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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常欢迎游客来苏格兰格拉斯哥参
观我们的工厂。 

来参观 Linn 并享受一段导游解说旅程
吧。所有承载 Linn 品牌名称的东西都是
基于同一规范进行设计和制造的，因此
您可以观看公司的所有流程。

发送电子邮件至 helpline@linn.co.uk
我们将与您取得联系进行细节安排 。

LINN

是全球顶尖的音响系统设计和制造商，
公司成立于 1973 年，总部在苏格兰。
所有音响设备都由 Linn 自己制造，并且
可以为高端家用高保真音响系统提供齐
全的系列部件，产品线包括业内顶尖的
网络音乐播放器及 Sondek LP12 品牌唱
机转盘。2002 年 Linn 获得了皇家御用
保证 (Royal Warrant) 奖章并于 2012 年
赢得创新科技女皇企业 (Queen’s Award 
for Enterprise in Innovation) 称号。同
时，Linn 还录制音乐并销售高解析度 
Studio Master 以供下载。 

关于 L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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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LINN

为何我们热爱音乐

一切以音乐为理念。我们以音乐为生活
基调。这是一种非常强大且个性化的能
量。

聆听音乐可以改变我们的感官和行为方
式。它可以捕获片刻并强化我们的情
感。

Ivor 创建 Sondek LP12 的初衷并非想要
建立一家企业，仅仅想在家欣赏美妙的
音乐而已。

正是处于对音乐的热忱，促使我们设计
并制造出了世界上最好的音响系统。 

THE SOUND OF SUNDAYS
Matthew, Dalston



全心为您－－手工制作及测试过程都由
同一人完成

承载 Linn 名称的一切都经过专业设计。
我们对所有生产流程进行管理，从金属
壳铸造到先进电路的设计。我们的扬声
器在车间内制造，产品包装发运前我们
的系统由手工组装及所有每部分均单独
进行测试。

我们采用的并非标准式生产线作业。每
套产品的制作、测试及包装都由单人独
自完成。他们会花费必要的时间来确保
产品达到 Linn 的标准。随后他们会在相
关产品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后安排发货。
所有 Linn 的音响都按照这一流程执行。
这是我们致力于卓越、细节、我们对音
乐的热情以及我们为之骄傲的标志。 

基业长青 
 
您拥有 Linn 产品的时间越长，
就会越喜欢它。您可以从小处开
始并构建起自己的一切。我们的
产品采用模块化结构，并且我们
相信开放式系统可以与您使用的
其他产品兼容。因此您可以按照
自己的步伐来进行功能扩展或升
级。无需着急，Linn 产品信奉的
原则是基业长青。 

关于 LINN



LINN 系统

Linn 系统改变了您在家欣赏音乐、电
视、玩游戏及收听广播的方式。所有系
统都配备了 Linn DS 家庭网络音乐播放
器，并且提供了同样强大的功能，因此
您只需确定您喜欢的音质品质以及在哪
里欣赏即可。

有四个性能等级可供选择，从 Kiko 到 
Klimax。

更多信息：
Kiko 系统
Majik 系统
Akurate 系统
Klimax 系统

选择我们预先配置好的系统，
或者在基础系统上进行组合，
实现您想要的高保真系列。我
们拥有个性化高保真系列部件
的完整产品线，因此您可以定
制、任意搭配以达到您的理想
目标——为您的家选出最佳组
合。

LINN 系统



LINN 系统能做什么

让您的典藏音乐、电影、游戏、电视及
广播秀的音质变得更完美，并且配备 
Linn 网络音乐系列。 

让您在家倾听的所有声音联系在一起，
并让高解析度音频在所有房间内流淌。
让您的数字音乐真正释放出其潜能，并
实现对整个音响系统的无线控制。

您想做什么？

无线播放音乐
在线流畅欣赏音乐和电影
与您的客厅实现连接
远离电脑
在任一房间内享受音乐
欣赏高解析度音乐

LINN 系统



SONGCAST

下载我们的 Songcast 应用，
并在家里的任一台电脑上共
享音乐。这非常简单。所有
能在电脑上播放的内容都能
通过 Linn 进行播放，并且能
在 Linn 上播放的所有音频都
能在其他房间进行共享。

