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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了！真正的好擴大機

CH Precision A1
假若有一件器材讓我測試聽過之後動了念頭想買，那肯定是一件好物，因為我聽過的器材不知凡幾，聽覺已經「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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痺」，要有高度刺激才能勾起我的慾望。而CH Precision的A1正在撥撩著我的心弦，讓我心癢難止。
文｜劉漢盛

CH Precision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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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示音響二十要」是評論員對單一器材的主觀感動指數，它的顯示結果會隨著器材-搭配、空間條
件、身心狀況的不同而改變。如果拿來做二部器材的比較，將會失之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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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美中性溫潤

H Precision A1是截至目前

等六大項，其中跟直接使用最有關

樂器人聲十項評量

為止，我聽過最好的後級

係的就是Audio Setting，內中又分為
Global Feedback、Clock Source、Input、

小提琴線條

纖細

中性

壯碩

之一。雖然它每聲道才100

Amplifier Mode、Gain等五項，一般

女聲形體

苗條

中性

豐滿

瓦，但它所表現出來的驅動力、動

女聲成熟度

年輕

中性

成熟

能、暫態反應遠比一般200瓦、300瓦

狀態下不必更動，原廠已設定好。唯

男聲形體

精鍊

中性

壯碩

的擴大機還好。而它驚人的解析力更

有您想改變擴大機使用模式或調整增

男聲成熟度

年輕

中性

成熟

是無與倫比，那是一種非常自然、絲

益、負回授時才需要進入調整。

大提琴形體

精鍊

中性

龐大

腳踩大鼓形體

緊密

中性

蓬鬆

毫不強調但又清楚萬分的解析力。還

在箱體左右二側上方各有一條縫隙

有，它的樂器形體飽滿凝聚異常，簡

開口，那是用來降溫的。而在頂蓋上

Bass形體

緊密

中性

蓬鬆

直就像著飽漲的水球，充滿彈性。尤

有四個圓圈，跟他家數位訊源一樣，

鋼琴低音鍵弦振感

清爽

中性

龐大

其，它的低頻段表現更是讓人無法不

是用來跟他家其他器材疊放時用的避

管弦樂規模感

清爽

中性

龐大

豎起耳朵，聽過才知道什麼是真正好

震系統，使用時要轉開圓蓋，另外安

的低頻。當然，它的音質更美到無以

放避震支柱，讓疊放的器材腳座直

復加。像這樣的擴大機真是罕見啊！

通，沒有跟機體接觸。A1的OLED面
板可以顯示一些基本資料，如立體或

與眾不同的後級

單聲道、Balanced XLR或RCA輸入、增

A1的箱體跟他家數位訊源相似，

益、負回授量，輸出功率瓦數、以及

中央一個OLED顯示幕，左邊一道弧

溫度等等，這也是一般後級所沒有的

線，右邊則是五個小按鈕，由上而

做法，很新穎，而且超越時代。

下分別負責Standby（長按）、靜音

來到背板，二組與眾不同的喇叭線

（短按）；上箭頭；OK；下箭頭；

接端分置左右。再來由左開始有一個

Cancel。這幾個鈕就可以讓您進入選單

Ethernet與USB端子，Ethernet端子是連

內，以上箭頭或下箭頭來改變數值，

接控制板用的，而USB端子則與電腦連

達到您想要的增益、負回授或四種不

接，升級軟體。再往右是電源開關，接

同擴大機的使用方式。而這些調整動

著三個端子都是接地端（數位線路與類

作都靠機內的DSP來完成，目前市面上

比線路接地）。接著是二塊插板，那是

有這種設計的後級我還沒看過，絕對

左右聲道的插板，插板上各有一個RCA

與眾不同。

輸入端、一個BNC輸入端，以及XLR輸
入、輸出端各一。奇怪，後級為何要有

Display Setting、Shortcuts、Factory

輸出端子呢？那是用來跟另外一部A1

Setting、Installed Options、Network

連接用的，可做多聲道使用。

訊源：CH Precision D1
Sony XA9000ES + Weiss DAC 202
前級：CH Precision C1
Spectral DMC30SS
喇叭：AER Momentum
Audioplan Konzert 3
Pioneer S-1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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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散熱片藏在裡面

