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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Audio
在玛田音响，我们相信用激动人心的声音与观众结合起来
便会创造出种种的共同回忆，而这些回忆深深地烙印在我
们的意识当中并传递到更多成功的巡演、演出活动与人潮
拥挤的娱乐场所里。

我们所获得的一切都是通过对专业音响系统的声学性能的
细节观察，不断地挑战常规惯例与投入到复杂的混合设
计、研究、数学建模以及软件工程，把具体动态的全频声
音带给所有的观众。

玛田品牌拥有超过四十年的现场专业音响系统制作与安装
经验，而且拥有功能全面的高端专业扬声器，无论它是一
个小规模的安装系统或是一个超过十五万人的大型音乐
节，都能为客户选择到最合适的音响系统。

苏 格 缪 斯 旗 下 娱 乐 品 牌 S . M U S E 
CLUB进驻海口为S.MUSE CLUB的
娱乐中国的版图再添精彩一笔，此
次S.MUSE CLUB的海口建店，在全
新定义海口夜生活的同时，也揭开
了S.MUSE CLUB 2014年全国布店征
程。

4月30日这一天，在海口，绽放了不
平凡的一晚，兰博基尼、宾利、保
时捷、奥迪R8、战神GTR、游艇、
直升机，等高端奢华的“代名词”全
部涌现在海口街头，已经告诉大家
今晚的海口是属于S.MUSE CLUB，
属于喜爱S.MUSE CLUB的人们。
苏格缪斯对于旗下任何一家分店都
是精心打造，从张力十足的大堂开
始，美轮美奂的精致吧台，绚酷时
尚的动感散桌；极致的视觉体验蔓
延到俱乐部的每个角落，不断的冲
击你的感官极限，更不用说的是世
界顶级的音响系统带给您的震撼感
受，引领中国夜店文化风尚，继续
娱乐中国。

每个时代都有一位缪斯女神，每座
城市一定有家苏格缪斯。

 玛田音响非常成功的整合了娱乐用户们的需求与专业标准的产品设计，让每一位有听过玛田音响的客户都能脸
带笑容地融入到这欢快的舞池当中，所以玛田音响在高端夜店场所里一直受到推崇，玛田音响系统在场所的表现让它在
世界各地赢得了许多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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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缪斯绽放海口

高端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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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家剧院式夜店品牌”DR.”大师系列，隶属于诺莱仕集团品牌联盟旗下高端夜店品牌，首家门店Dr. Oscar Night Club
即将于2015年6月在无锡1912酒吧街揭幕！

概念

”DR.”玩乐大师系列是由中国台北、香港、大陆三地娱乐大咖强强联手打造，通过对娱乐元素的重新排列与形态重组，
完成了对常规酒吧模式的颠覆和创新。Dr. Oscar Night Club作为”DR.”玩乐大师系列的旗舰店，以剧院与时尚夜店相结合
为灵感，震撼演艺和撕裂式宣泄为概念。”Dr. Oscar”是朱力山——香港铭浩娱乐文化传播公司总监作为品牌创始人和主
理人之一对中国现有娱乐方式的颠覆和对玩乐概念的重新定义。

形式

剧院式的构造的灵感来源于娱乐布景与艺术形美的结合。4500平方米的占地面积，20余米的层高，超过200平方米的3D
全息投影，这些硬件都是领跑行业的先进技术设备。来自2008北京奥运会和青奥会的舞台舞美策划执行团队，倾情巨制
灯光、视屏及舞美特效，形成顶空、墙体、陆地“三维舞台”，可移动式的舞台和吧台等顶尖科技设施，延展了演艺节目
的创意和表演空间。

来自于极限震撼的行为艺术及互动玩乐，横跨三大洲的环球艺人招募，央视春晚的舞编驻场担任演艺创意编导，给人带
来“震撼、惊奇、不可思议、刺激”最直观的视觉享受。除了独具特色的音乐、舞蹈以外，数二十米跨度的室内飞行人体
极限将展现在您的面前，不仅如此，通过高科技的声光电控制和别具匠心的舞台创意，“道具”也将成为Dr. Oscar舞台上
最具有表现力的“演员”，带给观众前所未见的新奇体验。

剧院与夜店形式的新颖结合使得音响系统设计上也需要同时突破与创新，不仅要求20米层高内的声音能够一致、没回
响，也要求每张客桌都有酒吧强劲的音乐包围感。汇丰音响的专业技术团队经过实地考察，首先考虑整体包围感觉，从
剧院式“三维舞台”到整个大厅选用顶级英国玛田音响W8C横向线阵列组合，前后各两组，使声音完美均匀地覆盖大厅的
每个观众席，而四周及二层VIP包厢席内则选用英国玛田黑线+系列音箱来达到同步声效。然而为达到酒吧夜店的强劲乐
感，大厅客桌位置均匀设有黑线+系列的超低音箱，使得观众能与舞台的“演员”一同High起来！

