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恒利在中国

【多功能厅 & 娱乐设施】

A C E  I N  C H I N AA C E  I N  C H I N A



安恒利（国际）有限公司成立于1982年，是香港一家提供专业音频、视频和舞台灯光服务的工程公司。自成立以来，已成为中国大

陆、香港、澳门地区的专业设备供应商和系统集成商。超过38年的专业经验使安恒利在此行业有着重要位置。

安恒利长期的合作伙伴有Harman集团（JBL, Crown, dbx, BSS, Lexicon,HiQnet, Soundcraft & Studer), Shure, StageTec, 

Sennheiser, Dolby, Christie, ClayPaky, MA Lighting, AYRTON等，以及其他许多行业的领导品牌。

安恒利的服务对象分布非常广泛，包括世界知名的电视台、广播电台、录音棚、剧院、电影院、体育场馆和会议中心。此外，安恒

利还提供系统咨询、系统设计、系统集成，以及培训服务。

安恒利已经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西安、成都设立分支机构，每个分支机构都有专业的技术支持，服务部门，销售团

队，能够覆盖整个中国市场。

安恒利每年售出的设备数以万计，其售后服务的理念是希望每台设备可以提供长久的满意的服务。因此安恒利把技术培训和售后服

务作为首要任务。除了充足的产品零部件外，安恒利努力建立一支强大的服务体系，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研讨会和产品培训中，以

便提供给客户最满意的服务。

安恒利非常重视人力资源的建设，把大量资源应用于人员培训上。除了接受完整的在职培训课程外，更是给予年轻的技术人员充足

的机会，服务于更多高水平的项目。安恒利已经建立了一支非常敬业且拥有专业技术的强大队伍，能给予最有力的支持。正因为如

此，安恒利被选择为许多重要的活动提供服务。

安恒利（国际）有限公司

Advanced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International) Company Ltd.

ACE was established in Hong Kong back in 1982 as an engineering company to provide services to the professional audio, video and 
lighting industry.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over 38 years ago, ACE has gained a reputable position in the industry, having been partners 
with many industry leaders, such as the Harman Professional, Shure,StageTec,Sennheiser, Dolby Laboratories, Christie Digital, Clay 
Paky, AYRTON and MA Lighting, to supply equipment and provide system integration services in China, Hong Kong and Macau. 

Since its formation in Hong Kong, ACE has since then expanded its coverage to most major cities in China, with branches set up in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Shenyang, Xi’an and Chengdu, each with its own technical support team and service department, as 
well as localized sales and marketing teams ready to serve the whole China market. 

Our customers came from a wide range of background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ranging from TV stations and recording studios, to 
cinemas and convention centers. In addition to equipment distribution, ACE also provides professional services such as consultation, 
system design and integration,on-site support for live eventsas well as training and services. Having been part of many projects and 
events of both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 our technical team has garnered valuable experiences and developed a respectable 
professionalism, eager to serve projects of any scale and size.

Each year, ACE sell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equipment, all of which have an expected product life cycle of over 5 years. Realizing 
the importance of after sale services, our company has placed the utmost emphasis in providing the most comprehensive services and 
trainings to our customers.

We understand that down-time caused by equipment failure can be costly to our customers, so while the products we represent are 
known to be highly reliable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the best in class performances, we keep an abundant of spare parts in stock, ready 
for any situation that may arise. We also provide application seminar and product training, to both our customers and our own staff, 
so that our customers can have a peace of mind when purchasing products from ACE. It is our mission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our 
customers with state-of-art products and world class services.