參考軟體
Robert Alagna並非什麼「三大」男高音的等
級，論嗓音的高亢無法跟帕華洛帝相比，論
高中低音域的飽滿也不是多明哥的對手，講
細膩也還差卡列拉斯一些。但，我們總不能
一天到晚聽所謂「三大四大」吧，Alagna的
唱腔與感情很「人間」，跟我們距離很近，
而且錄音又好，值得大家輕鬆欣賞。（CD編
號：DG 476 460-3，環球）

類型
推出時間
每聲道輸出
頻寬
總諧波失真
訊噪比
外觀尺寸
（WHD）
重量
進口總代理

CH Precision A1

二聲道晶體後級擴大機
2013年
100瓦（8歐姆負載）
DC-450kHz
小於0.01%
優於115dB
440×120×440mm
43公斤
和申達（02-27760905）

焦點
① 箱體設計堅固精緻，正面連一顆螺絲都看不
到，四角還有特殊疊放避震設計。
② 可以做四種架構使用，包括主動與被動雙擴
大機療法，可說是真正內行的設計。
③ 音質特別好，聲音飽滿圓潤，低頻段有彈
性，解析力特別高。
④ 一切聲音細節鮮活清晰，但又很順耳。

第二種是把立體聲橋接，買二部當

打開A1頂蓋，才發現原來它是有散

作單聲道後級（不過2014年CES他家

熱片的，左右散熱片就跟一般後級一

已經推出M1單聲道後級，每聲道200

樣，不同的是A1把散熱片以密封箱體

瓦），此時因為橋接，每聲道輸出高

封住了，如此一來反而形成以整個箱

達350瓦（8歐姆負載）。第三種與第

體散熱的情況。如果仔細看散熱片，

四種則是雙擴大機療法的設定，也就

就會發現每個散熱片底下都有二個小

是Bi Amping，左右聲道可以設定分別

散熱風扇，這是萬一機內溫度過高時

驅動喇叭的中高音與低音，而且又分

強制啟動散熱用的，不過實際聆聽時

為Passive被動與Active主動二種。為了

我從來沒聽過風扇聲音，只是整個機

讓雙擴大機療法更有「療效」，中高

殼都是溫溫熱熱的。在此稍做補充，

音與低音這二路可以分別設定負回授

A1內部正常工作狀態下，偏壓是調在

量。例如中高音可以把負回授量設定

傾向A類放大的，如果DSP測得功率輸

為零，取其沒有相位失真，而低音可

出晶體溫度太高，啟動風扇之後仍然

以設定適當的負回授量，增加擴大機

無法降溫，就會強制把偏壓轉為B類放

的驅動力與控制力。這樣的設計我是

大。假若偏壓已經調整成B類放大而

第一次看到，可見設計者真的內行。

溫度仍然無法下降，就表示內部可能
出了問題，此時就會自動轉成待機狀

可以分別調整負回授與增益

態。降溫之後再度開機，如果仍然遭

由於可以設定不同的擴大機用法，

遇前述相同狀況，那就要送修。這種

所以A1背板上也有插槽設計，可以更

機內保護機制也是跟一般單純的自動

換不同的類比輸入模組。類比輸入端

關機不同。

的線路採用純A類、零負回授分砌式設

定眼望去，一個很大的1,200VA環

計，噪音極低，暫態反應。而輸出級

形變壓器穩坐中央位置，這樣的配置

設計與眾不同，它在輸出級的前端先

是最理想的，不容易引起箱體振動。

有一個A類放大的驅動級，後面再接上

再來箱體四個角落就是他家特殊的筒

AB類放大的隨耦級。負回授設計更是