效果

此刻让我们通过视频与图片一同感受现场的震撼！

在这里，极限震撼的演艺和疯狂互动环节，撕裂式的情绪宣泄就是现场的每一个人最真实的夜生活体验。

DrOscar奥斯卡(无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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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娱乐项目】任性到底！MIU新概念
LOUNGE酒吧闪耀西安

西安Spin Night Club——娱乐品质新典范

2015年2月12日，MIU缪新慨念Lounge酒吧
在西安拉开大幕，为这拥揽着万千繁华、夜
色极致的古都，增添了一份夜的精彩！开业
当晚，顶级的豪华阵容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有美女、豪车之外，还特意请来一队专业的
乐团为现场添加浓厚的音乐气氛，更能突出
MIU酒吧的高雅与高品质享受的生活体验。

酒吧拥有着的豪华时尚的空间设计与家具摆
设、闪烁的灯光配合着嘹亮的音响效果，顿
时营造出既高雅又浪漫的氛围。

MIU酒吧与中国汇丰音响集团一向合作无
间。在MIU西安店里，汇丰音响的技术团队
和苏格缪斯技术团队共同研究，根据现场的
布局设计与特征，选用了英国玛田音响品牌
的W8LMI作为舞台的主扩音响，另外再配
搭上黑线3系列的FX12与FX15全频音箱以及
B218超低频音响，为全场打造出最完美的扩
声系统。

历时8000多小时的筹备与付出，让MIU酒吧
成为西安最为热闹的娱乐场所，给这座华丽
的城市添加了完美的夜生活体验！

Spin Night Club（中文名称：思品国际跳舞俱乐
部）由西安新视界文化娱乐公司巨资匠心打造的
中国娱乐新品牌，位于西安高新商圈核心地带，
营业面积2000平方米，由英国、美国、德国、
香港国际公司联合设计制作。俱乐部由House 
Club、Whisky Bar、Garden Bar、Party Box四个功
能独立又相互契合的个性空间组成，以最新国际
理念彰显行业先驱性。

俱乐部的团队成员有Las Vegas国际大秀华人导
演，有亚洲DMC排名第一位的DJ牛人，有世界
百大俱乐部金牌制作人。来自英国的国际大师倾
力创作声、光、电、视听效果！汹涌澎湃电子音
浪，制造极致震撼感官体验！各国艺术先锋共同
揭幕时代娱乐盛典！

同样高度注重娱乐品质的中国汇丰音响集团在此
也展示了其高性能的产品、专业的技术和优质的
服务，为俱乐部的整个扩声系统提供了包括方案
设计、隐蔽工程及扩声系统安装调试一系列的产
品和服务。汇丰技术团队选用的英国玛田音响系
统永远在品质优越的娱乐大场上发挥极致，就如
红葡萄酒要配上口感浓厚的牛羊排方为最佳伴侣
是一个道理。

西安Spin Night Club的盛大开业不仅仅标志着西安
地区一个高品质娱乐场所的诞生，也昭示着是全
国高端娱乐业一个娱乐品质新典范的开启！

“击碎浮夸外表，释放娱乐天性”—— Spin Night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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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汇丰音响携手玛田音响打造中国南区第一
派对空间  H Club
由创娱文化集团重金打造的中国南区第
一派对空间H Club，在11月11日正式开
始营业了。它标志着一个全新的娱乐产
物的诞生，也为喜爱娱乐夜生活的朋友
们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超大空间享
受。

在亮灯仪式上，创娱文化集团总裁兼“H 
CLUB”品牌创始人之一翟志坚先生与创
娱文化集团副总裁兼“H CLUB”店长徐子
健先生携手汇丰音响集团的副总裁雷云
云小姐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见证了这
个历史性的时刻。

中国南区全新派对互动空间，H Club

H Club的总面积达到5000平方米,层高24
米，给派对空间创造了无限的可能，同
时也创造了更多不一样的震撼体验。好
吧，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中国南区
首家大型派对互动空间！当我们走进H 
CLUB，里面的空间感与层次感是否已
经让你感到震撼了？还不够？震撼的音
乐和舞池上的dancers用肢体与眼神来挑
拨你，激发起你心里最疯狂最快乐的那
个点，你又是否会情不自禁地跟着舞动
起来? 

