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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ve Technology 
W AMP
小體積、高效率，還內含Play-Fi技術
滑滑手機APP就能信手捻來各種音樂
文╱韓享良    攝影╱方圓•李春廷

您知道Play-Fi嗎？它是DTS在2013年所發表的無線音樂整合技術，能將所有音樂播放功

能整合在一只APP之下操控，使用者只要輕鬆滑滑手機，就能播放多種音樂訊源，使用起

來輕鬆簡單。而W AMP是現階段少數整合Play-Fi和綜合擴大機功能的產品，加上不俗的

驅動力、平實的價格，讓它成為居家無線賞玩音樂的優選。

原廠公佈規格
●無線傳輸技術：DTS Play-Fi（Wi-Fi）●無線傳輸頻帶：2.4GHz / 5.8GHz●內建擴大機技術：D類 ●輸出功率：150W×2 @4ohms ●連接端
子：有線網路端子、1/8 mini jack in、USB（僅限韌體升級）、RCA立體聲輸入、光纖音訊輸入、RCA立體聲輸出、超低音訊號輸出、左右聲道喇叭
端子 ●支援檔案格式：MP3、M4A/AAC、FLAC、WAV ●無線播放音訊解析度：無壓縮48kHz/16bit、支援192kHz/24bit（down-sample）●尺寸
（W.H.D.）：215×44×228mm ●參考價格：19,800元

聽兩聲道 器材評鑑│無線數位流綜擴

本
刊讀者一定都知道DTS，它是多聲

道電影音效的技術提供，在電影

音效的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它怎麼會

推出Play-Fi這樣的技術呢？這是因為DTS

觀察到全世界聽音樂的方式正在改變，越

來越少人使用實體光碟，多數人是聆聽手

機、PC、NAS或網路上的各種音樂，又

多又雜又分散，而DTS希望推出一項技術

能整合所有的音樂播放功能，而且是無

線、無壓縮的，操作起來簡單方便，這就

是Play-Fi，試想一下，如果全球所有音樂

播放都能整合在無線的Play-Fi之下，那是

多大的商機，對消費者是多大的便利。

Play-Fi的基礎是透過現在很流通的

Wi-Fi來傳輸音樂，並希望達到高音質，所

以DTS稱其為「Hi-Fi Over Wi-Fi」。在操

控端，使用者只要使用APP就能選擇各種

音樂訊源，然後能同時操控多台Play-Fi播

放設備，達成一對多控制。例如客廳、臥

室、書房都有Play-Fi喇叭，全家人都能在

各自的APP上對所有喇叭進行操控，等於

形成簡易的多房間音樂系統。

這樣的便利性是令人期待的，畢竟傳

統藍牙技術不僅會減損音質，而且傳輸

距離短，只能單點操控，便利性有限。

而Play-Fi只要在Wi-Fi訊號涵蓋範圍內就

能運作，而且是無壓縮高音質，還能一

對多。

可能有人會問：AirPlay不也是一種

Wi-Fi基礎的音訊技術嗎？確實，但AirPlay

基本上是為Apple所設，不像Play-Fi是

開放式，無論 iOS、Android、甚至是

Windows系統的用家，它統統都能支援。

少數結合Play-Fi和綜擴的設計

Play-Fi推出之後，很多音響廠商注意

到它的優勢，記得去年九月底有一則新

聞，Hi-End音響集團Fine Sounds宣布旗

下的McIntosh、Sonus Faber與Wadia等

Hi-End品牌都將結合Play-Fi，希望能與

手機、平板的無線聆聽接軌。而Definitive 

Technology（以下簡稱DT）這個廠牌跑

得更快，就在同月，它直接推出一系列

音響產品，有方的、扁的、SoundBar⋯

全部都內含Play-Fi，而本文介紹的這款W 

AMP就是其中之一，簡單說，它就是將綜

合擴大機功能與Play-Fi結合，只要為它搭

配一對被動式喇叭，就是一套完整的Play-

Fi無線音樂系統，喇叭部份讓消費者自由

選擇。

從外觀看W AMP就很獨特，它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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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現代，只有幾個直角直線，上面沒有

任何螢幕、開關或操作旋鈕，不明究理

的人一定不知道這是一台什麼器材。背

板上有光纖和幾組類比輸入，不過這些都

不是重點，因為它真正的能耐在於網路功

能，尤其是採取Wi-Fi無線方式能帶來很大

的便利。

而在內部擴大電路部份採用得是高效

率的D類放大電路，規格標示它在對應8

歐姆喇叭時每聲道輸出功率可達75W，4

歐姆時150W，就其扁平的體型來說驅動

力顯然不弱。如果您覺得連接的喇叭下盤

不夠，那麼它還有超低音輸出，可以連接

主動式超低音補強極低頻。

怎麼使用呢？如果採取Wi-Fi方式，連

接電源線之後，W AMP背板上有一個

Wi-Fi指示燈會閃爍，待閃爍完畢就代表連

線成功了。操作就是靠手機上的兩個APP

程式，iOS、Android、Windows裝置都可

下載，一個是Definitive Technology APP

（以下簡稱DT APP），這是播放用的程

式，功能跟DTS推出的Play-Fi APP很類

似，另一個是Definitive Utility APP，這是

「設定」用的程式，稍後會說明。

如果府上的網路連線沒問題，DT APP

開啟之後會自動搜尋區網內所有支援Play-

Fi的器材，如果有一台以上，這款APP可

以同時控制多部器材。搜尋到之後可以為

器材設定名稱，例如臥室、浴室或其它自

訂的名稱，接著就能準備播放音樂了。

支援播放多種音樂訊源

在播放部份有好幾個選擇，其一是直

接播放手機裡的音樂檔案。其二是網路電

台，可以根據類型、地區等項目來找出自

己有興趣的電台。第三是播放區域網路

上NAS裡的檔案，這部份我們實測沒有

問題，而且可以根據資料夾來找檔案，操

作起來很直覺。其四是可以「勾選」想使

用的網路音樂服務，以台灣地區來說就

是Spotify和KKBOX，能有KKBOX還蠻令

我們意外的，勾選之後就能讓它們顯示在

主頁面，點選就能播放（當然您必須先有

這兩種服務的帳號）。

林林總總算下來，能播放的音樂內容

其實不少，而且都很實用。對了，如果

是高解析音樂檔案放在NAS裡面，它能

播放嗎？原廠表示W AMP能無線傳輸無

壓縮的48kHz/16bit音訊，已經相當於CD

等級，優於傳統藍牙技術。如果是高解

析，W AMP會壓縮、以因應Wi-Fi的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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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不過仍然能支援播放192kHz/24bit

檔案，所以播放時幾乎不卡檔。而支援

的檔案格式包含了MP3、M4A/AAC、

FLAC、WAV等等，都是常見的實用格式。

至於另一個Definitive Utility APP，它

是「設定」用的程式，裡面儲存了很多

DT自家喇叭的參數資料，如果您是搭

配DT喇叭，就可以透過設定讓W AMP

與喇叭達成最完美匹配（推測是套用不

同的等化參數）。如果不是DT的喇叭

照樣可以用，像這次我搭配AE 101書架

式喇叭，用預設值（Default）和小書架

（Small Bookshelf）這兩種設定聆聽質感

就有很大差別，後者能聽到比較輕鬆、開

闊的音場，同時聲音的密度感和凝聚力

也有提升，質感也有進步，音樂更有表

情，細節更細膩，讓人十分驚喜。這也代

表W AMP對喇叭有寬廣的適應性，無論

您是使用何種型態的喇叭，只要透過APP

設定，W AMP就能達成更理想搭配，最

終發出好聲音。

別小看它的推力

在聲音表現上，W AMP最令我們驚訝

的是它的驅動力並不差，當然，以它的設

計和價位不可能達到力大無窮的程度，但

是以其扁扁的體型而論絕對是超過預期

的，我們搭配了幾款書架喇叭，多半都能

推出力量，讓音像呈現出型體，例如搭配

AE 101這款不算好推的書架喇叭，扁扁的

W AMP竟然推得有模有樣，想滿足五坪

左右的空間沒問題，放在書房或中型客廳

使用都很OK，同體型的數位流綜擴一般

很難有這樣的效果。

當然，W AMP採取無線方式傳輸，聲

音質感自然不比傳統的有線音響，然而它

重
要
特
點

1》支援DTS Play-Fi無線傳輸技術
2》能用APP進行多訊源、多設備的操控
3》可播放手機、NAS、PC裡的音樂
4》可聆聽網路廣播、KKBOX、Spotify
5》可連接超低音組成2.1系統
6》採用D類放大技術，體積小、效率高
7》推力不錯，4歐姆負載時每聲道150瓦
8》無線傳輸支援無壓縮CD音質
9》搭配可設定不同等化模式，以搭配不同喇叭

聽兩聲道 器材評鑑│無線數位流綜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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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力能適時達到彌補的效果，讓音樂呈

現出優異的律動感和感染力，亦能將人聲

推到前台，讓人感受人聲厚度與力道，同

時可能是Util ity APP喇叭搭配的功能奏

效，聲音聽起來有豐富的表情變化。在這

樣的條件下，我覺得不必特別挑戰聲音的

細緻度，拿它聽流行音樂應該是比較適合

的方式，果然，我聽華語人聲或西洋流

行POP都覺得非常對味，人聲浮凸凝聚、

節奏感流暢，有些表現情感的歌曲還能展

現一定程度的韻味，與多數無線音響相

比，質感好多了。

熟悉之後，就會覺得它很好用
我必須說，初次使用W AMP可能不

是人人都習慣，就我們評測的經驗，開

啟APP之後尋找器材需要一點時間，所

以穩定的Wi-Fi環境是必要條件。再來就

是某些UPnP程式它似乎不支援，例如

Foobar2000的UPnP就不對應。

不過只要瞭解W AMP的設計邏輯並熟

悉Play-Fi的使用節奏之後，它就會變得很

好用，用一只APP就能播放多種訊源，手

機、NAS、Spotify、KKBOX上的音樂

都能信心捻來。而且W AMP的體積這麼

小，推力卻不弱，加上它能針對喇叭型態

選擇輸出模式，等於增加了搭配彈性，而

在搭配良好的狀況下，能聽到不錯的聲音

密度和型體感，流行音樂尤其能感受不

錯的節奏和人聲力度。最後它還有價格優

勢，定價不到兩萬元，這麼便宜的數位流

綜擴不多見，綜合其Play-Fi的方便性、驅

動力、平實價格、喇叭搭配性，我最後還

是決定給予最佳推薦的肯定。

■進口代理：東億02-2690-7730

▍簡單好用的APP

Definitive Technology的這款控制APP本質上跟DTS Play-Fi APP功能

接近，它有很多好設計，首先，您可以利用這款APP控制多部Play-Fi音

響裝置，個別調整它們的音量。再來，您可以播放多種訊源，包括手機

裡的檔案、區網上的NAS、網路廣播電台、Spotify、KKBOX…等等。

另外它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整個操作簡面非常的簡單，最常用的頁面就

兩個，一是播放訊源，一是選擇Play-Fi裝置並調整音量，簡單易懂。相

比之下，有些DLNA/UPnP APP會分成server、render、player…等頁

面，就會顯得比較複雜。

至於另一款Utility是「設定」用的APP，使用上也很簡單，只要找到區網

內的W AMP之後，選擇您所搭配的喇叭就行了，例如搭配的是小型書架

喇叭，就是選擇General Loudspeaker / Small Bookshelf。對了，這兩

款APP同時開有時會互相干涉，建議每次操作只開一個APP就好。

▍讓W AMP播放電腦裡的音樂

內文中我們介紹了用W AMP播放手機、NAS、Spotify、網路電台的音樂，那如果想播放PC裡的音樂呢？也OK，不過W AMP基礎上是一台運用Play-

Fi技術的器材，所以要採取Play-Fi的方式，請上DTS Play-Fi官網（https://play-fi.com/），下載Windows APP免費版程式（支援 Windows 7、8和

8.1版），下載安裝完成後，就可以在電腦螢幕右下角叫出操作視窗，只要PC和W AMP在同一個網域內，就能找到和操控W AMP。

然後要進入「控制台」，將PC的音訊裝置選擇為DTS 

PlayFi Audio Renderer，那麼W AMP就等於是PC的

遠端無線音樂播放裝置，此時只要用Windows Media 

Player播放音樂，或是觀賞YouTube，就能聽到W AMP

放音了，如果您用得是筆電，那麼等於抱在手上就能點播

歌曲囉。

對了，在使用P l a y-F i的P C版時您會發現它還有一

個Play-Fi HD版，需要付費才能使用，功能更多，音質可

能也更好，可惜的是這部份台灣似乎還未開通，不過我想

其它功能也夠你用了。

參考軟體

Kissed by a Song CD

喇叭廠Dynaudio推出的測試片，是與德國線材廠in-akustik合
作的，為什麼是線材廠？因為in-akustik其實在德國推出過許多
唱片，經驗豐富，而本輯就是精選該廠的女歌手合輯，質感不
錯，重點是很通俗，一般人聽了都會喜歡，外面也買的到。用W 
AMP播放時感覺十分合拍，女歌聲充滿情緒，有感染力。

梁靜茹-愛久見人心  CD

採用無線傳輸、D類放大，音質自然不是W AMP的最強
項，然而它有相對優異的推力，讓它對應一般的書架式喇叭時
能展現力量和人聲厚度，我發現使用它不需要特別挑軟體，一
般的華語人聲就能聽得很過癮，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中低音
量狀態下還能展現一定的氣質與韻味，本張專輯時便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