狀避震連接座。當您想把他家器材上

特殊，可以設定使用局部負回授，或

下疊放時，這個設計可以完全隔離上

整體負回授，或二者混合，這種可以

下機器的振動。

調整負回授的做法是為了要讓搭配的

在機箱的前方，二個Mundorf大型

喇叭都能得到最佳效果。一般而言，

濾波電容矗立著，二個大型濾波電容以

想要讓高頻段擁有極佳的暫態反應與

無氧化銅片連接，中間還夾著一個小變

更多細節時，整體負回授的量要少。

建議

壓器，負責待機電源。整流線路、輸入

而如果想要讓低頻控制力更好，則增

如果搭配他家D1、C1使用，最能發揮倍數綜
效，搭配其他前級當然也可以。

級與驅動級安排在後方，功率級線路板

加整體負回授的量。還有，A1每聲道

分立左右二邊，與散熱片直接鎖住。而

的增益都可獨立調整，範圍24dB，每

在機身的最後方則是插卡設計的空間，

一級0.5dB，方便與前級的搭配。

方便用家不同的應用。

A1擴大機內設有複雜的監控線路，
維持溫度、峰值輸出在最佳狀態，並

四種不同的運用

音響論壇

178

監管整個線路是否穩定工作。零件則

A1還有一個與眾不同的設計，那就

採用最高等級，例如電容器用的是前

是功率輸出可以有四種不同的方式，

述Mundorf的四極電容，喇叭線接端用

第一種就是一般立體聲後級的輸出，

的是Argento，內部配線也是Argento。

每聲道輸出100瓦（8歐姆負載）。

Argento是丹麥一家高級線材附件製造

CH Precision A1

外觀

背板

A1的箱體做法跟他家D1、C1如出一轍，面板中央是OLED顯示幕，左邊
有一道弧形，整個箱體正面上面看不到一根螺絲，真是標準瑞士的高級
工藝。

A1的背板擁有Ethernet與USB端子，這是為了控制與軟體升
級而設。而輸出端都採插卡式設計，運用靈活。喇叭線端
子採用丹麥高級Agento，用料一點都不手軟。

廠商，創立於1991年，很少看到其他

本來我是想試試看搭配其他廠牌

達到「好」的最低門檻很簡單，沒有

擴大機使用這家高級產品，看來C H

時，A1的表現如何？至少會有不同

什麼大學問，就是用自己身體的感受

Precision是「無所不用其極」，把最好

的長處短處吧？我心裡這樣想著。可

來評估。如果聽起來會讓您覺得渾身

的都用上了。

是，當我比較過後，根本就是全盤放

舒服，那就是「好」。不過「好」

棄搭配其他廠牌的做法，因為整套CH

是有等級區分的，好之上還會有「更

Precision的聲音表現太驚人了，根本

好」、「更更好」等等，這都可以從

聆聽A1的場地在我家開放式大聆

沒有讓其他數位訊源或前級有任何贏

身體舒暢程度來感知。A1一聽小提琴

聽空間，此間代理商為了搭配A1，特

的機會。我可以這麼比喻：搭配其他

就讓人渾身舒暢，那絕對不是「好」

別把他家D1、C1數位訊源送來，還

前級或訊源來寫A1，假若此時的表現

而已，而是「非常好」。

有Transparent的Reference系列數位線、

是100分，那麼搭配整套D1+C1以及A1

聽 過 「 W h a t A b o u t T h i s , M r.