除了独具特色的音乐、舞蹈以外，具有
二十多米高度的室内飞行舞蹈表演呈现
在您的面前，成为当晚全场的焦点之
一，更让您赞叹不已。不仅如此，高科
技的声光电控制与别具匠心的舞台创意
也将成为了舞台上最具有表现力的“演
员”，带给观众前所未见的新奇体验。

H-Club ，“我们为娱乐而在”

H Club结合了派对空间与玩乐精神，是
中国南区全新娱乐概念的重新定义。派
对空间的玩乐概念主要体现在娱乐布景
与艺术形美的结合。创娱文化集团的翟
总对H Club里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要求完
美的，从整个舞台的设计，到灯光、音
响、视屏以及舞蹈团队，都是精心挑
选，力求做到让顾客开心满意。翟总在
采访当中跟我们说道：“音乐是对H Club
品牌设计的的一个基础，必须要做到以
客户为本，做出高品质的服务。我们特
别对音箱与灯光上要求会更加地严谨，
要做到让客人觉得很舒服！”

“为娱乐而生”是H Club的宗旨与使命。
娱乐，就是娱乐大众，让快乐传达到
每一位的心中！中国汇丰音响集团与
H Club合作无间，根据翟总对H Club的
整体设计理念和布局，提供了一套非常
专业音响设计方案，同时也采用了全
球等级音响品牌 – 玛田音响（Martin 

Audio），用心做好娱乐，让进来的
每一位顾客都能感受到“娱乐”的强大
力 量 。 创 娱 文 化 集 团 的 翟 总 特 别 提
到：“Martin 是我用了十一年的品牌！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舒服，很适合做酒
吧。它的性价比很高，兼容性也很高，
绝对是没有人说不喜欢的。” 

根据整个场地与空间的设计，汇丰音
响的音响技术团体建议在在舞台的两
边各吊挂一组3只W8LCI 与2只W8LCDI
的线阵列音箱。因为场地比较大和高
的原因，在场地的中间位置再补加1只
W8LCI与1只W8LCDI，这样就可以让
声音可以更均匀地把整个场地覆盖，
确保从在门口一直到DJ台上的顾客都
能听到一致的声音。在补声方面，汇
丰音响使用了Martin Audio的全新系列
Blackline 3 （黑线3） FX15全频音箱，

再加上低频声音非常出色的WS218X超
低频音箱，让整体的音乐效果更有感染
力，更加震撼人心！

汇丰音响集团对每一位客户、每项工程
都是非常认真、严谨。就是这种的工作
态度，也让翟总有了更深的体会，他
说：“汇丰音响集团有一支非常好的团
队，做事很认真，很卖力，管理非常地
出色，我很满意！”

H Club，这里有中国南区最大的空间派
对，有科技与光影塑造梦幻的氛围,有
最潮流、最时尚、最HIGH的全新娱乐! 
道具与舞美的完美融合,给你呈现不一
样的视觉震撼! 朋友们，快约起吧！一
起来感受这中国南区首家大型派对互动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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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娱乐项目】为京城Club SIR.TEEN成就完美扩声
在中国，在北京，对就是这里，与其
说它是一个星光璀璨的夜店，不如说
它是一个由13位行业精英和321人的
团队历时2年极致雕琢的艺术结晶。
没错，它就是2015年5月13日盛大开
幕的Club SIR. TEEN（拾叁先生酒
吧）。

如此完美极致的夜店品牌打破传统，
重塑经典，作出前所未有的跨界融
合，多元，丰富，充满无限可能。即
使这样，每一丝每一毫都毫无违和的
状态，足见拾叁先生酒吧对每一方面
的要求都那么一丝不苟，尽善尽美！

作为此项目音响系统总负责的中国汇
丰音响集团也在打造完美音响系统
的每一个步骤当中与拾叁先生酒吧的
团队紧密沟通，严谨要求自己，克服
各种困难。初期通过实地考察，汇丰
技术团队发现这个场地比较特殊，面
积非常大同时天花板的结构设计不规
则，层高也不统一，吊挂承重有限
制。在此环境中要求声音均匀而有包
围感不仅给音箱的吊挂而且给声场的
调试都带来很大的挑战。通过不断的
尝试和努力，汇丰技术团队终于设计
出一套克服环境限制而又满足声场要
求的音响方案——开放的大舞台采用
英国玛田音响固定安装线阵系列，外
围的VIP包厢则采用英国玛田音响新
品黑线3系列。

这还没有结束，系统调试是最为关键
的环节。汇丰技术团队在项目一开
始就积极与英国玛田厂家技术工程师
沟通此项目的音响系统构建，后期调
试，玛田厂家的技术总监Jason Baird
还亲临项目现场对整个系统进行调
试。凭借汇丰与玛田厂家丰富的工程
经验和对系统性能的熟练掌握，即使
拾叁先生酒吧的总负责提出了较高的
要求，技术工程师们仍然能出色地调
出其希望达到的效果。

据悉，5月8日当晚，Club SIR. TEEN
已邀请了首批顶级VIP玩家举行了一
场私密奢华的劲爆派对，特邀的世界
百大DJ Markus Schulz及香港潮人李
灿森借助顶级的玛田音响系统现场为
玩家们献上High翻全场的DJ Show。
连世界顶尖电音厂牌Armada Music也
来助阵SIR. TEEN的开幕盛典，领略
玛田音响的非凡魅力！

