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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起承轉合都是Hi End精神
AVM歷史
文｜劉漢盛

2014年9月21日我才從法蘭克

福回到台北，沒想到五天之

後又出去到法蘭克福，算一

算今年已經進出這個城市好幾回了，

果然是歐洲的轉運中樞啊。9月26

日，在瑩聲音響施總的率領下，我

們一行11人（我、U Audio總編郭漢

丞、瑩聲公司二對夫婦、古碟林先生

伉儷、台中華笙音響林經理父子檔、

越點帥哥Kevin），加上領隊小甘，

總共12人從桃園搭國泰前往香港，轉

機往法蘭克福。早上到達之後馬上

搭上大型遊覽巴士往南去斯圖加，這

個城市是賓士大本營，我們要去參觀

賓士汽車博物館。其實，參觀汽車博

物館只是順道，我們這次採訪的主角

AVM工廠就在斯圖加附近的Malsch，

我們不是要來吃香喝辣的，而是來工

作的。

1986年創業
A V M最早是 A u d i o  V i d e o 

M e a s u r e m e n t（A u d i o  V i d e o 

Messtechnik）縮寫，現在已經改為

Audio Video Manufaktur，是一家位於德

國南部斯圖加附近Maisch市的音響製

造商，成立於1986年，創辦人是Robert 

Winiarskian與Günther Mania ，二人都

是電子本科，畢業論文是晶體擴大機

的研究。成立的前三年，AVM專門替

一些音響廠商開發擴大機與喇叭，如

ELAC、ADE、APD等等，此外AVM還

替當時很有名的BAUER-BOSCH製造

Video Processor。

1989年，AVM開始以「AVM」為

商標，製造自己的音響器材銷售，第

一件產品就是Vorstufe前級，沒想到

1990年馬上獲得德國Stereoplay雜誌Best 

Buy獎。此外，其他歐洲音響雜誌也對

AVM擴大機讚譽有加。獲得良好回應

之後，AVM決定停止為他人代工，專

心發展自己的品牌，他們決定自己的

產品都要在德國手工生產，以最好的

材料與元件來製造。

到了2001年，AVM已經發展到擁有

↑AVM的廠房並不大，樓上樓下二層，可
說是量少質精的Hi End音響工廠。圖中左邊
那位是Udo Besser，中間那位則是Günther 
Mania，右邊那位女士是負責對外聯絡的
Manuela Mehrbrei，他們三人在星期六大家都
放假時，在廠裡迎接我們。Guenther由於患
了重感冒，不敢靠近我們，只能遠遠跟我們

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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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 M 原 廠 採 訪

