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智携手Voxtok Music推出全新连网音频
产品系列
法国蒙佩利尔、台北 – 2016 年 9 月 9
日 – 机顶盒系统芯片领导厂商扬智科技
与创造独特音频娱乐套件的法国厂商
Voxtok 携 手 合 作，预 先 整 合 Voxtok
Music 至扬智的连网音频与机顶盒芯片
系列。本整合方案提供创新的使用者体
验和不同凡响的加值服务，将嘉惠机顶
盒及音响设备制造商，加速其产品问市
时间，提升成本优势，为音乐与付费电
视产业贡献更先进、全方位的生态价值
链。
双方合作将致力开发具备成本效益的音
频方案，瞄准多房式 (Multi-room) 播放
的市场，特别是与电视的整合应用。首
先推出的是一项具备成本效益的多房式
音频系统，为 Voxtok 在 2015 年 CES
得奖的音频装置 Audio Capsule 之量产
版，后续亦将在此基础上推出多项装置
及模块导入市场。

Voxtok 技术长 Jean-Charles Verdie 表
示，“我们持续开发许多先进的方案，朝
着音频与视频汇流的商机而努力。Voxtok
很乐意与扬智合作，结合双方的开发实力
与技术，带给制造商、品牌商及运营商一
个最佳的多房式音频生态价值链。
”
基于扬智芯片的 Voxtok 产品设计运用扬
智 M3733 及 HEVC 系列中的 M3627 芯
片所提供的弹性与安全功能，未来双方的
合作更将着眼于整合新一代的高清音频与
扬智 4K 芯片。
扬智科技创新事业处主管 Francois Galy
表示，“扬智与 Voxtok 均看好连网音频设
备与电视大屏幕结合所激发的商机，我们
认为音频设备也如同视频装置一样，正朝
向高效能表现与高质量产品的方向演进。
扬智很荣幸加入 Voxtok Music，连手世
界级的音响设备领导厂商，包含 Elip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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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ent、Didit、Inprodicon 等，共 同
开创影音新领域。”
Voxtok Music 整合服务与内容、产品与
技术。
服务与内容 : 串流 (MP3 至 CD) 及下载
(MP3 至 Hi-Res) 的 白 标 平 台
(white-label)、音乐情报、发掘与建议、
多重来源、音讯辨识。
产 品 : Voxtok 提 供 整 合 扬 智 芯 片 与
Voxtok Music 的产品，供应先进的音频
装置，目标涵盖音响发烧友及一般大众
市场。
技术 : 针对机顶盒与电视，应用范围包含
多房式音频控制、音频服务及 HbbTV。
扬智将于 IBC 2016 现场展出本整合方案
，IBC 于 9 月 9-13 日在阿姆斯特丹举办
，欢迎莅临扬智展示室 BM 19 & 20, 2F,
Hall 1 参观询问。
扬智科技
扬智科技为专注于数字机顶盒系统单芯片
开发的创新领导厂商，结合数字机顶盒的
核心技术，扬智科技的产品素以整合度高
、可靠性强、客户服务周到与成本效益卓
越闻名于业界，全球有数以百计的付费电
视运营商采用扬智的解决方案。扬智科技
成立于 1987 年，总部设立于台湾台北，
另外在新竹、上海、深圳、珠海、瑞士日
内瓦、韩国首尔以及印度诺伊达设有办公
地 点。更 多 讯 息，请 参 考
www.alitech.com.

About Voxtok
Voxtok 提供音频与视频消费市场绝佳的
音乐飨宴，基于其音频娱乐套件 Voxtok
Music，Voxtok 设计一系列目标涵盖高
端至大众市场的现代化音频方案，供应
给运营商及制造商，形成一条名符其实
的音频产业链，结合内容与服务、产品
与技术。
Voxtok 被誉为一家创新的音频公司，详
情请参考本篇颂扬法国高清音频巨擘的
文 章 « Hommage aux Maîtres
Français du son haute déﬁnition, De
Georges CABASSE à Jean-Michel
JARRE »。
Voxtok 获颁 2015 年 CES 高效能家庭影
音设备奖。
Voxtok 在法国与台湾设有营运中心，更
多讯息，请参考 www.voxtok.com 或关
注 @voxtok, Facebook 及 Linke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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