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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丹拿 Contour，就等于选择了一种

更高雅的生活境界。精湛的工艺，出色的性能，

为您呈现经典纯正的丹拿音质。自 1989年

以来，无论是谁，只要看到它，都会怦然心动。

那一年，第一代 Contour的面世让全世

界的音乐爱好者们为之倾倒，而在随后的 27

年里，Contour的每一次升级换代都给人们

带来同样的惊喜。

这一次，依旧如此。

自从 Contour诞生的那天开始，探索 

就从未止步。热爱音乐的您，亦复如是。因 

此，我们倾尽所有的经验、知识以及热情，

仔细思量经典Contour的出众所在……然后，

精益求精。

创造新的传奇，就在此刻。重新构思、

重新设计、重新研发、重新制造的诚心之作。

这就是 Contour！

这就是 Con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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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要从一次碰头会上不经意提起的一

个简单问题说起：“我们是不是应该停止生

产 Contour，集中精力推出一个全新的扬声

器系列？”话音刚落，会议室顿时鸦雀无声。

应该停止吗？

这个提议被立即否决了 —— 但另一个问

题随之而来：如果我们现在要生产一款全新

的Contour，该怎么做呢？彻底重新打造吗？

最后，这次的碰头会变成了一场漫长的头脑

风暴……

这个问题绝不简单。在过去近 30年的

时间里，Contour系列一直深受追捧，我们

该如何对其作出改进，才能既延续 Contour

与生俱来的精华，又令人耳目一新？万一弄

巧成拙，怎么办？

值得庆幸的是，丹拿从未停止过创新的

步伐。创新，正是我们的最爱。是的，面对

挑战，我们既有些茫然，却又异常兴奋。最终，

我们决定运用全新的理念重新打造一款面向

未来的 Contour。这就意味着从内而外的重

新设计。

无论是丹拿，还是热爱音乐的您，对扬

声器的视觉要求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也代表

着新产品的设计理念必须与时俱进，超越自

我。单元技术日新月异，因此我们在使用丹

拿特有的 MSP音盆材料时必须有所创新。

此外，我们对心理声学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入

了解，这为我们提升扬声器性能提供了无限

可能。

仔细斟酌之后，我们的问题很快从“我

们是不是应该停止生产 Contour？”变成“我

们何时开始设计全新的 Contour？”再到“我

们何时可以推出全新的 Contour？”。

为什么要打造全新的 Contour扬声器？

因为我们热爱全新材料。我们热爱精湛的手

工艺。我们热爱突破创新。我们热爱令人惊

叹的声音和音乐。最重要的是，我们热爱 

挑战。

一场漫长的会议……
我们如何超越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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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ontour 20