脫胎換骨AVM
一部CD唱盤、二部單聲道後級、二部

前級、一部綜合擴大機、收音機、二部

唱頭放大器，此外還有環繞解碼器、

多聲道後級、數位綜合擴大機等等。一

路發展下來，AVM目前大約有14名雇

員，屬於小型精緻Hi End音響製造廠，

一年大約生產3,500-4,000件器材，在歐

洲有超過100家經銷商，此外還銷往香

港、中國、台灣、俄羅斯等國。

2010年是轉捩點
清晨抵達法蘭克福機場，搭上遊覽

巴士一路南下，大約早上十點，我們

就來到賓士汽車博物館，在那裡等待

AVM老闆Udo Besser，我們約好在這裡

碰面，Udo雖是德國人，大學時在慕尼

黑唸的是有名的Technology University 

Musich（TUM），慕尼黑離斯圖加不

算遠，但他也沒來過賓士汽車博物館。

其實這也不能怪他，這個新的賓士

汽車博物館是在2003年才蓋好的，當

時他已經在柏林Burmester工作，怎麼

會有閒情逸致來這裡玩呢？說起Udo

跟AVM的淵源還真有點玄。他說在大

學唸書時有一個同學後來從事鍍鉻工

廠，而1986年AVM成立時，當年的創

辦人Günther Mania為了想要使用鍍鉻

的面板，找上了他的同學，他同學對

AVM草創初期也盡了一些力。後來Udo

在1996年左右去Burmester上班，當時

Burmester早已使用鍍鉻機箱，為了品

質，Udo也引薦他同學的鍍鉻工廠給

Burmester。沒想到2009年Udo Besser離

開Burmester之後，因緣際會搭上AVM

（他朋友請Udo來整頓AVM)，2010年

更乾脆斥資買下AVM，成了AVM目前

的獨資老闆。世事真是難料啊，沒想

到轉了一二十年，Udo又跟AVM關連上

了，難道冥冥中真的有一隻看不見的

手嗎？

前面說過，AVM在1986年創立時，

老闆是電子專才Günther Mania跟另外一

位Robert Winiarski，您知道搞技術的做

行銷的永遠是二種人，Günther Mania長

於電子技術，對設計內行，做出許多

讓人讚歎擴大機，但卻不擅長經營，

只知道悶著頭把產品做好，賣到德國

國內市場，從來不懂外銷。所以，雖

然早在1986年就成立，但台灣卻很少

人知道。後來AVM經營困難，把所有

權賣給一位生意人，這個新老闆不懂

電子跟音響，所以也沒能讓AVM發揚

光大，反而處於更糟的環境。在這樣

的背景下，Udo一位朋友穿針引線，

請Udo來幫忙AVM整頓，沒想到Udo

看到Günther Mania雄厚的電子設計能

力，知道這個品牌如果好好經營，一

定能打出天下，所以乾脆斥資買下。

現在，Udo掌理公司管理行銷，Günther 

Mania則仍然負責設計，另外一位創始

者Robert也仍然在公司。

設計者擁有40年經驗
Günther Mania今年59歲，Udo剛過

50歲生日，Udo說Günther Mania在電子

設計上已經浸淫40年，是非常棒的設計

師。他說AVM從創立迄今，至少賣出

40,000件音響器材，在德國名氣很大，

廠裡面到今天都還有人把十幾年前的機

AVM年表

1986年  
AVM Audio Video 
Messtechnik GmbH
在德國 Gaggenau
創立，創立者是 
Günther Mania 與
Robert Winiarski 。
最早公司只有他們

二人。

1987年  
Günther Mania 為
BECKER研發汽車 
CD操控軟體與硬
體。此時公司增加

到四人，為ELAC
研發主動與被動喇

叭，並且製造喇叭

用的主動擴大機，

此時人員增加到六

人。

1989年 
為 RAUER-BOSCH
研發Video剪輯設
備，並且以AVM商
標推出自己的前級

與單聲道後級。

1990年  
A V M 擴 大 機 獲
得 F r a n k f u r t e r 
A l l g e m e i n e 
Zeitung （FAZ) 與
Stereoplay評為Best 
Buy。此時人力增
加到七人。 

1991年  
重新設計前級與

後 級 ， 並 且 以

Evolut ion系列推
出。並且推出AB類
單聲道後級M1，
以及純 A類後級
M2。此時工作人
員增加到九人，開

始覺得Gaggenau
工廠已經不敷使

用。

1992年  
推出V3前級、M3
單聲道後級，還有

M4純A類單聲道後
級。因為用家的催

促，AVM開始著手
研發CD轉盤、CD
唱盤、調諧器、還

有二部數位類比轉

換器。

1993年  
數位類比轉換器

DAC1與DAC2、
CD轉盤CD1、綜合
擴大機A1、調諧器
T1問世，馬上受到
用家歡迎，媒體評

論也很好。由於產

能吃緊，廠房不敷

使用，AVM決定搬
遷到鄰近的Malsch
新工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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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送回來修理。德國人想法不同，他們