多

功

能

厅

娱

乐

设

施



■ 	 	恒大地产集团

    The Evergrande Real Estate Group

恒大地产集团现在启动了5个地方的恒大山水城酒店兴建，每个地方大厅，房间数量都是一样：1个1000平方米演艺大厅；

11个豪华KTV包房，拥有多种奢华包房及演艺大厅，装修风格时尚前卫，欧式风格尽显尊贵典雅。是集KTV包房、演艺大

厅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奢华娱乐场所。音响设备基本一致，统一由安恒利公司提供。

增城恒大山水城 - 娱乐中心

时间：2012年    地点：广东增城

天津恒大金碧天下 - 娱乐中心

时间：2012年    地点：天津

重庆恒大金碧天下 - 娱乐中心

时间：2010年    地点：重庆

清远恒大金碧天下 - 娱乐中心   

时间：2011年    地点：广东清远

广州御景半岛 - 恒大酒店   

时间：2009年    地点:广东广州

主要扩声设备：

JBL                                 SRX 系列扬声器

JBL                                 Control 系列扬声器

JBL                                 MP 510 扬声器

SOUNDCRAFT                GB 4/LX 9/EFX/EPM 调音台

CROWN                          XTi 系列功率放大器

CROWN                          CNi 系列功率放大器

DBX                     260/PA/2231/1231 周边设备

SHURE             ULX/SLX/PGX/KCX 话筒



■ 	 	盘古天地集团

    Pioneer Universe Group

           地点：深圳

盘古天地集团是国内自有数据中心面积最大、拥有机柜数量最多的云计算和大数据运营服务提供商，是除运营商之外的第

三方自有数据中心面积最大、拥有机柜数量最多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服务提供商。由于行业特殊性，其对企业内部所采用

的的设备要求有非常高的可靠性、耐用性。

会议室 - 主要扩声设备：

JBL                                 JRX 100 系列扬声器

CROWN                          XLS 系列功率放大器

DBX                     PA Premium 处理器

SHURE             PGX24 话筒

SHURE             SM58 话筒

娱乐室 - 主要扩声设备：

JBL                                 VRX 900 系列扬声器

JBL                                 SRX 800 系列扬声器

CROWN                          MA-T 系列功率放大器

SHURE             QLX-D 无线系统

SHURE             话筒



■ 	 	首北兆龙饭店

    Bei Zhaolong Hotel

           地点：北京

兆龙饭店位于北京时尚潮流地标三里屯，1985年开业，邓小平

同志亲自参加开业仪式，并亲笔提字“兆龙饭店”。经过一年

的升级改造后将隆重开幕，2019年底兆龙饭店正式以“首北兆

龙”的新名字登台亮相。ACE参与建设首北兆龙的多声道还音

系统、楼体秀及所有艺术展示空间的扩声系统改造，并提供了

全部扩声设备。

中庭主要扩声设备：

[一层画廊、中庭1-3层的立体声、1层多声道系统]

SOUNDCRAFT           Vi 1000 调音台

BSS                           BLU-160 数字音频处理器

LYNX                          Aurora 系列解码器

SHURE        QLX-D 话筒

RF VENUE                 天线设备

三层宴会厅主要扩声设备：

SOUNDCRAFT           PSi 系列调音台

BSS                           BLU-160 数字音频处理器

LYNX                          Aurora 系列解码器

SHURE        QLX-D 话筒

RF VENUE                    天线设备

室外主要扩声设备：

[室外楼体秀、西餐厅及酒巴街]

JBL                            Control 25AV 扬声器

JBL                            CBT 70J 扬声器



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是一所现代化多功能校园剧

场，讲堂坐落于燕园中心位置，建筑面积1.26万平方

米，内设拥有2063个座位的观众厅。讲堂拥有先进

舞台、灯光、扩声及自动控制系统、电影数字立体声

还音系统等专业设备。每年承接推出文艺演出、电影放

映、讲座、典礼、会议、展览、新闻发布等活动数百

场，逐渐朝着成熟的综合性多元化剧场迈进。

■	 		 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

     Peking University Hall

    地点：北京

主要扩声设备:

JBL                        AE 系列扬声器

JBL                         STX 800 系列扬声器

JBL                         LSR 300 系列监听扬声器

BSS                       FCS 966 均衡器

CROWN                 IT-HD 系列功率放大器

SOUNDCRAFT       Vi 3000 数字调音台

SOUNDCRAFT       Si Performer 数字调音台

 

SOUNDCRAFT        GB 8 数字模拟调音台

TASCAM                 音源设备

SHURE                    无线话筒

主要灯光设备:

