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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声俱来

斯达克之声
为您带来舒悦的聆听体验

妙
与声俱来

研究表明，听力健康与身心
健康息息相关。

积极聆听、积极融入社会才能让您的
生活更加精彩更加健康。

秉承“帮助人们无忧聆听、精彩生活”
的宗旨，我们迎来了革命性的创新技
术。

斯达克隆重推出全新Muse,妙系列助
听器，释放斯达克之声，为您提供斯
达克定制听力解决方案和聆听体验。



每天体验
优质聆听

不同于其它助听器需要在脖子上佩戴设
备，斯达克SurfLink无线附件能够直接
将您的助听器无线连接到您的手机或其
它任何蓝牙设备。

完美连接手机创新降噪技术结合精准的方向性麦克
风系统，帮助您轻松应对当今的复杂
聆听环境，无惧交流。

噪声下的聆听

无需佩戴任何中转设备，使用SurfLink

无线附件就能让您轻松看电视和听音
乐，享受无忧连接。

优质连接



斯达克无线助听器搭配SurfLink

无线附件使用，效果更出色。

尽享
无忧连接

随着无线产品的普及，无线连接系统愈
加拥挤。斯达克900sync™无线同步技术
采用高比特率的音频流，为聆听环境中
的无线连接保驾护航。

全新SurfLink二代手机
伴侣融便携式手机转换
器、辅助听力设备、媒体
音频流和助听器遥控为
一体，深受患者喜爱。

全 新Sur fL ink二 代 媒
体 播 放 器 ，可 连 接 电
视、MP3播放器等设备，
将音频声音直接传输到
您的助听器中。

手指点一点，您就能通过
SurfLink遥控器来调节
助听器的音量、切换记
忆程序、控制音频流模式
等。 

SurfLink远程麦克风是
可佩戴在对方身上的辅
助装 置，帮助患者在 复
杂聆听环境中的交流对
话。



器，
为知音者而造

我们对音乐的品味因人而异，
但是音乐本身所散发的魅力
是举世公认的。
Muse妙系列助听器的强劲处理能力为
您开启了聆听音乐的全新体验:

为您打造原声态音乐，尽享舒悦聆听。

•  改善聆听音乐时的可听度、大声强度和
音质

•  轻松听到轻声音乐

•  可选手动控制或自动控制

“听到音乐让我
觉得什么烦恼

也没有了”  
- 乔治·埃利奥特



满足各种
听力损失类型

如果您患有单侧听力
损失，妙系列助听器
将是您的最佳选择。

斯达克无线CROS及BiCROS助听
器，专为提高单侧听力损失患者
的 言 语 可 听 度 和 言 语 可 懂 度 而
设。900sync无线同步技术将音频
流直接传送到相对好耳，提供高
质、清晰和稳定的聆听体验。

CROS/BiCROS功能
适用于RIC瑞克式和
BTE耳背式助听器

在美国，每年大约有
60,000例

单侧听力损失患者。

1  Williams, V. A., McArdle, R. A., & Chisolm, T. H. (2012).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outcomes from new BiCROS technology in a veteran sampl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udiology, 23(10), 789-806.



精益求精

复杂环境中的舒适聆听

初次佩戴
轻松适应

优质的无线连接

舒适、个性化的聆听体验

零啸叫

经久耐用
值得信赖

聆听原声态音乐

定制耳鸣治疗方案

结合灵致转频功能，灵致方向性系统能够全面
提升复杂聆听环境下的言语可听度。

斯达克创新技术通过自动调节设置，帮助您快
速适应佩戴助听器。

SurfLink无线附件提供优质的无线连接，让您
轻松看电视和听音乐。

舒声技术让大声不至于太吵，同时小声清晰明亮，
为您带来零失真的舒适聆听体验。

斯达克反馈截除系统附加稳定增益高达28 dB，
为您提供零啸叫的舒适聆听体验。

纳米防护技术，有效防止水汽耵聍的侵蚀，延长
助听器的使用寿命

Muse妙系列助听器为您带来聆听音乐的全新
体验，让您以纯净细腻的音质享受音乐。 

Muse妙系列助听器加入Multiflex灵韵技术，帮
助您摆脱耳鸣困扰。

您的期望 为您呈现

依据产品的不同技术等级，功能可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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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声
随行
斯达克助听器始终帮
助您在复杂聆听环境
下无忧聆听，享受精
彩生活。