寧可花一千歐元來修理，也要把舊的機

器修好繼續使用，不過這也可以看出許

多人對AVM產品的忠誠度。

我們去的那個星期六，剛好是Udo

跟太太的結婚23週年紀念日。太太跟

孩子住在柏林，他每週到AVM廠裡

三、四天。前一天他跟太太抱歉，必

須招待遠從台灣來的貴賓，所以無法

第一時間跟太座慶祝。他開玩笑的說

也已經過了22個週年慶，明年的很快

也會來，少過一次沒關係。話雖這樣

說，但晚上他跟我們吃過飯之後，馬

上趕往車站，搭車回柏林，可見他還

是很注重結婚紀念日。Udo到底有多忙

呢？他說這個星期他去了一趟瑞典拜

訪經銷商，我們來的前一天又開車去

瑞士，從瑞士回來堵了九小時，平常

二個多鐘頭就該到了。

或許您會奇怪，怎麼德國跟瑞士那

麼近？是啊！斯圖加附近已經是德國南

部，接近法國跟瑞士，Udo說過條河對

岸就是法國了，翻過遠處那座山丘就是

瑞士，所以要去法國跟瑞士都很近。

原來行銷設計都在行

各位鄉親，我跟Udo認識將近20

年，從來不知道一個秘密，那就是他

會設計電子線路。那天晚餐時幾杯啤

酒下肚，Udo告訴我現在AVM的產品都

是他先做初步設計，包括電子線路，

然後由Günther Mania做最後的修改定

案，二人攜手合作，難怪從Udo入主之

後，AVM的聲音特質跟外觀都完全改

變了，看來Udo把這二十年所學到的

功力全部灌注在AVM身上了。在前往

餐廳的路上，我曾問Udo，他是否有

把Burmester的聲音特色導入AVM的產

品？Udo很自豪的說，他在Burmester

那麼多年期間，也為聲音表現盡了很

大的心力。言下之意，好像是說即使

他把AVM的聲音做了提升，那也是自

己的聲音。Udo為何懂得設計電子線路

呢？他告訴我慕尼黑科技大學是德國

著名的大學，他在那裡念電子，本來

這就是他的專長，只不過以前他都是

以行銷面目出現在我們面前，所以他

也不提自己的專業。他說這二十年來

他幾乎已經摸清Hi End音響調聲秘訣，

知道用了什麼元件會改變聲音特質，

包括電源變壓器繞線的方向都會產生

不同的聲音。他說這很奇妙，變壓器

繞線方向不同，在儀器上量測不出有

什麼差異，但是耳朵聽起來聲音就是

不同。凡此種種很多調聲經驗他都慢

慢用在他設計的AVM產品身上，難怪

聲音大為精進。

工廠附近有協力廠商

Udo說他喜歡飽滿大器、龐大、暫

態反應快、音像凝聚龐大的聲音，他

認為這樣的聲音才會像真的，聽起來

有血有肉過癮。這種愛好老實說跟我

一樣。目前AVM員工14人，是標準Hi 

End音響廠規模，機箱在附近二個高

速公路出口處的協力工廠製造，旋鈕

就在隔壁工廠，打開窗戶招呼一聲就

能生產，線路板也在附近。為何AVM

工廠附近有那麼多協力工廠？別忘了

1994年  
在聖誕節購物季

中，AVM工廠搬遷
到Maisch更大的廠
房。並且推出DAC 
3，以及V3，用以
取代M3跟M4，依
然受到好評。此時

市場開始拓展到荷

蘭、奧地利、瑞士

等，甚至香港與韓

國的音響迷也在找

AVM產品。此時公
司人力也增加到14
人。

1995年 
開始動念設計V1、
M1/M2的後繼機
種。

1996年 
十週年廠慶，邀請

經銷商代表、媒體

等開生日Party。
在派對中展示新

的C o m p e t i t i o n 
S e r i e s。包括前
級、後級、綜合擴

大機、調諧器、

CD唱盤等。 

1999年  
AVM第二個系列的產品推出，包括CD2、
T2、V2、M2以及 A2，這系列產品被譽為價
格價值比很高的產品。其中 CD2是他家第一
部擁有昇頻功能的CD唱盤，香港雜誌甚至給
與年度器材獎。Stereo雜誌與HiFi & Records
雜誌也給予最高聲音品質的評價。

2000年 
AVM的產品為了提升外觀吸引力，除了原本
的鍍鉻與黑色之外，又增添了陽極處理刷絲

鋁材，還加了藍色顯示幕。還有，此時美

國與遠東市場提出多聲道多室的需求，於是

AVM開始投入AV環繞擴大機研究。

1997年 
工廠增加到17人，此時工廠開始擁擠了，
正好此時員工之一Karlheinz Steinmetz 獲得
通訊技師文憑，於是Günther Mania 跟他合
作另外組成一家名為AMP的公司，在這家
公司內Mania專心研發高級擴大機而不管行
政工作。當AMP的單聲道後級推出後，德
國Stereoplay雜誌給的評語是「attack on the 
world elite」，並且給予世界上最好的三部後
級之一美譽。與此同時，AVM也沒有閒著，
推出平衡架構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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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 M 原 廠 採 訪