紧凑型扬声器？是的。音质也随之被压

缩？绝无可能。

丹麦人在扬声器领域拥有精湛的制造工

艺和纯正的手工技艺，而 Contour 20书架

扬声器完美融合了丹拿的所有先进技术，并

采用紧凑、简约、悦耳的箱体设计。

多年来，丹拿自主研发的带精密涂层的

Esotar2织物软球顶高音单元凭借清晰甜美

的音质闻名于世，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

单元之一，深受成千上万名音乐爱好者的喜

爱，因此，我们决定将传奇的 Esotar2运用

到全新 Contour扬声器中，这是前所未有的

尝试。

此外，Contour 20还搭载了全新长冲 

程 18厘米低音单元，这款低音单元由超 

轻铝质音圈和使用有限元技术仿真优化的 

双磁铁磁路系统驱动，并由丹拿扬声器单 

元 专 家 Danny Pasfall Christensen、

Andreas Eberhardt Sørensen及其团队，在

声学大师 Daniel Emonts 的指导下研制 

而成。（他们能听出单元之间由于采用不 

同胶水而使声音表现出的细微差别 , 令人 

称奇）。

低音单元采用丹拿自主研发的硅酸镁聚

合物（MSP）材料制作而成，自1985年以来，

这种材料就一直用于制造著名的丹拿单元。

MSP 材料具有高刚性和出色的阻尼特

性 —— 能使低音单元呈现出更有力量、更精

准和更具控制力的低音表现。这正是

Contour扬声器应该具备的性能。不过我们

进行了进一步改进：我们改变了表面振膜的

厚度，从而提升了对声音的控制力。

一款没有标志性障板的 Contour就如 

同一辆没有轮子的汽车，简直无法想象。 

经典 Contour的障板尽管十分出色，但仍 

有改进的空间 —— 而我们的设计师非常喜 

欢大胆尝试（仅针对音箱障板的设计，他 

们就拿出好几份草图）。最终，我们决定 

采用纯铝障板，并将障板嵌入箱体之中。 

将障板的切面安装在单元的盆架中，不但 

外观更加优雅，还减少了令人不悦的高频 

衍射效应，使高音更加清晰明亮，并为单元

的正常运行提供了牢固的支撑。此外，作为

Contour 20
紧凑型扬声器

单元的基座，这种障板设计还能提高低频的

音量。

虽然我们改变了扬声器箱体的形状（第

一次在方方正正的扬声器箱体上，加入了曲

线设计），但全新设计的 Contour系列仍然

传承了经典 Contour的设计风格。从上往下

看，您会发现全新 Contour延续了传统障板

的形状。但这并不只是为了美观，更与前沿

声学完美契合。除此之外，我们还采用多层

箱体结构，具有极其出色的避震性能，从而

提升全新 Contour的声音指向性：即声音不

是向四面散射，而是准确地向前辐射。

我们还对扬声器内部的布线和分频器进

行了重新设计。从外观上您可能看不出任何

变化，但只要仔细聆听，您会发现音质清晰

明亮、令人惊叹，即使在侧面聆听也不受影

响。实在令人欣喜。

纯净、真实、精巧 

—— 这就是 Contour 20！



向全新 Contour 20

致意。精巧、简洁、悦

耳的设计，融入了丹拿

多年的声学经验，丝丝

入扣。



8         Contour 30

不大不小的空间？选择中型扬声器，恰到好处。 

与 Contour 20相比，Contour 30更胜一筹。当然，它们秉持同

样的设计理念 —— 为音乐爱好者呈现真实、通透、纯粹的音乐体验，

只是 Contour 30采用更大的箱体设计。

我们为 Contour 30配备了 2个 18厘米的MSP单元，并将倒相

口面积增加了一倍。这款扬声器的单元有何特殊之处？

首先，我们改变了振膜的厚度。 

其次，我们采用纯铝音圈，而且音圈极轻 —— 但与老式铜制音

圈相比，尺寸更大。选用更轻的材质意味着可以拥有更大的直径、更

多的绕线，更有利于音盆运动的控制。也就意味着对声音有更好的控

制 —— 尤其针对高频和大音量的情况。当然，我们也曾在全新的

Contour上尝试其他公司通常使用的小尺寸音圈。测试结果显示，理

论上这些小尺寸音圈也可适用于新Contour，但试听结果却差强人意，

因此我们最终选择了较大尺寸的音圈。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是 

对的。

当然，我们仍为 Contour 30配备了音质极其纯净、清澈、甜美的

Esotar2织物软球顶高音单元。您或许已经注意到了，我们将高音单元

重新安装到中音 /低音单元上方。这是我们从用户反馈中得到的 

灵感。

我们是一群极致的钻研者，所以还对

Contour 30的内部结构进行了改进。与

Contour 20 和 Contour 60 一 样，Contour 

30不但拥有全新的分频器和布线，而且采用

最新的盆架，以便更加稳固地支撑单元。一

连数月，我们都在仔细聆听经典 Contour的

所有扬声器 —— 最终，为了表现更加出色的

低音，我们决定采用全新的分频器。现在，

您可以随意调整音量大小，尽情享受适合您

的非凡音质。

当我们的工程师和设计师正在潜心研究

如何提升各种音乐（爵士乐、古典乐、金属乐、

电子乐等）的音质表现时，我们的工厂团队

则在马不停蹄地寻找用于制造扬声器的高品

质材料和饰面。他们要确保所有的 Contour

都具有如顶级家具一般的一流工艺、饰面和

包装。

刚猛、精准、非凡

—— 这就是 Contour 30！

Contour 30
中型落地式 
扬声器



Contour 30
中型落地式 
扬声器

澎湃有力、精准

控制、非凡高雅。由

内而外焕然一新的

Contour 30，性能出

色，令人难忘。



10         Contour 60

如果说我们的设计师在创作 Contour 20和 Contour 30时细致缜

密，那么 Contour 60则可堪称挥笔遒劲的大手笔。

这款扬声器采用三分频设计。底部配有 2个全新的 24厘米MSP

低音单元（对 Contour 20和 Contour 30采用的 18厘米单元进行了

升级设计，是一款口径更大的低音单元）。顶部是新 Contour全系都

会采用的带精密涂层的 Esotar2织物软球顶高音单元，有如皇冠上的

明珠一般夺目。

在高低音单元之间，是全新设计的 15厘米中音单元。与丹拿的

其他单元一样，这款中音单元也采用纯铝音圈。除此之外，我们还采

用钕铁硼磁路系统，并根据有限元法优化技术对单元进行了重新设计。

为了使 Contour 60能兼具大型扬声器的经典中音表现，我们没有采

用对现有单元进行改造的做法，而是邀请 Daniel、Danny、Andreas

及其团队对中音单元进行重新设计。他们做得非常出色。

Contour 60的所有单元都由轻质、耐用的纯铝音圈驱动。与

Contour系列的其他扬声器一样，Contour 60高音单元的音圈加入

了一种特殊的磁流体。这种特殊的磁流体具有避震和散热的功能，能

降低活动部件表面的压力 —— 从而提升高音单元的功率承受能力，

扩大频响范围…….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做到了。对您而

言，拥有全新的 Contour 60，您可以呆在喜欢的房间，选择喜欢的

音乐，全天享受一如既往的 Contour音质，体验让邻居抓狂的高音

量效果（如果您喜欢高音量带来的震撼效果的话）。

与 Contour系列的其他扬声器一样，

Contour 60的分频器和零部件也经过全新设

计 —— 当然，还有生产制造部负责人 Allan 

Kristiansen核准的箱体结构和饰面（他的团

队能察觉到最细微的瑕疵，并花费三周时间

对一对扬声器的饰面进行重新加工，确保其

完美匹配）。

Contour 60的箱体采用富有层次的曲线

设计，搭配光滑坚固的铝质障板（只有丹拿

的专业监听音箱才能将两者完美结合），为

原音重现提供牢固、可靠的声学基础。我们

倾尽全力做到极致，您将会完全沉浸在极致

的聆听体验中，甚至忘了扬声器的存在。

权威、清晰、纯正

—— 这就是 Contour 60！

Contour 60
大型落地式 
扬声器



如果您有一间较大

的房间听音乐；或者您

倾向于高音量的音乐 

播放 —— 搭载独特中

音单元的 Contour 60

就是您的理想之选。



12         Contour 25C

据说，观影体验的好坏百分之八十取决

于声音效果。对此，我们无法辩驳（尤其对

音乐剧而言，如果将音量调到零，音乐剧的

魅力也就不复存在了）。

为了打造更好的观影体验，我们专门推

出了中置扬声器 Contour 25C 。您可以将

Contour 25C 与 Contour 20、Contour 30

和 Contour 60搭配使用，形成多声道系统 

—— 使您既可以享受环绕立体声所带来的非