Muse妙系列助听器让您聆
听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无
论是在安静还是嘈杂环境
下，您都能听到伴侣的轻声
耳语，或是最喜爱的歌曲的
美妙旋律。全新Muse妙系列
助听器让您聆听世界。

聆听环境

技术等级



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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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颜色（默认香槟色）

选择款式和颜色

为您
独家定制

定制系列产品可选肤色系

现 有 多 种 款 式 可 供 选 择，包 括 斯 达
克最小的标准系列助听器，所有产品
可选耳鸣治疗功能、无线CROS及Bi-

CROS解决方案。

详情请咨询您身边的斯达克授权听力
专家，让斯达克妙系列无线助听器为
您开启舒适的聆听体验。

您的聆听
生活方式?

斯 达 克全 线 助 听 器产品
能 够满 足 您 对不同 聆 听
环境的多种需求。您可以
依 据 您的生 活方 式 选 择
最适合您的助听器。

参考内页插图
对比不同聆听需求



瑞克式助听器

耳背式助听器

RIC

BTE

深耳道式
完全隐形助听器

IIC

深耳道式助听器

耳道式助听器

耳内式助听器

CIC

ITC

ITE

助听器机型 为您量身定制



斯达克
世界从此
欢声笑语

斯 达 克 听 力 基 金 会 创 始 人 兼
CEO，Bill Austin比尔奥斯汀先生
始终坚信聆听的礼物能让生活更
加丰富精彩。

在斯达克听力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
秉承奥斯汀先生的哲学理念，致力于
帮助更多人回到有声世界。

聆听的礼物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斯达克听力基金会通过听力关爱来
改变世界，帮助人们更好地生活并意
识到自己的无限潜能。

聆听的礼物
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为帮助数百万人而行动

通过聆听传递希望。
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StarkeyHearingFoundation.org



妙系列助听器帮助听力损失患者
尽享生活的美妙时刻
无忧聆听，精彩生活 

至简之美  
与声俱来

听力损失人群

全球
超过3.6亿

相比听力正常的老年人，患有听力
损失后其寿命可能会缩短。1

*70岁及以上

听力损失患者可以通过佩戴助听
器来进行听力康复治疗。9

老年人*

90-95%

相比听力正常的成年人，患听力损失后其
认知能力将以30-40%的速率衰减得更快2 
*75岁及以上

20%10% 30% 40%
研究表明

高血压
与听力损失密切
相关。7

相比佩戴助听器的患者，
未经治疗的听力损失患者
更容易产生抑郁、焦虑和
妄想症等。4   

*50岁及以上

成年人
未经治疗的患者

轻度 
听力损失患者

3倍
更易摔倒。8

几率

低频听力损失患者 
为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3

未经治疗的听力损失患者 
更容易患老年痴呆症6

2倍 3倍
患病概率成倍增长

5倍
轻度听损

中度听损

重度听损

享受快乐

健康生活
听力损失不仅仅是耳朵的问题，还关
系到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

除了常见的病因外，还有许多疾病与
听力损失息息相关。

所有数据均来自美国官方统计



美商独资

内部沟通资料，仅供参考

斯达克北京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单民丰胡同
31号中水大厦413
邮 编:100032
电话: 010-88067036

斯达克听力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缤特力路1号       
邮编:215021 
电话:0512-62873001  0512-62873020

上海办事处
上海市徐汇区肇家浜路1065甲飞
雕国际大厦2807室
021-54257694

广州办事处
广州市中山二路3号粤运大厦12A
020-37620810

西安办事处
西安市碑林区长安北路21号恒佳尊者
汇B座1308室
029-89325683

成都办事处
成都市人民南路三段17号附1号（华西美
庐）A栋1单元1505室
028-85034828

全国免费客服热线: 
400-9285-898
800-8282-898   

香港办事处
香港铜锣湾怡和街22号1601室
00852-28816071
九龙旺角亚皆老街109号皆旺商业大厦
2707室
00852-23910822

扫一扫关注斯达克
www.starkey.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