脫胎換骨AVM

這裡是賓士汽車大本營，一輛汽車要

有多少精密協力廠商？所以在這裡想

要什麼產品幾乎都可以取得，而且是

高品質的。AVM負責的就是設計、組

裝、測試、行銷，機箱、線路板都委

外生產。難怪，我看AVM的工廠規模

並不大，但是產品的精緻度卻很高，

原來是工廠附近有那麼多高水準的協

力廠商。

注重細節

雖然自己工廠內只負責組裝與最後

的成品測試，但是AVM對於產品的許

多設計製造小節一點都不放過。例如

面板上的顯示窗。Udo跟我們解釋那

塊小小的顯示窗是用矽膠黏上去的，

矽膠乾了之後是透明的，這樣看起來

才會美觀。面板的顯示窗黏上矽膠之

後，還要用三個銅件壓一天，等矽膠

充分乾透之後，才能繼續下一個組裝

過程。 

此外，旋鈕也有玄機。旋鈕在面板

內側還加裝了一個轉接器，讓旋鈕的

轉軸可以加長。為何要加長轉軸呢？

因為這樣轉起來那個旋鈕才不會搖搖

晃晃的，而是穩固紮實的。這些，都

是看不到的地方，但是為了用家使用

起來順手，必須要增加成本。

又例如最簡單的熱機。AVM熱機

時用的軟體都是同一張CD，而且連

遙控器都要開啟，熱機時間是一天或

二天不等。每部機器都用同一張CD

來Run。我問Udo怎麼會有那麼多相同

的CD？Udo說他們一次準備了幾十張

相同的CD，這樣Run起來才會一樣。

真的是這樣嗎？這是我參觀工廠那麼

多年來第一次看到的做法。不過，也

唯有每個小節都注意到，才能真正把

產品做好，這就是Hi End的精神。

「音響論壇」來了

在AVM廠內樓梯間，掛著許多德

國雜誌的獎牌，就是缺「音響論壇」

的。Udo說等「音響論壇」那一面已經

很久了，去年TAS也給了AVM Ovation 

MA8.2旗艦後級最佳擴大機的獎牌呢！

Udo告訴我，有一次他接到德國Stereo

雜誌總編輯的電話，心裡想這下子

完了，不知道是要挑他產品的什麼毛

病？這位總編輯素以挑剔出名，Udo

雖然認識他，但並不熟，已經準備硬

著頭皮聽壞消息。沒想到那位總編輯

對Ovatio SA8.2後級大讚特讚，說從來

沒聽過那麼好的後級，這下子Udo這才

放下心中大石，心花朵朵開。其實，

不是我吝於給獎牌，我都還沒聽過他

們口中大讚的Ovation SA8.2或A8.2啊！

01. AVM辦公室很儉樸，完全沒有裝潢，這也透露出德國人樸實的個性。
02. 這是Inspiration鍍鉻板。
03. Udo辦公室裡的音響系統，喇叭用的是德國Gauder Akustik的喇叭。每次慕尼黑音響展，AVM都是搭配這家喇叭，Udo說這家喇叭的聲音很棒，
可惜台灣好像沒人代理。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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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研發室。
05. 這是測試儀器。
06. 這些都是測試儀器。
07. 這是創始人之一，Günther Mania，研發室是他的地盤。
08. 這是早期的AVM產品，面板上的商標字形跟現在不同。
09. 這是幾年前的AVM Inspiration系列產品外觀，已經跟現在的產品接近了，但商標字形仍然不同。
10. 樓梯間上滿滿都是德國雜誌的獎牌，就缺「音響論壇」。

04

07

09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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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 M 原 廠 採 訪

