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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著這次台北音響展，PMC 亞太區業務發展經理陸慶偉也來到台北，為所有的

音響迷與愛樂者鄭重介紹最新推出的 PMC twenty5 系列喇叭。twenty5 系列看

起來與 PMC 成立 20 周年時推出的 twenty 系列頗為類似，但陸慶偉表示，

twenty5 系列與 twenty 系列可是大大不同，不僅從設計之初的想法與定位不一

樣，聲音表現更是不可同日而語，因此 twenty5 系列並不是要取代 twenty 系列，

而是以略高一檔次併行銷售，為了讓兩系列有更明顯的區分，twenty 系列之後

僅有一種黑色木皮版本（Jet Black），twenty5 系列則有胡桃木、橡木、Amarone

紅木及黑色亮面烤漆四種塗裝可選擇。 

 

從裡到外全新設計 

 

和 twenty 系列相同，twenty5 系列也有 5 款喇叭、1 款中央聲道與 1 款主動式超

低音。5 款喇叭分別是 twenty5 21 與 twenty5 22 書架喇叭，以及 twenty5 23、

twenty5 24 與 twenty5 26 落地喇叭。21、23 採 5.5 吋低音單體，22、24、26



採 6.5 吋低音單體，其中只有 twenty5 26 是 3 音路設計，其餘皆 2 音路。 

 

twenty5 26 落地喇叭，建議售價 349,000 元。 



 

twenty5 22 書架喇叭，建議售價 119,000 元。 

 

 

陸慶偉表示，twenty5 系列是奠基於 twenty 系列的全新設計，它在外觀上改進

了 twenty 系列的一些小弱點，但技術上採用全新設計，讓 twenty5 系列成為 PMC

新一代產品的代表。外觀上有何不同呢？PMC 從他們的全球經銷商、各地零售

網、英國零售通路，以及許多 twenty 系列使用者的意見得知，twenty 系列的底

座、角錐與喇叭端子座等部分有改進空間。twenty 系列的底座是一整塊 MDF 木

料，是很傳統的設計，角錐則鎖在底座下方，不太容易調整喇叭水平。因此

twenty5 系列改成前、後各一的不鏽鋼支架，不僅更漂亮、更穩固，新設計的角

錐也更容易調整。喇叭端子座則換成訂製品，比以往精緻多了。外觀有四種顏色，

除了最傳統也最多人喜歡的胡桃木皮外，還有橡木皮、Amarone 紅酒色木紋，

以及黑色亮面烤漆。為何沒有白色亮面烤漆？因調查顯示喜歡白色的比例很低，

所以沒做白色。 

 

twenty5 系列的目標是在 twenty 系列的基礎上，音像比例與規模感要更好，低

頻延伸與表現要更好，動態要提升，聲音還要更活躍，最重要的是，音樂性也一

定要更好。於是 PMC 以新的量測技術，運用空氣動力學與共振抑制技術，大幅

改進了原先的傳輸線式設計，並從電子與機械結構兩方面減少噪音，又改用了全



新的單體與分音線路，使 twenty5 系列從裡到外全然不同。 

 

 

得自 F1 空氣動力科技的 Laminair 導風口，讓 PMC 的 ATL 傳輸線式設計如虎添翼，低頻表

現大幅提升。 

 



一層層葉片構成的導風口，可減少空氣進出擾流造成的損失，增加 ATL 的效率。 

 

源自 F1賽出空氣動力科技 

 

twenty5 系列外觀上最明顯的差異便是傳輸線出口，由 PMC 用了超過 20 年的

泡棉，改採革命性的 Laminair 技術，看起來像是一層層葉片構成的導風口。陸

慶偉表示，Laminair 的想法得自於 F1 賽車，車尾藉由垂直葉片增加導流效果，

PMC 將此空氣動力裝置應用在喇叭上，讓 PMC 的 ATL 傳輸線式設計如虎添翼，

低頻表現大幅提升。Laminair 技術原先用是在 PMC 新旗艦 QB1-A 上，加以改

良後，運用在 twenty5 系列上。 

 

PMC 的 ATL 傳輸線出口一直以來都是一個長方形開口，洞口塞滿泡棉。Laminair

則拿掉泡棉，在開口增加垂直葉片，讓原本寬的通風口，分解成好幾個較窄的通

風口，藉由減少空氣進出擾流造成的損失，增加 ATL 的效率。Laminair 大幅提

升了 ATL 的性能，帶來多項好處：低頻變得更快速、更乾淨，解析力更好；減

少空氣流動產生的噪音，因此減低了音染；氣流輸出更快速，因此動態對比大幅

提升。 



 

 

 

F1 賽車車尾空氣流出的地方，就有像是 Laminair 的垂直導流葉片。應該反過來說，PMC 

Laminair 就像是 F1 賽車車尾的導流設計。 

 

 