One Night in SIR. TEEN，相信这是为
您打造的不可思议的难忘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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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全国连锁知名夜店上上酒吧进驻河南省周口市。秉承了连锁上上一贯华丽、个性、自由、张扬的装饰风
格，夜店内部奢华时尚，炫影迷离，为周口喜爱夜蒲的一族增添了一大好去处。

上上连锁夜店一直与中国汇丰音响有着亲密无间的合作友谊，此次也不例外耗斥巨资选用了中国汇丰音响代理的国际知
名品牌英国玛田音响（MARTIN AUDIO）为周口上上酒吧打造一个真实、纯净的异域空间。酒吧全场使用了英国玛田
音响（MARTIN AUDIO）全频F15+搭配超低频S218+，配以MA6.8Q功率放大器，无与伦比的音响效果，令现场每个角
落声频均衡、通透、清晰，让到场的每一位客人迷醉在梦霓的云境中。

独特的夜店文化，完美的声效，炫丽的灯光，时尚的俊男美女，香醇的美酒，在上上酒吧周口店能带给你这一切，让你
拥有一个难忘的夜。

上上酒吧（河南周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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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汇丰音响——
恭贺著名连锁酒吧上上酒吧深圳宝安店盛大开业

全城向“上”看——3月29日上上酒吧深圳店万众瞩目、正
式闪耀揭幕！特邀阁下进入奢靡仙境、感受极致尊崇。唯
有不断前进才能保持领先，唯有高瞻远瞩方能引领行业
潮流。以时尚界定品位，以奢华塑造经典！让繁杂回归纯
正、让快乐点亮夜空、让音乐证明品质。这是一座城市的
快乐，此刻，深圳醉了！今夜，中国醉了！

 深圳宝安Song&Song CLUB开业盛典特邀来自全世界最具影
响力的男性时尚杂志 《GQ》的封面女郎Christah Ray,2014
超越无数LADYGAGA等一线大牌女歌手，拥有天使般脸庞
和性感声线的极品尤物，被誉为好莱坞最具争议的《GQ》
女郎，搭配中国汇丰音响集团的英国玛田blackline黑线＋系
列扬声器产品，充分演绎视觉与听觉的完美结合,今晚为你
带来欧美时尚音乐的完美体验。

有一种激情，叫深植人心

有一种感觉，叫无可代替

有一种夜生活，叫上上Song&Song



2012年11月东莞非尚宝贝俱乐部BB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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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高明时尚1933酒吧
2014年7月，时尚1933Club强势进驻佛山高明荷
城。时尚、前卫的设计理念和富丽堂皇的豪华
装修在高明地区独领风骚；梦幻般的升降舞台
布置、超豪华墙体大屏幕，让你时刻感受时尚
1933Club的王者风范。

作为当地时尚地标夜店，1933Club对场所音效
选择极具要求，巨资引进由中国汇丰音响代理
的国际知名品牌――英国玛田音响（MARTIN 
AUDIO）的Wavefront系列W3作为酒吧主扩
声，黑线 F12+作辅声，配以超低频S218+，搭配
MA6.8Q和MA5.2K功率放大器，顶级的配置，国
际的风范，尽显酒吧内的风靡炫影，释放着最完
美、最真实、最震撼的声音效果。

置身于佛山高明时尚1933Club，可以跳最酷的舞
蹈，听最震撼的音乐，看最精彩的表演，给你带
来不一样的夜幕激情。

东莞非尚宝贝俱乐部BB CLUB 是东莞人气最旺的高端酒吧之一。地处东城区新世界酒吧街旺地，坐拥近3000平营业面
积，上下层营业空间分为卡拉OK VIP派对房、卡座区、酒吧区、跳舞区等。BB CLUB自2005年8月开业以来，生意如
火，顾客如潮，为了保持主导市场潮流的优势，酒吧于2012年8、9、10月全面重新装潢和更新音响设备。继续选用英国
进口的顶尖专业音响品牌玛田音响，并由玛田音响（娱乐产业）中港澳总代理的中国汇丰音响集团直接提供产品和设计
安装调试。全场使用玛田黑线+系列的F15+音箱和S18+、S218+超低频音箱，搭配玛田MA6.8Q、MA5.2K功放。

新的装修以简约、时尚、奢华为主要元素。为配合每晚的歌舞娱乐演出，和不定期的大牌明星的驻唱，酒吧精心打造了
气派十足的立体浮动长型T台，设巨型的炫丽LED舞台背景，让Live Show的激情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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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娱乐项目】厦门第一大夜店--
托克拉克国际连锁酒吧

S.MUSE贵阳凯宾斯基店

托克拉克国际连锁酒吧，于10月28日强势进
驻福建厦门，为这座不夜城增添了绚烂夺目
的色彩。酒吧座落于厦门思明莲坂明发商业
广场内，拥有厦门第一大夜店之称，是一所
综合性的国际化高品质夜店，是潮流知性美
女及时尚品位型男娱乐首选的专属酒吧！