脫胎換骨AVM
Part 02/

六大重點一次解構

AVM內部精髓
文｜劉漢盛

Udo Besser自從主掌AVM之後，

從外到內把AVM都翻了一遍，不僅

箱體的面板加厚很多，而且金工處理

細緻，品質升級了好幾番。而內部更

是大量改用SMD表面黏著元件。為何

要改用SMD呢？Udo說以前的表面黏

著元件無法承受大電流，所以用在需

要大電流的地方的確不妥。但現在電

子元件技術進步很多，這個問題已經

可以忽視，表面黏著元件也可以承受

大電流，所以他逐步換用。或許您會

問，表面黏著元件有什麼好處呢？我

也問了Udo，他說第一個好處是元件體

積小，大幅縮短了音樂路徑的長度，

使得音樂訊號避免被干擾污染，聲音

更為純淨。第二個好處是SMD表面黏

著元件的精度可以要求到很高，看你

出什麼價錢去買，你要10%誤差的也

有，5%誤差的也有，甚至0.5%誤差的

也有，只要敢出錢，就可以買到很好

的元件。第三個好處是使用SMD可以

讓某些怕干擾的線路遠離電源供應。

例如唱頭放大器的線路板如果採用傳

統穿孔元件，勢必很大一片，這麼大

片的線路板擠在機箱裡，很容易感染

哼聲等等。第四個好處是因應歐洲越

來越嚴格的環保要求，SMD元件是目

前大部分3C產品所大量使用的主流元

件，環保規格高。第五個好處是體積

可以做得Compact，適合歐洲人的美感

需求。Udo說全世界音響迷就只有亞洲

人要求箱體要大，歐洲人要的是精緻

秀氣，二者審美觀念大不相同。

在AVM工廠內，我看到一部已經停

用的傳統穿孔線路板焊錫爐，老實說

我認為他們改用SMD，除了提升上述

的性能與好處之外，也有節省工時的

目的。傳統穿孔元件以人工一個個把

元件二支腳放入線路板上的孔洞內，

過完焊錫爐之後，還要有一道剪腳的

工序，這些都是成本。而SMD技術就

像印刷一般，刷上錫膏，SMD表面黏

著元件用自動機器放置，既精準又快

速。更重要的是，有專門的廠商在代

工SMD線路板，AVM只要設計好線

路，標明使用什麼元件，代工廠就幫

您完成一切，而且連線路板的測試都

可代做。AVM只要把這些做好測好的

線路板組裝起來，再做最後的成品測

試就可以了。

01. 這是AVM線路板。
02. AVM機器內部絕少使用訊號線連接，圖中線路板上完全沒有訊號
線連接，連輸入輸出端子都是直接與線路板耦合。01

02

一、採用S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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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o向我們說明AVM的模組化不僅

是真空管模組、唱頭放大模組而已，

而是機內許多可以共用的線路板與電

源供應都採用模組化設計，使得許多

型號都可共用線路板與電源供應，這

樣的設計不僅可以很快的設計出許多

型號，而且降低成本。

就以Evolution Line PA3.2前級為

例，它跟功率更大的PA5.2共用電源

供應線路板、前級線路板，不同的

是PA3.2那塊電源線路板上只有一個環

形變壓器，而PA 5.2的電源供應線路板

上有二個環形變壓器。此外PA5.2採用

真空管模組T83S。在線路設計成模組

化之後，許多地方可以共用，自然就

降低成本了。即使如此，Udo說每設計

一件新產品，從規劃到完成至少都要

耗掉7-9個月的時間，如果那個環節出

了問題，時間還會延長。

二、模組化
01. 這是Evolution PA 5.2前級內部，您可以
看到裡面用了三個環形變壓器，電源供

應真講究，還有有真空管模組。電源與

真空管模組之間還特別用一塊厚鋁阻

隔，降低干擾。

02. AVM的線路板設計成可以共用，如此一
來就可靈活設計不同的型號。圖中線路

板上還有沒有插入的元件，如果元件補

齊，就變成另外的型號了。

03. Udo手上拿著小小的連接器跟我們說
明，即使連這個小東西也都是鍍金腳，

這表示他們任何細節都不放過，盡可能

做到最好。

04. Udo手指處是EPROM的安置處，只要
更換軟體或韌體，就可以提升該機器的

性能。

05. 這是Ovation系列箱體的側板，一般箱
體都採用螺絲直接鎖上，但AVM卻設計
複雜的嵌口無縫接合，可見對品質要求

之高。
01

02

04

03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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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 M 原 廠 採 訪

