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音品质的新世界 – 把握在您的掌心：Denon DA-10 是一个音质奇

迹，特为室外和室内使用而开发。在路途上使用时，可以增强智能手

机、笔记本电脑等设备的音质。DA-10 从您的移动设备获得音频信号

并通过数模转换显著改善音频场效。还可以让您轻松驱动更高品质的

耳机。此外，DA-10 能数字兼容您的模拟家庭 Hi-Fi 系统 – 可以以

最佳音频品质欣赏您储存的所有数字音乐。尽管尺寸不大，但能带来

天龙高品质声音，因为它集成了 Advanced AL32 Processing。它能发

出高达 192kHz/24 位的高分辨率音频，能处理 DSD 2.8MHz 和 5.6MHz，

因而能从任何音源提供新水准的音质。为了满足您的连接需求，还集

成了 USB-A、USB-B 微型和 AUX 输入端口。

DA-10 带D/A转换器的便携式耳机放大器

DA-10
产品信息

带D/A转换器的便携式耳机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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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信息

特色 规格

Advanced AL 32 Processing • 频率响应 2 Hz - 50 kHz (-3dB)

DAC 32 位 / 192kHz 信噪比 108dB（音量最大，2V）

模拟输入 /输出 •/• 总谐波失真 0.003%（1 kHz，可听范围）

USB 输入 USB 音频 /微型 USB-B 耳机功率 40mW + 40mW（32 ohms，1% 失真）

PCM 分辨率 (USB-B) 24 位 / 192kHz 18mW + 18mW（600 ohms，1% 失真）

USB-B DSD 音频串流 DSD2.8MHz / DSD5.6MHz

异步模式 •

位透明模式 •

耳机输出 • 

耳机增益控制 正常 /高

普通

最大尺寸（宽 x高 x深） 64 x 139 x 29 mm

重量 0.24kg

新特色
• 带 D/A 转换器的高清、便携式耳机放大器 
• USB 音频和微型 USB-B 输入
• 模拟输入和输出
• 通用位透明，通过微型 USB-B 异步播放来自计算机的

数字音频文件格式和串流音频；原生支持高达 24 位、

192 kHz 以及 DSD 2.8MHz 和 5.6MHz 的音频
• 耳机放大级，通过所有种类的耳机或入耳式耳机实现

超凡收听
• 运行时间长达 7小时的可充电电池

使内容品质最大化的最先进天龙解决方案
• 高品质音频元件提供丰富、开放、精细的声音
• 天龙 Advanced AL32 Processing 和高精度 32 位、

192 kHz 数模转换，实现超高清音频品质
• DAC 主时钟设计，实现无失真、全通透音场
• 独立主时钟晶体（44.1kHz 和 48kHz）对任意采样频

率的输入信号进行精确定时
• 耳机输出用分离电流缓冲器 
• 配合高保真模拟输出级充分利用高清 32 位、192 kHz 

数模信号转换功能，获得与天龙顶级 CD/SACD 播放机

系列相同的惊人音质

使用方便
• 简单的即插即用操作，用于通过数字音频输出连接计

算机及其他设备
• 输入选择开关和耳机音量控制
• 便携式设计和户外使用功能
• 便携袋
• 附带Micro USB电缆(Micro B)、Lightning USB电缆、

30 针 USB 电缆、立体声迷你插头

个性化收听

虽然便携式音频播放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能轻松驱

动普通的耳塞式耳机，但是其模拟音频输出级显然无

法应付更高阻抗耳机的需求，且其内部 D/A 转换的品质

无法达到有素养的音乐收听者所期望的标准。这正是

DA-10 具颠覆性并大显身手的地方。通过 Denon 音频专

家打造的高级音频技术，DA-10 能再现所有细节、所有

低音和所有激情。这并非只有通过高价高保真耳机才能

听到的，标准的（即使是普通的）耳塞式耳机也能轻松

体验。能得到更多冲击，更多灵感，只管开大音量，增

添更多活力。 

数字音乐文件和音频流媒体的通用高保真播放

USB-B 输入能通过 DA-10 处理和播放计算机存储的音乐

文件或来自互联网音乐、视频和影片服务的音频流媒体，

获得尽可能高的音质。计算机会将 DA-10 识别为外部声

卡，完全绕过其自带的低品质音频电子器件。DA-10 可

以处理任何可以从计算机自带媒体播放器播放的数字音

频格式 – 包括 MP3/MP4、AAC、ALAC、WAV 和 FLAC HD

（高达 24 位，192 kHz）和 DSD（2.8MHz 和 5.6MHz 分辨

率）。从计算机到 DA-10 的数字音频流传输采用异步位

透明模式，以确保 bit-perfect 数据流顺利进行高清

Advanced AL32 Processing 和高精度 32 位、192 kHz

数模转换。

高清信号处理和数模转换

天龙的 Advanced AL32 Processing 和高精度 32 位、

192 kHz 数模转换带来远高于普通高清、宽带宽转换技

术的音频品质。正如高级蓝光播放机能从标准高清 DVD

产生全高清视频一样，Advanced AL32 processor 可将

所有输入信号上转换升频至32位、192 kHz高清数据流，

它使用非常先进的专有算法进行内插，以对原声录音进

行全面、精确的再现。Advanced AL32 处理器配合高精

度 32 位、192 kHz 数模转换 (DAC) 电路，以充分发挥

Advanced AL32 高清处理功能。标清数字音频转换所固

有的量化噪音得以避免，将数字处理和滤波失真削减到

人耳所能分辨的范围以外，从而再现最纯净、最高品质

的模拟输出信号。 

DAC 主时钟设计

超精确的主时钟设计紧靠 DAC 电路放置，以为数模信号

转换提供最佳精度并减少转换过程中的绝对最小定时差

异 – 称为时基误差 – 这是失真的重要根源。该设计配

备低抖动振荡器以生成时钟信号。采用了两个频率分别

为 44.1 和 48 kHz 的晶体，从而为所输入的任何采样频

率的信号（输入信号采样频率为多个同类或不同晶体频

率的乘积–例如，192 kHz = 4 x 48 kHz ；88.2 kHz 

x 44.1 kHz）生成最精确的时钟。其成效是确保再现完

全真实且通透的立体声音场，使乐器和演奏者有精确的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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