訊號線、喇叭線與電源線。天啊！光

之後，整套的表現至少也有150分。我

Paganini?」之後，接著聽DG黃金錄音

是D1、C1就要多少錢了？還有那整

的意思是：搭配其他前級或訊源時，

精華CD1與CD2，從第一首Lakatos的

套Transparent線材更是售價不斐。不過

A1就是原本100分的。但是加上自家的

辛德勒名單 聽起，那小提琴的音質就

我也要老實說，Transparent線材做得真

D1+C1之後，A1的好會起加乘作用，

很美。第二首吉他的音質美不說，音

的好，如果您喜歡的是緊實密度高、

變成150分的好。既然如此，當然就以

樂中充滿了活生生的彈性。第三首大

高頻段抓得住、低頻段彈性佳、音質

全套CH Precision的搭配為定稿了。

提琴「如歌的行板」大提琴的音質一

搭配自家訊源綜效加倍

又好的線材，Transparent的確是必須考
慮的首選之一。

樣是那麼的美，而且聲線緊密，密度

小提琴怎麼會那麼甜呢？

很高。第四首一開始的小提琴音質還

全套的CH Precision發功之後，效

是那麼美，次女高音的嗓音也是那麼

DMC30SS前級搭配A1，數位訊源使

果實在太驚人了，拿Tacet那張「What

美，而管弦樂的總奏是那麼的飽滿而

用我的Sony XA9000ES當作轉盤，

About This, Mr. Paganini?」只聽了第

且有彈性。一路聽下去，每首曲子都

接 We i s s D A C 2 0 2 ， 喇 叭 用 過 A E R

一首，就讓人不知道要怎麼形容耳裡

美極了，這可證明A1再生樂器與人聲

Momentum，Audioplan Konzert 3，

聽到的聲音。怎麼小提琴會是那麼

的音質都非常美，而且真實。來到拉

以及Pioneer S-1ex。最後才是用整套

甜呢？這種超順暢超美麗的琴音好

摩管弦樂曲，您知道嗎，那管弦樂不

D1+C1搭配A1。由於C1內建前級與

像沾著濃濃的蜂蜜，泛著金黃的光

僅絲絲縷縷般清晰，而且又飽滿又凝

音量控制，可以直通A1，這樣又省下

澤，每首小提琴獨奏都那麼的美，就

聚又有彈性，還泛出香香的古樂特有

一部前級。而喇叭最後決定使用AER

算演奏的是相同的片段，聽起來也是

氣息，真是美不勝收。

Momentum，取其音樂規模感最龐大，

興味盎然，一點都不覺得單調。您知

下一首李斯特的鋼琴曲，每一個音

低頻段彈性最佳。

道嗎，想要知道一套音響器材有沒有

符彈下去都激起無邊的泛音。此外，

音響論壇

聆聽過程中，我先用Spec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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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音弦的弦振充滿彈性，高音鍵則是