脫胎換骨AVM

電源是擴大機好聲的根本，如果

電源不純淨，雜訊多，音樂訊號會受

污染；如果電源不穩定，線路工作時

失真高；如果供電不足，後級的推力

就會有問題。所以，想要好聲，電源

供應的良莠是第一關。AVM無論是前

級、後級或其他類型產品都很注重電

源供應，尤其後級。例如Ovation SA8.2

立體後級機內就有二個1,000VA環形

變壓器，每聲道用一個。不過這個大

型環形變壓器是專門供給輸出級使用

的，驅動級另外還有一個小型變壓

器。為何驅動級要另有一個小型變壓

器供電呢？就是要讓輸出級在需要大

功率大電能時，前端的驅動級不受電

能大部分被吸走的影響，所以另給一

個獨立的變壓器供電，這種講究的做

法是很罕見的。

又例如，如果是可以選購真空管輸

出級的機種，其電源供應還要考慮到

給真空管線路專用者。像Evolution 系

列A5.2T綜合擴大機內部就有四組電源

供應，一組給真空管線路，一組給晶

體線路，二組給後級線路。

三、注重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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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M頂級系列Ovation的線路板跟

其他系列不同，線路板上面的塗漆是

黑色的，而銅箔則鍍金。到底「黑

金」線路板跟一般綠色線路板有什麼

不同？Udo說黑金線路板的銅箔比較

厚，而且那金色是真的鍍金，鍍金線

路板可以避免線路銅箔氧化，維持性

能的長期穩定性。至於黑色的漆或綠

色的漆，Udo說那只是視覺效果而已，

並沒有什麼會讓聲音表現不同之處。

四、黑金線路板

這是Ovation系列的線路板，看起來擁有「黑金」的高貴感，那黑色的面漆純粹是美觀，與聲音
好壞無涉。而金色處則是加厚鍍金銅箔，提升電流耐受力，也避免氧化。

01. 這是Ovatio SA8.2立體後級的電源供應，每聲道使用一個大型環形變壓器，提供充足的電源給功率晶體。每部SA8.2擁有二個1,000VA變壓器，
以及二個120VA變壓器，而濾波電容容量高達400,000mfd，真嚇人！

02. Ovation MA8.2/SA8.2後級的線路板，圖中看到的小環形變壓器只是供給驅動級的電源而已，功率級另外還有大型變壓器負責。
03. 這些都是Ovation SA 8.2/MA8.2的電源供應。
04. Udo示範與散熱片連接的功率級線路板跟電源整合，從圖中可以看到很多的小型濾波電容，可見這部後級的暫態反應一定很快。
05. Ovation PA8的前半部整個都是電源供應。
06. 這張圖可以看到Evolution PA 3.2機器內部左半部整個都是電源供應，包括穩壓線路，由此可知AVM多麼注重電源供應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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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 M 原 廠 採 訪

脫胎換骨AVM

AVM在比較高級的機種中提供晶

體輸出級或真空管輸出級的選配，購

買時標準版是晶體輸出級，如果您想

要真空管輸出級，則要加價選購。這

樣做的用意也是滿足不同音響迷的需

求。到底是晶體輸出級比較好？還是

真空管輸出級比較好？我也曾在音響

展會場上問過Udo Besser，他說純粹看

個人的喜好，沒有絕對的好壞之分。

說得也是，如果真的有好壞高下之

分，出廠時就乾脆固定搭配聲音比較

好的那種，何必提供二種選配。不過

可以肯定的是，真空管輸出都是比較

貴的。

AVM使用的真空管並非去市面上購

買，而是跟捷克生產廠商訂購他們想

要的規格。事實上最早是想用市面上

線成的管子，但後來經過比較嘗試之

後，最終他們決定自己訂製，這就是

他家所謂AVM T83S小管子。

真空管模組

01. 這就是AVM獨家設計的真空管模組。
02. 這是Ovation的PA8T前級。輸入端採用插槽式，可以插入八個輸入端，您還可以選擇真空管輸出模組，它是AVM旗艦前級，事實上Ovation Line
的前級也僅此一部。

03. 這些都是協力工廠送來的線路板成品，AVM人員的工作就是將線路板與機箱組裝起來，並且測試。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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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 M的頂級前級採用插槽式設

計，這種設計在測試儀器中常見，但

是在Hi End音響中卻不多見，只有少

數頂級前級才會這樣做，如Burmester 

808 MKV、瑞士CH Precision 數位訊

源、Meridian 808等都是。插槽式設計

的最大好處是可以靈活運用插入模組

片，不需要的模組不會浪費，同時也

因為每塊模組都是獨立的，可降低相

互干擾污染的可能。

插槽式前級

01. