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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o Physic    
AVANTI + Celsius25 + Classic Compact + Luna
超值、保值，今年不容錯過的喇叭
多聲道喇叭  文╱韓享良  攝影╱方圓．李春廷

愛看電影 器材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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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o Physic這個德國品牌一直是筆

者非常佩服的品牌，因為它不僅是

世界上少數擁有單體自製能力的品牌，而

且從產品設計上可以看得出來該廠力求音

質，為了取得最好的效果，幾乎不放棄

任何細節，所以Audio Physic的喇叭從高

音、中音、低音、箱體、分音器⋯等各方

面，都有跟別人不一樣的作法，不漏掉任

何細節，設計上的投入與堅持令人欽佩。

舉高音的例子，多數喇叭採取凸盆高

音、錐盤（凹盤）中低音，Audio Physic

認為這樣會讓高中音的發聲特性不一

致，是有缺陷的，所以自力開發特殊的

HHCT高音，高音發聲部位是一個圓形的

凹盤結構，讓所有單體擁有一致發聲特

性，高音與其它頻段銜接能更完美。又例

如箱體，Audio Physic最醒目的特徵就是

許多喇叭的箱體是傾斜的，也就是所謂的

「後傾7度設計」，這樣作是考量到高音

傳輸速度比較快，後傾7度能讓不同單體

與耳朵有不同距離，校正聲音抵達耳朵的

時間差（相位差），創造出更精準正確的

聆聽效果。

而這些都還只是Audio Physic獨門設

計的一小部份，更重要的是它的整體設計

精神。有些廠牌為了擴張產品線，加一顆

單體或少一顆單體就算是一個新產品，而

Audio Physic完全以聲音為考量，只要配置

不同，產品就會進行大量的修改，甚至於

重新設計，以追求最佳的聲音平衡性，這

樣不惜成本的作法，也是其它廠家少見

的，這一點也是AVANTI最吸引人的地方。

特殊的箱中箱低音設計

新版本的AVANTI雖說是基於1989年

的設計，但因為加入大量新技術、新材

料、新設計，視其為全新的喇叭也不為

過，當中最關鍵的就是箱體和低音部份

設計。1989年的AVANTI擁有非常窄的正

面，除了美觀，同時能減少大面積前障板

的繞射或其它對聲學的影響，這是新版本

AVANTI要延續的，尤其現代人居住空間

狹小，窄正面的喇叭更有實用性。

然而，窄正面也代表了喇叭無法配置

大尺寸的低音單體，低頻比較受限，所

以舊版AVANTI是在箱體側面配置低音單

體，這樣的作法雖然有效，但也限制了它

的造型美感，而且低頻表現更容易受空

間環境影響，總是美中不足，所以新版

AVANTI採用了一個很奇特的手法，就是

「箱中箱」設計（原廠稱之為隱藏式側

低音），在喇叭箱體內藏有一個低音單

體，而這個低音單體還有自己的箱體，讓

AVANTI的外觀一氣呵成、俐落美觀，加

上原廠提供多達十餘種的木紋與鋼琴烤漆

色彩可以選擇，讓消費者能搭配居家裝

潢，在造型設計上就贏別人一截。

在喇叭箱內藏一個低音箱體，不會

有共振嗎？所以AVANTI有許多配套設

計，在箱中箱的低部有一個能讓能量洩

出的孔，有點類似低音反射孔，不同的

是，孔口裝了特殊的「陶瓷材料」，能讓

能量洩出，同時又能夠對通過的氣流進行

控制。此外，這個箱中箱和其它箱板、障

板之間留有許多空隙（原廠稱為三明治結

構箱體），可以讓能量消散，設計上相當

特別。

除了低音之外，AVANTI也運用許多

Audio Physic關鍵技術，技術含金量直

逼旗艦級製品，例如高音是最新一代

的HHCT III，中音是最新一代的HHCM 

III，箱體後傾7度，可以說是Audio Physic

經典設計和創新巧思的濃縮。

就算近牆擺位也能有音場

在這次的系統組成中，主角自然是

AVANTI，所以我們先將重點放在AVANTI

的兩聲道表現上，為了讓它展現最佳實

力，特別選擇Yamaha CX-A5100前級

＋MX-M5000多聲道後級進行搭配，藍光

播放機則是Pioneer BDP-LX88，器材都

是一時之選。

我第一個觀察的，就是AVANTI的特殊

低音設計能帶來什麼樣的效果？結果確實

很特別，一般喇叭如果只有AVANTI同尺

寸的高音、中音或是它的窄箱體，通常低

頻會很清淡，而AVANTI則是能呈現超乎

預期的效果。但我也必須說，它畢竟不

是完全強調低頻、美式肌肉型的喇叭，所

以要讓AVANTI的三頻達到最平衡的狀

Audio Physic本來就有很強的技術實力，前幾年25週年時，該廠挑了幾款喇叭進行升

級，推出25週年紀念版本，因為C/P值提升很多，結果大熱賣，市場反應奇佳。今年30

週年時，Audio Physic循此模式，以該廠經典的AVANTI喇叭為構想，運用大量先進技

術，推出這款30週年紀念版的AVANTI，性能更優異、售價卻異常便宜，而且又有限量

發售的稀有性，既超值又保值，是今年不容錯過的喇叭。

本篇器材評測是在本刊大視聽室進
行，空間長6.6公尺、寬4.12公尺，約
8.2坪。主要搭配器材為P i o n e e r 
BDP-LX88藍光播放機、Yamaha 
CX-A5100前級＋MX-M5000多聲道
後級、TROMBA超低音訊號線。

試聽條件

重
要
特
點

1》窄正面苗條箱體設計
2》配置HHCT III高音單體
3》配置HHCM III中音單體
4》低音採特殊「箱中箱」設計
5》箱體後傾7度設計
6》箱體為多層次「三明治」結構
7》內部使用特殊陶瓷吸音材料
8》整體設計將抑振作到滴水不漏
9》十餘種木紋與彩色外觀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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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聲道Celsius25

●單體：39mm HHCT I I高音、150mm HHCM中音×2 ●頻率
響應：44Hz~40kHz ●效率：89dB ●阻抗：4 ohms ●建議功
率：20~140W ●尺寸（H.W.D.）：145×487×300mm ●重量：9kg ●
參考價格：86,000元

超低音Luna

● 單 體 ： 2 6 0 m m 低 音 單 體  ● 頻 率 響 應 ： 3 0 H z - 1 5 0 H z  ● 尺
寸：400×360×360mm ●重量：19kg ●參考價格：80,000元

環繞喇叭Classic Compact

●單體：30m m高音、150m m中低
音 ●頻率響應：50H z~30k H z ●
效率：86d B ●阻抗：8 o h m s ●
建 議 功 率 ： 2 0 ~ 1 0 0 W  ● 尺 寸
（H.W.D.）：315×170×240mm ●重
量：6.5kg ●參考價格：78,000元

態，建議還是要近牆擺放，以本刊的空間

來說，喇叭離背牆約50cm，兩只喇叭相

距約兩公尺左右的效果最好，此時不僅有

足夠的低頻，而且還能有非常厚實的中

頻，聲音完全不像是這種窄箱體喇叭所能

發出的效果。

AVANTI內含各種精密設計，而其最後

的聲音走向比較接近密閉式喇叭，而且是

非常高級的密閉式設計，對聲音的控制

力絕佳，音效快、狠、準，而且細節非常

多，背景又乾淨，能讓各種細節大量浮現

出來，這有可能是Audio Physic將抑振作

得十分徹底的結果，聲音效果非常高級。

舉例來說，當AVANTI近牆擺放時，我原

本擔心會犧牲很多音場，沒想到竟然仍然

能聽到音場，雖然不誇大，但明顯穿牆

而出，而且在這個音場內能聽到清晰的

層次感、定位感，樂器之間的分離度也很

大，完全不含混。

為什麼近牆擺放還能有音場，證明了

AVANTI的聲音非常準，控制力非凡，沒

有多餘雜質去污染音樂訊號或干擾感

官，讓耳朵聽到更多錄音現場資訊，讓大

腦感受到空間感。（註：這裡有一個先決

條件是背牆必須採取吸音方式處理）

細膩、精緻、很高解析的聲音
AVANTI和Yamaha組合出來的聲音非

常有音樂性，任何弦樂器演奏能聽到大量

弦振細節，如果平常聽慣了平價劇院喇

叭，換聽AVANTI一定會覺得細節多了很

多。而且AVANTI的聲音有一種高貴感、

帶有一種光澤感，能讓聲音聽來有一點微

甜，讓音樂變得更為動聽。例如Supreme 

Sessions 1這張專輯，它是Marten的設計

者Leif Olofsson自行錄製的，追求毫不加

料的自然效果，也因為如此，對不少喇叭

來說是大考片，喇叭必須能完整表現所有

細節，還要讓樂器聽起來活生，就算這兩

左右聲道AVANTI 

●單體：HHCT III高音、HHCM III中音、低音為箱中箱設計，振膜尺寸
皆未提供 ●頻率響應：31Hz~40kHz ●效率：88dB ●阻抗：4 ohms ●
建議功率：30~180W ●尺寸（H.W.D.）：1087×170×390mm ●重
量：29kg ●參考價格：260,000元

愛看電影 器材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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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都達到了，很多喇叭聽起來仍然會覺得

平板，比較無聊。而AVANTI播放起來不

一樣，不僅細節豐沛、自然活生，而且曲

曲悅耳動聽，音質面完全勝出。

至於多聲道效果呢？衝擊力稍為保

守一些，但一樣以細膩度征服我們的感

官，有些影片中出現的下雨片段，這套系

統呈現的雨滴幾乎是「粒粒分明」的，還

能聽出雨勢的大小、雨滴的疏密，而不是

只有一個大致的感受，這樣的細膩度讓

電影音效變得十分精緻，有更多微小的精

彩變化，這是很多劇院喇叭辦不到的。

也因為這樣的細膩度，讓我們忍不住拿出

「慕特神采」這張BD來播放，果然是這

套喇叭的主場，小提琴拉奏時的細節、力

度、氣韻、美感⋯無一不缺。當慕特獨奏

時，現場細微的騷動和空間殘響創造了極

為清晰的空間感，非常有臨場感。而這樣

的表現讓我們又拿出更多音樂BD片進行

播放，尋求在其它喇叭上聽不到的音質和

美感，如果您追求細緻的音樂性，Audio 

Physic就能滿足這樣的需求。

如此高質感，不買太可惜

在這次的評測中，作為左右聲道的

AVANTI絕對是焦點，不僅有眾多Audio 

Phys ic關鍵技術，聲音表現也令人讚

賞，絕佳的控制力、細膩的音質讓人印象

深刻，有些劇院喇叭能表現翻車、爆炸之

類的音效，但表現音樂就顯得笨拙，相比

之下AVANTI就顯得高明，而這樣高級的

效果卻只要很便宜的價格，它的價位大約

位於該廠平價的Scorpio 25與Tempo 25

之間，加上限量的保值性，超級精緻的外

觀，對喜歡質感的朋友來說不買真的太可

惜，我們決定給予AVANTI最佳推薦的肯

定。

■進口代理：東億02-2690-7730

參考軟體

慕特神采：Yellow Lounge古典新創意 BD

本片的效果絕佳，是多聲道音樂片中難得的佳作，可惜的是，多數人

家裡的劇院系統很難表現出它最好的一面，因為有許多劇院喇叭能展

現力量，卻不夠細緻。而AVANTI不同，它的強項就在於解析力、細
膩度、高明的現場還原能力，以及精緻微甜的音質，讓觀賞本片成為

一種不同的享受。

爵士原音3 Hi-Res檔案

在搭配Yamaha多聲道前後級的狀態下，AVANTI展現了絕佳的音
質，細膩而傳真，讓人忍不住想拿出錄音最好的軟體聆聽，最後

就是用高解析音樂上場，例如本張專輯有192kHz/24bit檔案，而
AVANTI沒有讓我們失望，展現了極高的解析力，同時各種樂器都有
很自然的音色，同時還帶著微微的甜味。

▍特殊箱中箱設計

AVANTI最特殊的就是它的「箱中箱」設
計，低音單體藏於箱內，而且還有獨立

的箱室（圖中右邊是實品，左邊是箱內

的位置），這樣的設計能將低音隱藏起

來，讓外觀更美觀。但是要讓這樣的設

計發揮效果，必須讓低頻能量可以適當

的洩出，同時又不能引起箱體共振，所

以AVANTI有很多特殊設計，首先在喇叭底部有一個能讓低頻能量洩出的
方孔，而孔口裝置了特殊陶瓷材料，既能讓能量洩出，又能控制聲波的

流通。同時喇叭箱體是多層次的「三明治」結構，前障板和內箱體之間

留有空隙，而箱中箱和這些空隙之間又有孔洞連通，能控制和洩除箱中

箱產生的聲波能量，將共振抑制於無形。

▍特殊陶瓷材料

為了消弭箱內多餘的聲波能量，許

多喇叭會在箱內配置吸音綿來作吸

音和阻尼，而Audio Physic擁有多
年喇叭設計經驗，找到了更特別的

作法，他們採用一種特殊的陶瓷材

料，如圖所示，這種材料有大量的

孔洞，放在聲波經過的路徑上可以

達到控制聲波能量的效果，如果配

置於箱板內，則可以作為吸音之用。

這種陶瓷的好處在於經久不壞，不像傳統吸音綿久了會變質或發霉。而

且它可以精密控制，工程師可以依據需求裁切適當的厚度、大小來達到

效果，這種控制的精準度比傳統吸音材料好很多。

▍無所不在的抑振處理

Audio Physic的工程師認為，振動是音質的最大殺手，如果能消除喇叭上不必要的振動，將能獲得
最純淨、最優質的聲音，所以Audio Physic對於振動的處理極為徹底，這點也完全實現在新推出的
AVANTI身上。例如它的高音和中音單體都是「雙層框架」設計，一層金屬、一層軟質塑料（圖中紅
色部份），藉由軟質塑料、和異質材料的搭配來吸收振動。又例如在振膜與懸邊的交接處，特別加

了矽膠阻尼環，一樣有抑制振動傳導的效果。還有，在端子連接板與箱體的接合處、或端子本身的

連接處都加了阻尼膠或阻尼環（原廠稱之為VCT抑振技術），將抑振作到滴水不漏。

Audio physic AVANTI系列   重點特色

精緻傾向
剛性傾向
明亮傾向
飽滿傾向
豐滿傾向

外觀作工
音質表現
高頻特性
中頻特性
低頻特性

樸素傾向
軟性傾向
細柔傾向
凝聚傾向
收斂傾向

個性傾向評量
0 1 2 3 4 512345

表現力評量

細節再生
衝擊力

承受功率
整體平衡性
超低音表現

平均水準 優 特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