發功時，這種寬鬆又緊密的感覺發揮

楚揭示A1的中頻段量感充沛。其實，

晶瑩無比，中音鍵則紮實又圓潤，而

到淋漓盡致。

我應該說A1無論是高頻段，或中頻

且音粒浮凸有立體感，這種鋼琴音響
效果真是美極了。第八首的小提琴與

段、低頻段量感都是充沛的，但並不

音樂規模感大器寬廣

是軟爛浮腫無法控制的充沛，而是充

鋼琴奏鳴曲，那小提琴竟然帶著黏滯

再來我要說A1的音樂規模感非常

滿控制力的充沛，所以高頻段不會因

感，聽了讓人渾身有說不出的舒暢，

的大器，寬廣。聽毛阿敏「天之外」

為量感充沛而飆出來，中頻段不會因

好像吃了美味料理，讓人控制不住想

中的第一首呼喚 就知道。當管弦樂總

為充沛而大到模糊，低頻段也不會因

多吃幾口。

奏發出時，低頻段非常紮實，有重量

為充沛而失去形體輪廓與彈性。

總說一句，這整套CH Precision組

感，而且量感充足，整個管弦樂的規

成之後，音質之美無以復加，甜味與

模感龐大，而且穩如泰山。而那幾下

光澤灌入腦中讓人中毒，而且音樂中

定音鼓更是龐大凝聚清晰又有彈性，

緊接著我要考驗A1的各頻段解析

一直隱含著寬鬆又緊密的感覺。請注

鼓形浮凸，定位清清楚楚的在音場

力，尤其是低頻解析力，我用的是

意，寬鬆並非鬆垮垮肥大的同義字，

後方，好像撐起整個音場的大柱般。

「奔馳的美聲」第一首。光是這首就

凝聚裡也會有寬鬆，而密度高重量感

接下來第二首記號 也是一樣的大器磅

能夠窺知各頻段解析力的表現，因為

重的地方聽起來也會有寬鬆的感覺，

礡，讓人動容。老實說，光是聽完呼

裡面有複雜的各類管樂器，還有音場

寬鬆是音樂中很自然，沒有壓縮，沒

喚 與記號 ，很多人就應該會動心想買

後方的大鼓，假若您聽這些管樂雜亂

有緊繃，沒有肥腫，一切聽起來都還

A1了，因為這種磅礡大器又清爽、富

聒耳，旋律線條不清楚，樂器質感不

有餘裕所營造出來的舒服聽感。到底

彈性、大鼓形體浮凸的管弦樂表現很

真實，銅管的低頻與大鼓低頻含混不

這是A1的特性呢？還是D1與C1都有的

少能夠在其他擴大機上聽到。而此時

清，那就是典型解析力不佳的症狀。

特性？在此我要說三部器材都有這種

毛阿敏的歌聲中頻段飽滿浮凸，位置

A1聽起來如何呢？那木管銅管的合奏

寬鬆又緊密的特性，但當這三部一起

不會退縮，站在喇叭第一線，這也清

特別美又特別真實，每支木管銅管的

低頻解析力驚人

內部
A1的內部正中央坐
著一顆1,200VA大
變壓器，濾波電容
用高級Mundorf，
還有一個小變壓
器負責Standby供
電，散熱片隱藏在
機內，底下還有散
熱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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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都很清楚，中低頻又飽滿、規模