凡体验，又能在家轻松感受卖座大片的惊心

动魄。

为什么呢？因为从本质上来说，Contour  

25C是一款侧卧的 Contour 30，只是高音单

元从上部移到了中部。这款中置扬声器的两

边是一对 18厘米MSP单元，中间是带精密

涂层的 Esotar2软球顶高音单元 —— 与其他

Contour系列一样，Contour 25C的所有单

元均采用高端轻质的纯铝音圈和磁流体 

技术。

丹拿专业监听音箱被世界各地的顶级录

音室广泛应用于制作音乐和电影声效的后期

处理，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产品在艺术家们录音的阶段就参与其中并充

分理解他们的需求。因此，我们深知多声道播放对原音重现的重要性

（您可以来参加丹拿总部举行的“电影之夜”活动，绝对让您叹为 

观止……不过，您首先得会说丹麦语）。

如果您喜欢看电影（或电视节目），那么您肯定希望营造清晰动

感的现场效果，获得铿锵有力的出色声音感受。而中置扬声器可用于

搭建家庭影院，主要功能是支持电影对白的播放，因此，将优质材料

和均衡的中性音质完美结合的 Contour 25C绝对是您的理想之选。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追求 Contour 25C纯粹原音的特性。

Contour 25C完美融合了我们在环绕立体声领域的专业知识、细致入

微的洞察力和一如既往的激情。这款扬声器采用顶级家具级别 

饰面 —— 为了进一步优化箱体结构，我们甚至对支撑单元的盆架进

行了重新设计。是的，我们知道您看不见这些，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追

求完美之心。

如果您想为自己的丹拿系统搭配一款中置扬声器，或选择一款升

级产品，Contour 25C堪称理想之选。

清晰、有力、真实

—— 这就是 Contour 25C！

Contour 25C
专为电影爱好者 
打造的中置扬声器



完美搭档：

Contour 25C能

与其他 Contour

系列产品无缝连

接，集成惊心动

魄的环绕立体声

效果。



如何创造新的传奇？
实验、争论、测试、再实验、 
设计、原型试制……

我们不能重新发明车轮，但我们可以改

善各个细节来提升车轮整体性能，比如设计

新的轮辐。在重新设计 Contour系列的过程

中，我们就更换了许多“轮辐”。

一方面，我们尽力延续经典 Contour的

优质基因，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想有所突破。

因此我们给予设计团队绝对的自由，鼓励他

们大胆尝试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工艺和不同

的设计风格。

这意味着，有时候我们会被自己的“突

破”吓到。比如，当我们采用小尺寸音圈和

丹拿标志性的大尺寸音圈进行 A/B试听对比

时，结果出乎意料。但这是我们迈出的一大

步。虽然事实证明，这一大步“太大”了  

—— 因为与我们多年来采用的技术有所差

别，采用小尺寸音圈重现的音质差强人意 ——  

但我们并没因此立即放弃。我们只是更多的

去聆听和感受。

后来，在一次会议上，Contour的首席

产品设计师 Malte Köhn兴致高昂地向我们

展示了一大摞设计稿（这里您可以看到其中

的一部分）。“我大胆尝试了创新的颜色和材

料，”他说道，“我既想延续 Contour简洁直

接的经典设计风格，又想赋予全新 Contour

更优雅的外观和更先进的工艺。”

Malte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 —— 确实

如此，因为在那次会议上，我们全票通过了

他的设计方案。

勇于创新的丹拿产品管理部门副总裁

Michael Rohde Böwadt 非常鼓励这种创

新。“一开始，我们的创意天马行空，”他说

道，“我告诉他们，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我

们都要设计出世界上最好的单元和世界上最

好的箱体。”

不需要有压力，做就对了。

“这样有时候会过火，但也非常有趣。

我们想出一些非常有创意的设计，并进行一

系列讨论，最终确定了下一步的目标。”