左邊是 PMC 原本的傳輸線開口，大音壓時，傳輸線末端的空氣流會有亂流，不僅會產生噪

音與失真，還會浪費渦流的能量。右邊則藉由 Laminair 葉片，傳輸線末端空氣流不再是亂

流，而能更平順、快速地流出，進而解決上述問題 

 



 

這是 PMC twenty5 系列書架喇叭的空氣流速模型分析，藍色表示流速最慢，黃色較快，紅色

則是流速最快。圖中顯示當未使用 Laminair 技術時，氣流在 ATL 開口多半是綠色與藍綠色，

表示流速較慢。 

 



 

這張圖則是安裝了 Laminair 葉片厚的空氣流速模型分析，可以看到 ATL 開口的氣流變成偏

黃甚至趨近紅色，表示流速大為增加，空氣流出更為快速，顯示 Laminair 葉片確實有效。 

 

 

除了運用創新的 Laminair 技術，twenty5 系列的 ATL 傳輸線設計也做了一些細

部修正，像是落地型款式在 ATL 開口處增加了吸音措施，可減少不必要的音染，

而且落地款皆使用雙 Laminair 開口，使氣流進出更無阻礙。至於書架型款式則

採用更高壓縮的 ATL 設計，利用增加阻尼的方式讓低頻延伸表現更好。 

 



新開發的 g-weave 低音單體，振膜由 twenty 系列的紙盆改用合成材質。 

 

內凹的玻璃纖維防塵蓋可大幅減少振膜表面不必要的聲波反射。 



 

注意看振膜頸部打孔，可防止防塵蓋後方的空氣壓縮，並增加空氣循環以利散熱。 

 

全新訂製高、低音單體 

 

單體方面，twenty5 系列無論高音還是低音均改用全新的訂製單體。新的低音稱

之為 g-weave 單體，有 5.5 吋、6.5 吋，以及 twenty5 26 才有的特別版 6.5 吋單

體。g-weave 單體的振膜由 twenty 系列的紙盆改用合成材質，另外還有諸多量

身訂做的設計。像是內凹的玻璃纖維防塵蓋，使振膜剖面變成更為平順的弧線，

可大幅減少振膜表面不必要的聲波反射；採用長衝程音圈，大動態時也能維持線

性運動；磁路中加裝鋁質短路環（shorting rings），可有效減少線圈的電感生

成，進而降低失真；設計彈波時，採有限元素分析協助設計，讓彈波在應付大幅

度運動時仍可維持高線性；最特別的是，振膜頸部（防塵蓋後面的部分）打孔，

可防止防塵蓋後方的空氣壓縮，並增加空氣循環以利散熱，可提升耐用度並減少

失真。 

 

 



新的高音單體由 twenty 系列改良而來，是與挪威 SEAS 共同設計的專屬訂製品。 

 



拋光金屬網罩經電腦計算，可提供最佳化的擴散性表現。 

 

新的高音單體由 twenty 系列改良而來，是與挪威 SEAS 共同設計的專屬訂製品。

振膜材質仍為 SONOLEX 加上特定塗料，最明顯的差異則是採用新設計的拋光

金屬網罩，不僅外型更為亮眼、更具質感，最重要的是網罩經電腦計算，可提供

最佳化的擴散性表現。單體全面更新，分音器當然也要重新設計，不變的是仍採

PMC 一律使用 24dB 四階分音，忠於鑑聽喇叭的本色。分音器上元件的挑選標

準只為了最高透明度，且經精密配對，以確保聲音的精準性。喇叭端子座直接焊

接於分音器電路板，這也是 PMC 一貫的做法，符合最短路徑原則，且阻抗最低。 

 

Twenty5 系列在外觀質感的提升也做了諸多努力，例如專屬的喇叭端子座採純銅

材質經啞光鍍銠處理，質感比以前好上太多，又可適用各種尺寸的 Y 插與香蕉

插。此外，固定喇叭端子座與分音電路板的背板，採用高亮度鏡面防磁不鏽鋼背

板，賦予 Hi-Fi 精品的價值。 

 



防磁不鏽鋼背板與啞光鍍銠處理的端子都是 Twenty5 系列所獨有。 

 

 



分音器採 24dB 四階分音，喇叭端子座直接焊接於電路板，符合最短路徑原則。 

 



底座改採不鏽鋼支架，透過軟質阻尼與箱體耦合，可提供更好的低頻解析與高頻聚焦。 

 



角錐由單件不鏽鋼直接 CNC 而成，可從上方旋轉，調整更容易。 

 



 

外觀有四種顏色，除了最傳統也最多人喜歡的胡桃木皮外，還有橡木皮、Amarone 紅酒色木

紋，以及黑色亮面烤漆。精選木皮由手挑配對，木皮來自永續經營的森林。 

 

廠商資訊 

 

PMC 進口總代理：瑩聲 

電話：02-2805-3569 

網址：www.jadex.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