在这里，除了能感受到它那独特的跨界融
合社交平台、专业贴心的服务体系、摩登风
格的空间设计之外，还能感受到国际品质
的顶级音乐氛围。全场的音响系统采用了国
际顶尖音响品牌玛田音响的黑线+系列，音
响设备由中国汇丰音响集团提供，并委派
专业的安装调试团队保驾护航。玛田F12+
与F15+全频音箱的声音明亮透彻、分布均
匀，S218+和S18+的超低频强而有力，震撼
非凡，完美的搭配组合使现场的音效达到完
美极致，让每一位客人都忘却自我，随着音
乐舞动他们的身躯，沉醉在这绝伦美好的氛
围当中。

托克拉克酒吧将携手汇丰音响，全力打造一
个汇集潮流与激情的时尚地标，为您捕捉每
一个心跳瞬间，为您提供国际化的高品质娱
乐体验，让您感受与众不同的夜店精华。托
克拉克酒吧改变了厦门精彩夜生活，用音乐
和热情感动这座城市每个夜晚。

2014年7月12日，S.MUSE贵阳凯宾斯
基店以高调姿态进军贵阳娱乐界，
这是苏格缪斯在贵阳开的第二家娱
乐夜店。无论是在其独特的外部装
饰还是店内的顶级豪华装修，都依
然保持着缪斯一贯的高雅，奢华和
高品质的风格。

作为苏格缪斯的合作伙伴―中国汇
丰音响在新店的音响设计系统上仍
旧选择了来自英国的玛田音响，让
低 调 奢 华 的 英 国 玛 田 音 响 搭 配 着
苏格缪斯现代而又独特且豪华的装
饰，以此来满足更多的潮男潮女想
要拥有的独特音乐质感和欲望。

此次贵阳凯宾斯基店的盛大开业，
有两支风靡欧洲的热辣组合M5舞团
与UNITY电音交响乐团强势助阵！
疯狂的舞者，激情的乐队，高亢的
歌声，炫丽的舞蹈，还有那仿佛来
自天上的神乐……，这一切的一切
都似乎融合在了一起，让每一位到
店的人们都沉醉在整个喧嚣的不眼
夜，这就是贵阳凯宾斯基店！



【Cosmo卡斯摩----冰城夜生活模式开启！】

S.MUSE CLUB苏格缪斯苏州店

Cosmo Disco&Club，位于哈尔滨道里区
爱建- -汇丽广场，在5月底震撼开业，让
冰城的夜生活模式豪华开启！

卡斯摩（Cosmo），在美国俚语中有大
都会的意思。作为时尚、自我意识强、
四海为家的卡斯摩人类（C人类）。这
次在哈尔滨爱建这个美丽城市强势驻
入，卡斯摩人群不仅仅秉承着自己独特
的特点----时尚、自我意识强，卡斯摩酒
吧也无庸质疑的让大家受捧。

一旦卡斯摩来到一座城市，而城市不用
太多浮华修饰，它是海纳百川、兼容并
包的，也因此，各式各样的人群，“卡
斯摩”人类在这座城市里，都能找到自
己的“乌托邦”。

Cosmo Disco&Club哈尔滨爱建店，夜
生活品牌领导者，C人类至潮的玩乐据
点，全球同步时尚音乐与360立体空中
演绎，时尚的装修风格，开业期间，还
邀请澳大利亚当红组合—Three Wishez
作为邀请嘉宾，旨为让欧美最流行时尚
派对进行到底。这次与中国汇丰音响集
团合作，让其时尚特点达到极致，绝对
是视觉和听觉的完美结合。

S. MUSE品牌开始迎来它的灿烂春天，继深圳店后，
苏州店也隆重开业，其全国的影响力正在逐渐扩
大。S. MUSE领导层重视每一所分店的经营，除在
开业盛典上下重功夫，更亲临现场，当晚，华车彩
衣，灯光璀璨，热闹非凡。

不得不说，S. MUSE的经营态度是诚恳十足的，装
修极富现代气息，营造出一种时尚洋气的氛围；舞
台灯光更是炫目繁复，令人分不清现实和虚幻；舞
台演出令人热血沸腾，引领全场的高潮；音乐，绝
对是刺激身上每一个细胞运动起来的不可替代的工
具。音乐的妙用就在于一切的熙攘吵闹、欲望冲动
都掩盖在音乐之中，随着音乐的强劲节拍控制思绪
情绪，使全场秩序井然。

英国玛田是S. MUSE长期的合作伙伴，双方合作无
间，默契十足。广州市番禺区汇丰灯光音响有限公
司为MUSE直接提供设备和安装调试服务。为了适应
S. MUSE别具特色的开阔的大厅和紧凑的T型舞台，
汇丰音响量身定做了适合于演艺大厅的扩声系统。
总体上，包括大厅和包厢，S. MUSE选用了玛田黑线
系列的H3H+，F15+，F12+音箱和S218，WS18X超
低频音箱，搭配玛田MA5.2K、MA12K和MA6.8Q功
放。效果是十分令人满意的，这样出来的声音震撼
但不刺耳，大厅的任何角落都能同样感受到绝佳的
音色，整晚待在场内也不会有任何的不适应，绝对
是适合自我放松的酒吧新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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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汇丰音响——广州H party, 唤醒你的耳朵

清远尚尚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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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H party，一个简洁而明快的名
字，迎合了目前快节奏生活中人们不
喜繁杂，简简单单的归零心态。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回归本位的理念，
广州H party在装修上采用了后现代主
义风格，针对高端时尚人士，以洋酒
消费为主。1200平方米的大型空间，
斥资1500万精心打造。不仅仅在装修
上营造现代明快而不失繁华荣耀的氛
围，在听觉上更是注重优质的声学体
验，选用了中国汇丰音响集团提供的
全套音响解决方案，唤醒每个如痴如
醉的来宾的耳朵。

如果您想深入体验如此迷人的听觉盛
宴，那么，请来广州H party，3月29
日已盛大开业，坐落于白云区万达广
场C区131号。

清远尚尚酒吧是一个具时尚、尊贵、奢华、浪漫的高
端潮流夜店，位于广东清远清城区松岗路清中对面（
原暮色酒吧），场内面积约600平方米，共两层，设
有夜店和KTV房，是清远市最具影响力的时尚娱乐场
所。

作为奢迷时尚的潮流夜店，尚尚酒吧风格独特，以个
性、自由、张扬、艺术为主要元素，主要以后现代与
新古典主义完美结合的装修风格，尽显时尚跳跃的欧
美气质。

在音响选材方面，汇丰音响根据场地的面积及环境，
量身定做了一流的音响配置，设备主要以英国玛田品
牌黑线+系列的H3H+、F15+音箱和S218+、S18+超
低频音箱，搭配玛田DX2、DX1.5数字音频处理器和
MA2.8S、MA4.2S功效。务求让所有宾客享受到世界顶
级般的音效效果。



我在热舞，你在哪？热舞派对曼哈顿酒吧（惠州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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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城市，都需要一个释放压力，解放自我的所在，需要一个展现夜的魅力，夜的美妙的地方。热舞派对曼哈顿酒吧
（RAVE PARTY）对于惠州就是一个这样的存在。坐落于惠州麦兴路的热舞派对酒吧，拥有时尚奢华的空间设计、炫目
动感的舞台灯光效果，务求给客人带来无与伦比的美好夜店体验。

为追求更极致的音乐体验，呈现更震撼的音乐效果，热舞派对酒吧选用了中国汇丰音响代理的国际知名品牌英国玛田音
响（MARTIN AUDIO）。汇丰音响技术团队为热舞派对酒吧精心选取了重磅新品——玛田音黑线3（Blackline3）系列
FX12、FX15音响系统，利用黑线3系列平滑的频率响应和精准的覆盖角度，搭配Wavefront系列的W8VDQ音箱，再配以
黑线+系列S218+、S18+超低频音箱以及Beatline系列212超低频音箱。高端设备搭配精准设计，将极致完美、震撼雄厚的
音色效果发挥到极致，为客人打造了一场盛大的听觉盛宴。

找对一家喜爱的夜店，找到一个喜爱的位置，享受喜爱的音乐，夜生活就是这么轻松简单。在热舞派对酒吧，感受最迷
人的音乐，感受最狂热的派对氛围，感受惠州不一样的夜！用最大的声浪高呼一句：“我在热舞，你在哪？”

S.MUSE CLUB苏格缪斯炫耀深圳
2013年9月11日这晚注定是不平静的， S.MUSE CLUB苏格缪斯深
圳店终于迎来属于它的开业盛典。那夜的一切依然历历在目，
香車美人，激情热舞，灯光幻影，强劲节奏，让人迷乱在夜色之
中，尽情释放自我HIGH翻天。

S.MUSE CLUB内部装潢极富现代感，魅不可言，光与影的交叉
叠加，紧凑的T型舞台，舞者与顾客之间仅高低之隔，伸手即可
及。气氛是S.MUSE的灵魂，国外聘请的专业表演团队，可看性十
分高，重点是把全场气氛调动到最高点，每个人都跟随音乐节拍
大幅度摇摆身体，所有的矜持与羞涩全都掩盖在热情奔放的狂野
之中。与热闹的七百多平方大厅相挨近的二百多平方的小厅别有
洞天。以爵士蓝调的风格，华贵优雅是它的代名词。悠悠小啜一
杯红酒，与友人轻松交谈，伴着柔和温馨的音乐，放下心中的一
切重负，静静地享受S.MUSE专门为不同客户群设计的悠然放松环
境。

广 州 市 番 禺 区 汇 丰 灯 光 音 响 有 限 公 司 凭 借 其 在 音 响 行 业 内
的 定 位 及 优 良 品 质 ， 出 色 地 为 S ． M u s e 提 供 了 设 备 和 安 装
调 试 服 务 。 玛 田 W 8 L C D I 是 这 次 工 程 的 最 大 亮 点 ， 结 构 紧
凑 、 高 性 能 的 三 分 频 线 阵 列 结 构 ， 还 有 玛 田 黑 线 + 系 列 的
F15+，F12+全频音箱，S218+，S18+低频音箱，配以玛田
MA4.8Q，MA6.8Q，MA12K功放和DX2处理器。该配置与S.MUSE
的场地配合得天衣无缝，音乐整整环绕整个场地，高度的音质还
原，顾客不会感到疲乏与厌倦，反而透过听觉的刺激活跃全身的
细胞，身子由着大脑不自觉地投入到全场欢快的氛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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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苹果 －－有钱就可以这么任性

苏格缪斯（天津店）

“福州苹果”是福州当地人对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北环西路78号的“
福州苹果国际酒吧”的简称。只要你是当地夜蒲族就一定知道“福州苹
果”。它以独特奢华的装璜设计及场所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国际品
牌声频音效让所有到场的客人流连往返，真实体验夜晚的星辰浪漫。

有钱就可以这么任性－－福州苹果全场使用了由中国汇丰音响代理的
国际知名品牌英国玛田音响（MARTIN AUDIO），酒吧主扩选用了
玛田Wavefront系列W8C 三分频音箱，黑线+系列的F15+用作辅声，
再搭配S218+、S18+ 超低频音箱，完美声效搭配全场五彩炫丽的灯
束，顶级的音视频配置令现场的每一个角落都感受到清晰、通透的完
美声音和朦胧梦幻的天边云境。

走进苹果国际酒吧，你会感叹生活的美好与造物的神奇，这里是时尚
丽人的集中地，是潮流达人的大本营，这里拥有时尚动感的音乐和炫
丽迷人的灯光。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苏格缪斯俱乐部S•MUSE CLUB已经
迅 速 蔓 延 全 国 ， 势 头 强 不 可 挡 ！ 今
天，S•MUSE CLUB以高调的姿态占领
天津，从此天津将因S•MUSE CLUB的
存在而使这里的夜晚比白天更加精彩！
开业当天，豪车美女，舞台灯光等表现
出来的效果无不让人称赞，跃跃欲试想
一睹苏格缪斯带来“飞”一般的夜晚！

S•MUSE CLUB夜店文化让人们为之疯
狂绝非偶然。从外到里出自世界顶级设
计师之手的装修格局，从线条、质感、
色彩，丝丝细节都透露着赏心悦目的艺
术气息，直达你内心的感官，引发你心
中自然流露的热情。当晚还邀请国内外
著名DJ、歌手、舞蹈团体等现场演艺，
配合汇丰音响搭配的玛田顶级音响，给
观众带来一场高水准的视听盛宴，为苏
格缪斯俱乐部S•MUSE CLUB在天津打
响第一战极大的支持。

苏格缪斯俱乐部S•MUSE CLUB（天津
店）选用的设备包括玛田W8LCDI线
阵列系统，黑线+系列的H3+，F15+
，F12+全频音箱，以及S18+低频音
箱，S218+和WS218X超低音频音箱，配
以玛田MA4.8Q，MA6.8Q，MA12K功放
和DX2处理器，将玛田音响效果达到顶
级水平，助推苏格缪斯俱乐部S•MUSE 
CLUB抢占全国，领航娱乐。



苏格缪斯徐州店

苏格缪斯（扬州店）

那一夜，灯光璀璨，又一颗闪亮的新星映入地球夜空，
苏格缪斯徐州店在万众期待下盛大开业。满眼尽是名贵
豪华房车、举止优雅的贵宾，人们举杯相庆，热烈祝贺
苏格缪斯本年度又一力作强势登陆。

“S．MUSE CLUB苏格缪斯俱乐部”这张名片正在全国打
响，它的魅力在于优质的出品。装修设计从来不吝啬一
砖一瓦，为求最优的效果；高科技的使用，使人们有进
入二次元的时空感；灯光音效的完美配合，把人们的情
绪飚到最High点。

苏格缪斯徐州店的室内装修设计秉承全国苏格缪斯一向
给人的时尚高雅气质，虽然酒吧夜场从来不缺喧嚣，但
在苏格缪斯却不庸俗，他独特的气质包容了场内每一位
客人的俗气，焕生出犹如绅士淑女般的高贵之气。

灯光是苏格缪斯一大特色，大荧幕上始终变换的灯光投
映，给人予视觉上的缤纷多彩。强大的视觉冲击还需要
有配套的音效才能发挥最佳的效果。苏格缪斯从不放弃
使用真正适合自身品牌的产品。从深圳店、苏州店到徐
州店，全英国玛田的配备是从未更换的。依然由广州市
番禺区汇丰灯光音响有限公司为其直接提供设备及安装
服务。

选用设备有玛田Wavefront系列的W3P、W3和黑线+系列
的F15+全频音箱，S218+，S18+超低频音箱，配以玛田
MA6.8Q、MA5.2K功放和DX2处理器。

汇丰最欣喜能够和一个极具潜力的品牌共同成长。玛田
因为有了苏格缪斯而更加精彩，苏格缪斯因为有了玛田
而更加响亮！

夜店大亨苏格缪斯重磅登陆扬
州，为这个普通的夜晚开启了
一场非同凡响的奢华派对——
MUSE之夜。它的魅力在于崇
尚、优质、高雅，营造出别具
一格的时尚气息，在装潢设计方
面，大胆引入海派娱乐文化的先
进理念，以时尚简约为精髓的同
时，与江苏当地文化相结合，再
度创新地呈现出扬州夜生活的非
凡气质。

追求时尚和完美的苏格MUSE在
选择音响设备方面从来都是精
益求精的,选用玛田Ｗavefront系
列W3全频音箱、黑线+系列的
F15+音箱和S218+超低频音箱，
搭配玛田MA6.8Ｑ、MA5.2Ｑ功
效和DX2处理器；黑线+系列的
F12+音箱和S18+超低频音箱,搭
配玛田MA4.8Ｑ、MA5.2Ｑ功效
和DX2处理器。奢华气派的装潢
配以绝佳的音质效果，给你带来
非一般的娱乐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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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天阙酒吧

天阙，20年沉淀，10年思考，7年磨砺，耗资1.5亿，规模1.5万平方米，中国唯一由纯铜纯金纯手工打造的娱乐圣殿。

    天阙，位于西安市和平路79号繁华之地，由陕西天阙投资有限公司历时3年倾力打造完成，是集历史、文化、艺术、时
尚、科技于一体的纯中国人文文化理念的顶级娱乐场所。

    天阙，其整体建筑及装饰元素跨越中国3000年历史文化，它植根传统结合现代，将铜文化、酒文化、食文化、夜文
化，古典与时尚跨界诠释，全情展现“钟鸣鼎食”的尊贵与奢华。亲临西安天阙酒吧，有一种置身古代尊贵帝王之家的感
觉，宏伟的建筑设计，犹如皇宫圣殿，让您享受帝王盛宴。

天阙，集合酒吧、饮食、演艺、慢摇四大组成部分。一二层包含凌霄殿、逸龙阁、玲珑阁，风格迥异。遵循中国皇家营
造法则，创造了城中城，楼中楼的亭、台、楼、阁的娱乐空间。凌霄殿，8米层高，高清天幕，梦幻升降舞台，国内首
家3D威亚，全视角数控灯光，至尊升降舞台；逸龙阁，15米巨型鲨鱼缸，盘龙舞台，私密卡座；玲珑阁，T型舞台，绝
美秀场。在梦幻天界的DJ台和全视角的3D灯光中，随时感受动感的娱乐激情。裸眼3D屏幕现场直播百人演出阵容汇聚
于此。

   天阙酒吧的设计风格在国内实属罕见，无论从规模、风格还是气势，天阙的定位无疑是打造文化娱乐的航母。英国玛
田音响必然是天阙最绝配的组合，因为只有拥有国际顶尖水平的玛田音响才能驾驭天阙对音响系统的高要求。广州市番
禺区汇丰灯光音响有限公司为天阙酒吧直接提供设备，并派出专业的安装调试团队为天阙保驾护航，中国汇丰音响集团
技术总监潘毅生先生三次奔赴古城西安进行前后期的扩声系统调试工作，对甲方音响师及其团队进行详细的系统培训及
耐心讲解，让整个系统工作在安全稳定的状态后顺利交付甲方使用，共同见证了天阙酒吧顺利开业的盛大喜庆时刻。

全玛田的音响设备使用在娱乐行业的领军先锋天阙上，毋庸置疑是对玛田音响的重要的肯定，也是对汇丰音响的专业认
同。选用设备有玛田黑线+系列的X15+，F15+，F12+全频音箱，S218+，S18+低频音箱，以及BeatLine215，212超低频
音箱和DX2处理器。玛田音响多层次，多变化的专业音响配置定制，只有汇丰多年对玛田音响的摸索和合作，才能形成
现今的优秀团队和专业人员。

天阙酒吧不仅仅是一座建筑，还是奢华骄奢的代名词，满足了绝大多数人对帝王皇都的遐想。来天阙酒吧，除进行自我
放松外，也别忘了感受玛田音响带给你耳朵的舒适享受。

天阙，将真正的都市高端品位人士、闲居雅士、名媛贵族纳入一个圈层之上。

    它，始于创新，成为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