我们提及 AIRPLAY 了吗？

按下您 iPad、iPhone 或 
iTunes 上的 AirPlay 按钮，就
可以在您的 Linn 系统中播放
喜欢的歌曲。

无线播放音乐

下载我们的 Songcast 应用并通过您的 
Linn 系统在电脑上播放所有音乐。或用  
 
Linn 的 Songcast 应用从任何 PC 或 Mac 
无线发送音乐，并通过 Linn 系统进行播
放。或者在 iPhone、iPad 或 iTunes 账
户中点击 AirPlay 按钮进行播放。

LINN 系统能做什么



如果您通常在电脑上播放，
现在就可以在 Linn 上播放
了。这就是数字流媒体的灵
活性所在。所有您喜欢的在
线应用都可以从 Linn 系统上
获益。下载 Songcast 并打开
您的 Linn 系统吧——就这么
简单！ 

这是一样容易：

下载 Songcast

在您的 PC 或 Mac 上按下播
放按钮
 
利用您的 Linn 系统进行欣赏

在线流畅欣赏音乐和电影

通过 Linn 系统，可以让您喜欢的在线
音乐和电影音质变得更好。仅需下载 
Songcast，按下播放按钮就可以享受 
Linn 的品质了。通过 AirPlay 同样可以
进行播放。 

LINN 系统能做什么



第一次欣赏高品质的游戏、
电影、蓝光和电视节目 

与您的客厅实现连接

通过 HDMI 接口与您的数字电视、蓝光
播放器或游戏控制台进行连接。通过模
拟、数字或光纤输入接口将其与唱机转
盘或其他高保真设备连接起来，并在您
的家庭网络上共享所有音频资源。

LINN 系统能做什么

通过 HDMI 接口与您的电视、
蓝光或 DVD 播放器、游戏
机、Xbox 等设备进行连接。

您电脑上或在线可访问的，
能播放或能共享的所有内容

将您的唱机转盘连接至内置
式唱头放大器或使用外接唱
头预放器进行连接

通过模拟和光纤输入接口将
其与您想改善其音质的设备
连接起来，如模拟式调谐
器、光碟机



对 Linn 控制器进行混搭，就
可以让您的所有家庭成员都
能挑选自己的最爱了。控制
且自由——这原本就是数字
音乐应有的方式。

电话、iPad、笔记本电脑及 
iPod……甚至卑微的遥控器
都能派上用场。 

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在很多
方面表现的非常突出，但打
造优质的音质却不是其强
项。 

一旦拥有 Linn 网络音乐系
统，您再也不会指望电脑的
扬声器了。让专家来接手这
一切吧——用电脑保存，用 
Linn 播放。

远离电脑

您可以将音乐系统放在任何地方，都可
以实现对音乐的方便控制。浏览一下您
的所有收藏——弹开专辑并创建一份夜
晚播放清单。在广播和聆听最新播客之
间进行切换。所有操作都能通过手持式
遥控器来完成。

LINN 系统能做什么



您播放的任何内容都可以在
其他房间共享。

开个世界上最好派对，有时
您想所有地方都播放同样的
内容，如今您可以做到了。 

让每个房间都能从您的共享
音乐库中设定各自的音乐。
您可以用任何一个控制器来
改变某个房间的音乐。

在任一房间内欣赏音乐

您要想欣赏美妙的声音，而 Linn 系统可
以放置在任何地方。您在 Linn 上听到的
任何音频都能在其他房间的 Linn 系统上
共享。让每个房间都能从您的共享库中
设定各自的音乐或都播放相同的内容。

LINN 系统能做什么



无论是苹果无损(Apple 
Lossless)、WAV、FLAC 或
者是介于其间的任何格式，
我们的系统都能处理。Linn 
网络音乐播放器是在基本配
置的基础上构建而成，以求
将您要播放的内容完美地再
现，在您尝试播放 24 比特
高解析度音频时，其音质也
能非常好，给您带来震撼的
效果。 

用最好的系统播放最美妙的音乐。

Linn 系统让您免受压缩音乐带来的
限制，并给您的生活带来原汁原味
的音乐。从 LinnRecords.com 上下
载 Studio Master 专辑并了解 Linn 
系统的具体功能。 

欣赏高解析度音乐

在倾听 Linn 系统 24 比特 Studio Master 
音乐时，您就是聆听最高品质的音乐。
可以避免压缩音乐造成的诸多限制并将
音乐原声带入您的生活之中。 

LINN 系统能做什么

http://www.linnrecords.com


KIKO 系统

用 Kiko 系统可以释放电脑音频及在线
流媒体服务的潜能。从无线音乐中得到
更多享受，并将您的所有音频资源融为
一体。出色的音质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
格，这款紧凑型音响系统具有令人吃惊
的灵活性和强大功能。选择 Kiko 系统并
给所有房间都带来快乐吧。 

小音箱，大声音。

美妙的声音来自这款紧凑式
音响系统。体积虽小但做工
精良，Kiko 是配置全面的 
Aktiv 系统，可以在任何房
间播放任何格式的音乐。 

紧凑且功能齐全，Kiko 是
您追求美妙音乐之旅的最佳
选择。声音直接从音箱中传
出，任何人都能轻松操作。

产品颜色从经典黑到香槟金
共 6 种，您需要做的一切就
是确定颜色。

LINN系统



MAJIK 系统

将 Majik 系统置于家里的中心位置，
所有声音听起来都将变得更好：音
乐、电影、游戏、电视、广播。 

具有处理所有您要播放内容的能力和
精度，您可以调大音量让所有房间都
充满美妙的声音。Majik 系统让其他高
保真声音相形见绌。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款能播放
具有特殊高音的音乐系统，
那么 Majik 就是最佳选择。

让您的家充满美妙的音乐，
利用这款音响系统所具备的
能力和精度来制造各种音量
下的美妙声音吧。 

LINN系统



AKURATE 系统

重新点燃您的音乐热情，去享受超级音
质的高解析度音乐、电影及在线资源
吧。Akurate 音乐系统保留并强化了每
一个音乐细节，让您从喜欢的音乐中得
到更多享受。上佳的工程设计并融入了 
Linn 苛刻的标准，这是严格意义上的高
保真音响系统。 

时髦的外观和优雅的线条将
优质的结构隐藏在内，具有
超高品质的声学特性及历久
弥新的品质。 

享受音响发烧友级的灵活
性，可以从 Linn 的系列高
保真配件中进行选择，可任
意改善性能并加入您的系统
中，包括升级成主动扬声器
系统，以求营造出一个更全
面、更沉浸的音响氛围。 

LINN系统



KLIMAX 系统

这是 Linn 最好的音响。能给您带来
轻松、自然的音乐体验，Klimax 代
表的是无与伦比的音质、迷人的外
观以及无懈可击的制造标准。它是
您家中最能接近原音的系统，这不
仅指您拥有了所需要的终极音乐系
统——它是一款您想要的终极音乐
系统。 

简约式优雅。

这款优雅的音乐播放器是由
高等级单一铝质构件组成，
两侧装有华丽的手工扬声
器，内部集成了功放。

LINN系统

我们绝不会妥协——选择
一款音乐系统来再现您最
爱的作品和您家中最高品
质的专辑吧。

基业长青

我们的技术人员只采用最佳
品质的材料，并且追求细节
到了狂热的地步——这是您
所拥有的终极音乐系统。



试用 LINN

试用 Linn 系统的最好方法是亲临零售店
并亲自试听。我们的专业零售商们会很
高兴地为您提供服务。我们可以帮您安
排时间到您最近的 Linn 专营店来试用各
款音响系统。到时您就可以确定最佳的
系统了。

活动

从现场音乐会到最新系统预
演，Linn 活动为您提供了聆
听美妙音乐系统及接触其制
作者的机会。

参观 LINN

参观苏格兰 Linn 工厂及接触产
品背后的人士。做任何事情，
我们的标准都是相同的。加入我
们的工厂参观之旅并观看生产流
程吧。 

一切听起来都更好
只需倾听

试用 LINN



Linn Products Ltd
Glasgow Road
Waterfoot
Eaglesham
Glasgow
G76 0EQ
Scotland, UK

电话： +44 141 307 7777
helpline@linn.co.uk
www.linn.co.uk

BY APPOINTMENT TO
HRH THE PRINCE OF WALES

SUPPLIERS OF ENTERTAINMENT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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