真、敬業。1995 年創立昆河醫療設備有限公司（KUNHAP Medical），

有良好的藝術見解，憑藉著獨特而嚴謹的學術背景以及對音樂和音響的執著熱愛，2006 年

初創立了昆河音響公司（QAT Audio），QAT 表達了其追求“品質”、“ 藝術”和“科技”

的完美結合的產品理念，是首家高端音樂服務器生產企業，在全球第一個推出智能無線操

控終端，走在行業前列。 

 

星(meixing 美星，MING DA 銘達)  美星電子廠成立於 1991 年，是專業電子管放大器

製造商，產品銷往美洲、歐洲、中東、亞洲等地，多有好評，產品曾在英國和挪威獲獎。

公司設在廣東珠海市，使用 meixing(美星)，MING DA(銘達)商標。 

    

MELODY (Melody 麥麗迪)  澳大利亞世和國際發展公司設計研製的電子管放大器，

生產及 QC 均在國內進行。使用 Melody(麥麗迪)商標。 

 
 

度高(Dugood 度高)  度高電聲技術開發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2 年，致力於高保真音響



設計、製造，以及電腦軟硬體開發，其高清/高保真 DVD 機、CD 機、解碼器、硬碟播放器

等產品享有聲譽。公司設在廣東深圳市，使用 Dugood(度高)商標。 

 

 

八達(bada 八達)  八達音響器材廠是一家較早開發 HiFi 產品的廠家，產品有高端音響

器材、AV 放大器、膽石結合音響產品、線材等，有很好的信譽和口碑。企業位於廣東佛山

市，使用 bada(八達)商標。 

 
 

聲雅(Sheng Ya 聲雅)  聲雅音響電器有限公司(原聲雅音響器材廠)，1991 年創立，致

力於各類音響產品開發及生產，專注音響系統工程集成領域，受到廣大音響愛好者喜愛，

德國《Stereo play》雜誌評為歐洲地區暢銷音響產品。公司設在廣東中山市，使用

SHENG YA(聲雅)商標。 

 
 

新德克(xindak 新德克)  新德克電子有限公司 1992 年開始啟用新德克商標，是中國西

部最具規模的家用高保真音響生產製造企業，產品有放大器、聲源、音箱、線材等，在業

界有很高知名度，國內外媒體多有好評。公司設在四川成都市，使用 Xindak、Audreal、

Soundright 商標。 

 

 

美之聲(MASTER 美之聲)  美之聲音響製造有限公司是國內最早研製、生產高檔揚聲



器及音箱的廠家之一，產品在國內外建立有良好聲譽，是國內走向高檔 Hi-End 最成功的音

響品牌之一。公司位於廣東珠海經濟特區，使用 MASTER(美之聲)商標。 

 
 

惠普(COMPACT 惠普)  惠普音響實業公司 1993 年成立，為國內知名品牌，主要生產

製造音箱，惠普創牌之作小旋風系列音箱深受廣大音響愛好者好評，號稱中國小旋風。公

司設在廣州，使用 COMPACT 商標(左為老商標)。 

    
 

鳳鳴祥(FONMIX 鳳之聲)  鳳鳴祥音響科技有限公司 1992 年創立，產品包括 Hi-Fi 放

大器、AV 放大器及音箱，在業界享有良好聲譽。公司設在廣東臺山市，使用 FONMIX(鳳

之聲)商標。已退出市場。 

 
 

麗磁(Line Magnetic 麗磁)  麗磁音響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5 年廣東珠海市，為珠海麗磁

和佛山麗磁兩家實業公司組成的綜合性企業，研發、設計、生產製造高品質音響產品，包

括古典式勵磁喇叭、複刻古董電子管功率放大器，以及 CD 播放器、電源等。產品遠銷國

外，其復古音響獨樹一幟。使用 Line Magnetic(麗磁)商標，2015 年 6 月後高端產品改用

ANALOG MUSIC(麗磁安歌)商標。創始人鄭財。 



     
                                        麗磁創始人鄭財 

鄭財 (1948年 5月 5日—2014年 4月 27日)  東北長春人，畢業於北京廣播學院。1984

～1991 年任長春無線電一廠修理部總工程師。1993 年任斯巴克電子設備有限公司副經理和

總工程師。1996 年與中山林傑先生在中山沙溪成立康信柴爾電子工業有限公司。2001 年與

廣州番禺馮振威先生共創大派音響器材公司。2002 年～2004 年在廣州為海外品牌提供

OEM，設計晶體機放大器和 CD 播放機，並潛心鑽研古董音響。2005 年在佛山創辦麗磁音

響公司，為從事研發、複刻、改良、定制西電經典名器為主的電子生產企業。 

 

晉揚(ELITE 傑作)  晉揚音響有限公司 1995 年註冊於，是一家專業音響公司，生產製

造的傑作系列音箱，深受廣大音響愛好者喜愛。公司設在廣州，使用 ELITE(傑作)商標。 

 
 

天逸 (Tone Winner 天逸)  廣州天逸電子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9 年, 與 1992 年成立的成

都亞迪實業有限公司歸屬同一法人，兩公司相繼相承、共用資源和資訊，合作研發、製造

HiFi 放大器、AV 放大器、音箱、多媒體音響等，國內首批獲得美國杜比數位、dts、BBE、

SRS 等認證。產品遠銷幾十個國家地區，使用 Tone Winner(天逸)、Winner 商標。 

    
 



原創(Original 原創)  原創電子有限公司創辦於 1999 年，是從事研發、設計、生產、

銷售高級數位化音響的企業，已於 2013 年結束業務。公司設在廣東珠海市，使用 Original

商標。 

 

 

OPPO 影音(OPPO)  歐珀移動通信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2 年，位於廣東東莞市，為智

慧型終端和移動互聯網公司，主營產品有耳機、耳機放大器、藍光播放機等。其藍光播波

機贏得業界一致稱讚，多家主流媒體推薦好評，深受用戶喜愛，BDP-103 獲美國消費者聯

盟旗下 Consumer Reports 評測榜首，歐洲影像及音樂協會(EISA)評為 2013-2014 年度歐洲最

佳家庭影院全能播放機。使用 OPPO 商標。 

 
 

世紀格雷(CEN.GRAND)  世紀格雷數字媒體科技有限公司位於廣東深圳市，致力於高

端數位媒體設備的研發，公司與歐美核心方案商建有合作關係，將 HIFI 音頻技術與視頻技

術融合，產品有數位播放器、解碼器、藍光播放器、硬碟播放器和功率放大器等。使用

CEN.GRAND 商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