比如，是否要选用完全不同的单元材

料？经过一系列的讨论和验证，最终，我们

14         成功之路





决定继续采用行之有效的MSP材料 —— 但

我们对 Daniel、Andreas和 Danny说，我们

希望这种材料能够使音质更加出色。他们做

到了！他们决定改变振膜的厚度，从而优化

整个音盆的频率特性，重现更加丰富的频响

细节。这种创新效果显著。

Michael坚持采用金属障板。一方面，

这是 Contour经典设计的一部分，另一方 

面，金属障板能大幅提升音箱的声学性能。

因为，金属障板的刚性、坚固性和阻尼性能

都非常出色，有助于确保全新的MSP单元

正常运行。

但现在，我们用铝质障板替代了铁质 

障板。

因为铝制材料更易成型，从草图中，您

可以看出：经过铣削处理的铝质障板的切面

与圆弧箱边完美契合，让 Contour显得更加

现代。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其他细节上更加精

益求精：比如支撑单元的盆架也采用圆弧倒

角设计。这样不仅外形别致，而且还有助于

减少声音衍射。整体来看，我们的改进非常

成功（我们甚至还多次争论要不要将螺丝暴

露在外。最终，赞成的一方获胜，即使是极

简派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在研发全新单元和分频器的过程中，我

们将设计任务交给了 Daniel Emonts 和

Mark Thorup（Mark于 1983年进入丹拿研

发部担任工程师，现已升职为丹拿的产品战

略经理）。他二位是丹拿设计部门的权威，

在设计方面，无所不知。我们将他们俩的研

发成果交给研发团队和心理声学专家，并告

诉他们“以此为目标”，开展工作。

在设计全新 Contour的过程中，我们不

断实验、不断讨论、不断播放、不断聆听。

我们绝不是简单重复，也绝不投机取巧。

最终，我们推出了全新的Contour系列，

因为时至今日 ,我们（还有您）仍十分钟爱经

典Contour。而现在，新的传奇即将开启……

16         成功之路



在设计全新
Contour的过程
中，我们不断实
验、不断讨论、
不断播放、不断
聆听。我们绝不
是简单重复，也
绝不投机取巧。



18         聆听不同胶水带来的细微差别



“我清楚地了解扬声器里面有哪些部件。”Daniel Emonts说道： 

“我了解扬声器的所有材料和各个部件。但当你反复仔细聆听时，仍

有一些神奇的发现。”作为丹拿的首席声学工程师，Daniel负责最终

检测丹拿单元。

在丹拿的研发部门，每当他们试听新产品时，都需要关注所有部

件对声音的影响。是的，所有部件，甚至包括胶水。“我们决定更换

用于粘结音圈和音盆的胶水。原本以为重新选择胶水的工作只需两三

我们仔细
聆听使用
不同胶水
的单元之
间声音表
现的细微
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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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即可完成，但最后我们却花了 1年的时间去测试、录音和聆听，”

他说道：“我们研发部门 80%的同事都能分辨出不同胶水之间的区别。

现在，试听时关注胶水这一细节已经成为丹拿不可或缺的研发流程了。”

我们都很重视聆听。这样才能制造出出色的扬声器。当然，我们

也重视科学测量：这是必不可少的。但电脑只是辅助工具：除了平滑

的频率曲线，一款出色的扬声器还有更多方面需要完善。

Contour所有的单元都是全新设计。我们唯一保留的是 Esotar2

高音单元，在丹拿所有的高端扬声器中，您都能发现它的身影  

—— 无论时光怎样流逝，Esotar2都无可取代。采用全新的单元意味

着需要全新的分频器和箱体与之匹配，换而言之，每个部件之间都会

相互影响，最终影响您的聆听体验。

我们的一切设计都是为了声音 —— 而不是数据。 

一切瑕疵都无处遁形。我们根据丹拿 40多年的丰富经验，对音

圈稍作改进，从而改变了扬声器的发声点。我们将扬声器的瞬态响应

性能精确到毫秒 —— 甚至微秒，让声波能迅速直达您的耳朵。我们

研究如何降低声音的衍射，如何减少箱边对高音单元音质的影响，如

何降低箱边对离轴性能的影响（这样一来，无论是在 Contour的侧边

还是正面，都能体验到如出一辙的出色音质）。

不知您是否注意到，从上往下看，箱体延续了经典 Contour障

板的设计风格？ 

从细节处理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丹拿有史以来首次对方方正正的

箱体进行了曲线处理。但这不仅仅是为了外观好看而作的设计（当然

也确实更好看）。我们对全新 Contour系列，以及我们所制造的任何

一款扬声器的所有设计及改良，都有坚实的声学基础。

尽管做了诸多改变，我们却始终没有丝毫偏离。在设计音质出色

的扬声器时，我们一直秉持丹拿的“纯粹原音，如临现场”的理念。

为此，我们不断测试，不断聆听，然后再测试。我们甚至将扬声器原

型带回家，体验家居环境中的聆听效果。只要没有达到理想音质，我

们就不断重复这些流程。

当我们用科学的工具检验设计成果时 —— 我们总是不断检查自

己的工作 —— 有时会发现数据看起来是“不对”的。那又怎么样呢？

我们只需静然安坐，用心聆听。

丹拿的声音特色到底是什么？答案是：丹拿不需要所谓的声音特

色，而是忠实重现艺术家们精心演绎的原音。

显然，我们的竞争对手要忙坏了。也想要尝试一下逆向工程的奥

秘？那可要花一段时间……



从容不迫  
一蹴而就

22         始于丹麦，精于丹麦



在丹拿，Allan Kristiansen是“最昂贵”

的专家之一。他已经在丹拿工作了 27年，

在此期间，他说了上百次的“不”。

每一次他说“不”，我们就要付出高昂的

成本。因为这意味着扬声器箱体需要重新上

漆抛光（需要三周时间才能完成）。Allan洞

悉一切。或许是某根线缆没有正确安装。或

许少了一个螺丝。

始于丹麦，精于丹麦 !
我们为何总是努力忠于原音 ?



我们对自己 
的工作倍感自豪。

在丹拿无论
你问谁，都会得
到同样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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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并不介意。因为 Allan每次说 

“好”的时候，都意味着一台完美的扬声器从

工厂诞生。

“关键之处在于要从容不迫，”他说：“从

容不迫，一击必中。”

我们始终坚持在丹麦工厂制造Contour。

因为外面的组装厂没有 Allan把关。从需经

历至少十一道上漆和抛光工序的箱体，到采

用丹拿自主研发的硅酸镁聚合物材料制作而

成的单元，再到测试、包装以及四百多个零

部件的组装，所有的制造流程都在位于丹麦

斯坎讷堡的丹拿总部完成。

自 1977年成立以来，我们就一直坚持

在丹麦总部完成所有的制造流程。因为我们

的创始人深知：要制造出真正出色的扬声器，

唯一的方法是，亲自监控产品设计研发和生

产制造的每个环节。

因此，我们自主研发单元技术，包括饱

受赞誉的带精密涂层的织物软球顶高音单

元。我们对自己的工作高度保密（那时的丹

拿总是带有一丝神秘色彩），并开发出丹拿

特有的制造工艺和测试方法。此外，我们还

制造了上千种原型。而这样一来，每一台出

自丹拿工厂的扬声器，都凝聚了我们精良的

制造工艺和纯正的手工技艺。无一例外。

“我们对自己的工作倍感自豪。”Allan说

道：“在丹拿，无论你问谁，都会得到同样

的回答。我们在丹拿工厂生产的每一台扬声

器最终会进入一个家庭，或一辆车或一间专

业录音棚。它们价格不菲，有时甚至要花去

主人好几年的积蓄。 因此，我们必须制造出

完美的产品 —— 丹拿音响是‘引以为傲、坚

持纯粹’的代名词，这是事实。绝对是 

事实。”

我们希望您能钟爱丹拿产品，正如我们

热衷于为您打造完美扬声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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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拿的声音特
色到底是什么？答
案是：丹拿不需要
所谓的声音特色，
而只是忠实重现艺
术家们精心演绎的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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