MA  LIGHTING    MA 2 灯光控制台

EPICA                        EP-PAR5403 电脑灯

中共遵义市委党校初创于1949年12月的遵义专区革命

干部学校，院校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遵义市新蒲新区遵

义大学城东侧。是中组部全国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特色基

地、国家公务员局全国公务员特色实践教育基地。

■	 		 中共遵义市委党校

     Zunyi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PC Party School

    地点：贵州遵义

主要扩声设备:

JBL                     VRX 系列扬声器

JBL                           PRX 系列扬声器

DBX                          均衡器

CROWN                   XLS 系列功率放大器

CROWN                    XTi  系列功率放大器

SHURE                    话筒



■	 	中关村第三小学 

     Zhongguancun NO.3 Primary School

 地点：北京

主要扩声设备：

JBL                            VT 4883 线阵列扬声器

JBL                            VT 4886 线阵列扬声器

JBL                            AE	系列扬声器

JBL                            SRX 700 系列扬声器  

SOUNDCRAFT           Vi 1 调音台

SOUNDCRAFT           Si Performer 数字调音台

CROWN                     MAi 系列功率放大器

CROWN                     CTs 系列功率放大器

BSS                           BLU-160 数字音频处理器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地处中关村科技园

区的核心地带，这里是高科技和人才资源最为密集

的区域。为了给广大在校师生提供更为优质的工作

和学习环境，有更好的视听效果，学校的全部扩声

系统：选用高品质J B L扬声器，C R O W N功率放大

器，BSS数字音频处理器和SOUNDCRAFT数字调

音台。安恒利公司承接了该校体育场馆、大操场和

会堂的全部扩声系统的设备提供、安装调试和技术

支持。



国家会展中心又称“中国博览会会展综合体”，该项目立足长三角、服务全国、面向世界，以“一流场馆，一流配套、一流

建设”为目标，建成后的会展综合体可以提供50万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其中包括10万平方米室外展场，将成为世界上规模最

大、最具竞争力的国际一流会展综合体，作为新时期我国商务发展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将在拓展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展

现国家综合实力中发挥重要作用。

■	 		 国家会展中心 

     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地点：上海

主要扩声设备:

JBL                  AE 系列扬声器

JBL                         Control 系列扬声器

JBL                         EON 500 系列扬声器

CROWN                  CTs 系列功率放大器

CROWN                  DSi 系列功率放大器

SOUNDCRAFT        EPM 调音台

SOUNDCRAFT        GB 8 调音台

DBX                        数字音频处理器

SHURE                   话筒

上海科技馆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行政文化中心区的

世纪大道2000号，是以科普教育为主的展览馆，以“自

然·人·科技”为主题。上海科技馆设有地壳探秘、生物

万象、智慧之光、视听乐园、设计师摇篮、彩虹乐园、自

然博物馆等七个展区和巨幕影院、球幕影院、四维影院、

太空影院及会馆、旅游纪念品商场、临展馆、多功能厅、

银行等配套设施。

■			  上海科技馆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地点：上海

主要扩声设备:

JBL           PD 系列扬声器

JBL                  AE 系列扬声器

JBL                  Control 系列扬声器

CROWN           XTi 系列功率放大器

CROWN           IT-HD 系列功率放大器

CROWN           XLS 系列功率放大器

SOUNDCRAFT           FX16 调音台

BSS                           BLU 100 数字音频处理器

主要灯光设备:

MA  LIGHTING       MA2 灯光控制台



重庆科技学院，其教职工活动中心建筑面积5000余平方

米，是进行各种文体健身、休闲娱乐活动的综合场所，

2015年安恒利公司承接了活动中心的扩声系统改造。

■	 		 重庆科技学院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地点：重庆

主要扩声设备:

JBL           MRX 500 系列扬声器

JBL                  PRX 400 系列扬声器

CROWN           XTi 系列功率放大器

DBX                 PA 数字音频处理器  

LEXICON          数字效果器

SHURE             无线话筒

SHURE             话筒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公安局多功能厅扩音工程顺利竣工，

本次扩音工程全部采用安恒利公司旗下JBL、CROWN、

SHURE品牌产品，为厦门市海沧公安局多功能厅提供高

品质扩音效果提供完美保证。

■	 		 厦门市海沧公安局

       Amoy Haicang District Public Security Bureau

    地点：福建厦门

主要扩声设备:

JBL             SRX 700 系列扬声器

CROWN             XTi 系列功率放大器

SHURE               SLX 系列无线话筒

SHURE               BETA 58A 话筒



■	 上海扬子江万丽酒店

    Renaissance® Yangtze Shanghai Hotel

 地点：上海

上海扬子江万丽酒店于2011年起对原设施进行改建，安恒利公司承接新楼宴会厅、会议区域以及老楼宴会厅的音视频系统

设计和施工。该项目于2012年完成，该酒店音视频系统采用数字音频处理技术和高清视频平台，采用灵活手段满足不同客

户使用需求。

主要扩声设备：

JBL                                Control 系列扬声器

JBL                                VRX/MRX/EON 系列扬声器

CROWN                         XTi 系列功率放大器

BSS                               BLU 数字音频处理器

DBX                               音频处理器及周边设备 

SOUNDCRAFT               调音台

TASCAM                        音源设备

SHURE            话筒

■	 北京万达索菲特大酒店

     Sofitel Wanda Beijing

 地点：北京

北京万达索菲特大酒店位于国贸桥以东，CBD中央商

务区，它将10个会议厅集中在第7层，整个楼层面积达

7000平方米。安恒利公司承接了第7层歌剧院厅的扩声

系统工程。

主要扩声设备：

JBL                                AC/AM 系列扬声器

CROWN                         DSi 系列功率放大器

BSS                               BLU 音频处理器



■	 广州市海珠区府新办公楼大礼堂

    Grand Hall in Fuxin Office Building (Guangzhou Zhuhai)

 地点：广东广州

广州市海珠区府新办公楼大礼堂，座位数量1000人，

是区政府举行大型会议、报告、各类型歌舞、文艺演

出的重要场所，安恒利公司承担全部扩声系统工程。

主要扩声设备：

JBL                                 AE 系列扬声器

BSS                                London 数字音频处理器

SOUNDCRAFT                GB 8 调音台

CROWN                          CTs 系列功率放大器

TASCAM             音源设备

SHURE                  话筒

■	 	上海新发展亚太万豪酒店

    Shanghai Marriott® Hotel Changfeng Park 

  地点：上海

上海新发展亚太万豪酒店于2010年落成，安恒利公司承接其有关音频系统工程设计和施工。音频系统采用BSS数字音频设

备构成CorbraNet音频网络，将节目源输送到酒店指定区域播放。视频方面配置了达到高清标准，实现了“视与听”的完

美结合。在宴会厅、会议室等区域还配置了集中控制系统，通过无线和墙面控制面板相结合方式，实现更为便捷、人性化

的系统操作控制。

主要扩声设备：

JBL                                Control 系列扬声器

JBL                                VRX/MRX/EON 系列扬声器

CROWN                         CTs 系列功率放大器

CROWN                         XTi 系列功率放大器

BSS                               BLU 数字音频处理器

DBX                               音频处理器及周边设备 

SOUNDCRAFT               调音台

TASCAM                        音源设备

SHURE            话筒



■	 无锡市政府会议系统

    Wuxi Municipal Government Conference System

  地点：江苏无锡

无锡市政府会议系统工程包括会议室、贵宾厅、新闻发

布厅及演示厅等，安恒利公司承接了全部音视频和数字

会议讨论系统。工程竣工后，经验收语音清晰、图像逼

真、操作简便、安全可靠。

主要设备：

JBL                                 Control 系列扬声器

CROWN                     功率放大器

SOUNDCRAFT                调音台

DBX                 数字音频处理器

SHURE               自动混音器和话筒

TASCAM            音源设备

亿光SEGT            智能硅箱及控制器

■	 					 	上海舞蹈学校

    Shanghai Dance School

  地点：上海

上海舞蹈学校多功能厅为更好的满足教学的要求，适应

对外交流的需要，于2008年对全部扩声和灯光系统进行

更新和升级,安恒利公司承接了全部系统工程。

主要设备：

JBL                                VRX 系列扬声器

JBL                                SRX 系列扬声器

JBL                                MDD 系列扬声器

SOUNDCRAFT               GB 4 调音台

CROWN                         DSi 系列功率放大器

LEXICON                       MX 200 效果器

TASCAM                        音源设备

SHURE            话筒

MA LIGHTING           灯光控制台

PULSAR            灯具



■				上海明天广场JW万豪酒店

    JW Marriott Hotel® Shanghai at Tomorrow Square

      地点：上海

上海明天广场JW万豪酒店是万豪在大陆第一家JW等级酒店，是上海一个标志性酒店类建筑，内设酒店、多媒体会议区域、

多功能宴会厅等场所，由安恒利公司负责酒店公共区域音视频、舞台灯光、集中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和调试。

主要设备：

JBL                                Control 系列扬声器

JBL                                SP/MS/EON 系列扬声器

CROWN                         功率放大器

BSS                               Soundweb 数字音频处理器

DBX                               音频处理器及周边设备 

SOUNDCRAFT               调音台

TASCAM                        音源设备

SHURE            话筒

CLAY PAKY           电脑灯

■				上海世贸国际广场

    Shanghai World Trade International Plaza

     地点：上海

超五星级的上海世贸皇家艾美酒店（又称世贸国际广

场）毗邻上海人民广场，我公司承接其音视频系统工

程，对原整体设计方案中有关部分进行全面深化设计，

全部选用国际知名品牌，通过精心安装和系统调试，已

竣工运行，效果完全达到要求，深受业主赞许。

主要扩声设备：

JBL                       MP 系列扬声器

JBL                       SRX 系列扬声器

JBL                       Control 系列扬声器

BSS                      London 数字音频处理器

TASCAM        音源设备

SHURE                 话筒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广州市机场路堂会量贩KTV、福建会堂、珠海艺术职业学院、四川自贡神话国际音乐会所、四川成都

明月大酒店KTV、内蒙呼和浩特魅力100量贩KTV、内蒙呼和浩特金仕顿大酒店钻石人间KTV、内蒙包头海德酒店嘉年

华会所、深圳布吉年代秀量贩KTV、北京九华山庄、北京京城大厦、上海世贸国际广场、上海光大会展中心工作、上海金

茂大厦、上海南京路世纪广场、上海科技城区、上海东锦江索菲特大酒店、深圳欢乐谷、深圳华侨城、内蒙古艺术大学、

湖南大学等。

■	 更多参与建设的多功能厅及娱乐设施项目：



■ 我们分别在香港、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成都、西安设立了维修和技术支援中心，技术精良的维修工程师，种类充足

的配件库存，为您提供最专业和便捷的服务。我们的工程商、分销商覆盖全国，形成强大的销售、服务和支援团队。

主要代理的品牌：



安恒利（国际）有限公司微博 安恒利（国际）有限公司微信

香港总公司及展厅：

香港新界荃湾海盛路11号 

ONE MIDTOWN 21楼16-18室 

电话:(852)2942 2100
传真:(852)2424 0788
网址:http://www.acehk.com

北京维修及技术支援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双桥中路50号院内

邮编:100024
电话:(010)8536 0422
传真:(010)8536 0149
E-mail: info@acebj.com

上海维修及技术支援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浦路3188弄d1-158号
邮编:201315
电话:(021)2096 0011/2096 2121
传真:(021)2096 0033
E-mail: acesh@acesh.com

安恒利（国际）有限公司

中国大陆、港、澳总代理 

广州维修及技术支援中心：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钟一村高沙工业区自编3号
邮编:510100
电话:(020)8386 3535/8386 3598
传真:(020)8386 3550
E-mail: acegz@acegz.com

成都维修及技术支援中心：

成都市青羊区北大街100号
永逸商厦四楼 

邮编:610017
电话:(028)8667 4280/8667 2287
传真:(028)8667 9192

西安维修及技术支援中心：

西安市高新区天谷七路

西安国家数字出版基地A栋703室 

邮编:710077
电话:(029)8871 9284/8423 5946
传真:(029)8871 9453

沈阳维修及技术支援中心：

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南三经街

20号嘉隆大厦1507室
邮编:110003
电话:(024)2325 3511/2325 3711
传真:(024)2325 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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