集合而成，如果暫態反應不佳，優美

還能不緊繃，聲音線條飽滿不瘦，而

感又龐大，而且帶著溫暖。這樣的表

的律動感就消失了。而聽第七首海頓

且帶著光澤。唱到中音域時感覺飽滿

現代表A1的解析力非常好，而樂器的

的交響曲時，那第一聲管弦樂總奏突

異常，好像多明哥的形體般，中氣十

音色又很正確，所以才能產生會讓人

然發出來，好像突然出閘的快馬，那

足。再來聽Leonard Cohen的「Ten New

興奮的木管銅管美感。再來，那大鼓

麼有勁，那麼快速，但聽起來卻又不

Songs」，Cohen嗓音沒有偏軟偏老氣，

用力打時，鼓皮與鼓槌接觸砰的一聲

急促，不急躁，不會讓人有突兀刺耳

也沒有比較年輕的傾向，而是帶著清晰

質感非常真實，而且可以感受到鼓皮

的聽感。整首曲子聽下來，樂團演奏

磁性、形體龐大的男低音嗓音。顯然，

的彈性。而當大鼓輕輕敲時，那鬆軟

時的力量完全透過A1表現出來，一點

A1的中低頻與低頻雖然飽足，但控制

低沈的震波有有如吐煙圈一般緩緩襲

都沒有衰減，沒有鈍化，沒有軟化，

力很好，能夠在飽滿之餘仍然保持清楚

來，那種低頻效果令人舒服已極。顯

這就是很好的暫態反應表現。

的輪廓線條，不會鬆垮。

然，A1的低頻解析力非常優，才能讓

A1聽鋼琴時特別爽甜，高音鍵晶

A1的大提琴表現如何呢？當我聽馬

此處的大鼓形體浮凸，質感真實，不

瑩，中音鍵寬廣鏗鏘，低音鍵紮實清

友友那張「繁花似錦巴洛克」時，大

會像一般後級，低頻量感不缺，但卻

楚，整體聽來開朗又甜潤。這種鋼琴

提琴的形體不是胖的，是精壯的，凝

缺乏讓人聽了會感動的大鼓真實感與

的特質其實就是A1整個高、中、低

聚的，擦弦質感真實的，而且還帶著

3D立體浮凸感。

頻段的特質，只不過聽鋼琴時特別明

「香味」的。這種香味的感覺來自何

另外一首可以驗證A1解析力的曲

顯。當我聽Delos那張貝多芬鋼琴奏

處？來自大提琴的音質。馬友友這張

子是「奔馳的美聲」第十一首夢的華

鳴曲「熱情」時，低音鍵的震撼力驚

大提琴錄音形體屬於中性的，光用這

爾滋 ， 這 是 豎 琴 為 主 的 演 奏 。 老 實

人，那不是渾濁鬆垮龐大的低音鍵，

張CD來評斷可能不夠，我又拿出2012

說，如果府上背景噪音太大，您可能

而是清晰紮實凝聚規模感龐大又具有

年TAA音響展贈送的Blu spec CD，聽

會以為曲中只有豎琴跟長笛，沒有其

往下衝擊的震撼力。

過第二首與第三首大提琴演奏之後，

他樂器。事實上爵士套鼓的鈸跟Bass
一直都「默默」跟著伴奏，但因為音

再度驗證A1的大提琴是精壯凝聚的，

柔柔的嗓音還透出勁道

因為此處的大提琴形體不會膨脹得很

量實在太小聲了，如果沒有安靜的環

再來應該說人聲表現了，拿大家

大，擦弦質感也不會誇張得顯出粗糙

境，以及高超的解析力，您根本不會

最熟悉的蔡琴「金聲演奏廳」來評

感，反而可以聽出帶點黏滯的感覺。

聽到它們的存在。而A1不僅能清楚

價。二首曲子聽過，就發現A1唱起

寫到此處，篇幅已經超過太多，但A1

表現出它們的存在，還可以聽出敲擊

蔡琴時聲音特飽足，柔柔的嗓音中透

還有很多美處沒有說到，只好請讀者

質感，以及跟豎琴低音弦不同質感的

出勁道，形體的輪廓很清楚，不是虛

們自己去感受了。

B a s s音粒，這也是A1解析力高超的

軟的，不是浮腫的。聽Halie Loren的

明證。在此我忍不住要多嘴一下，錄

「Full Circle」時，Loren的嗓音同樣

音時把爵士套鼓跟Bass音量壓得幾乎

也是飽足有張力的，不過音域比起蔡

CH Precision A1的音質非常純，高

聽不到，這樣的錄音方式到底有什麼

琴高多了，嗓音聽起來充滿光澤。綜

頻不僅甜美富光澤，還很清爽；中頻

特別意義呢？其實就算把套鼓跟Bass

觀二位女歌手的嗓音表現，二者的嗓

段飽滿圓潤，樂器與人聲聽起來特別

音量調大聲，也不會影響主奏的豎琴

音都是屬於成熟型的，再次證明A1的

真實；低頻段量足又有彈性。一切細

啊，因為豎琴已經夠大聲了。會不會

中頻段、中高頻段都是飽滿的。在聽

節都清清楚楚，不會模糊；透明感特

是混音時的失誤呢？否則錄音師沒有

「Full Circle」時，無論是鋼琴或腳踩

別好，解析力特別高。整體而言就好

理由要這樣做啊！

大鼓，也都是飽滿有勁的，音粒分明

像您跟個性爽朗的人相處般，沒有隱

又帶著彈性的，是有重量感的。老實

藏，沒有暗晦，一切清清楚楚但又不

說很少聽到每聲道輸出才100瓦的晶體

會咄咄逼人。此外音樂還呈現出寬鬆

後級能夠有這麼紮實又帶著重量感的

的感覺，讓人聽了沒有壓力。不可諱

腳踩大鼓。

言，A1的售價不低，但能夠把一部100

暫態反應快但又不急促
再來我要說A1的暫態反應。聽「奔
馳的美聲」第四首巴哈「小提琴協奏

女聲測試過，接著是男聲，我先

示A1暫態反應的優異，那種律動感其

聽Roberto Alagna那張「Passion」。A1

實是眾多演奏者細膩的演奏力度變化

唱起男高音嗓音一點都不含糊，高亢中

瓦的晶體後級做到上述的優異表現，
我真的是服了瑞士CH Pr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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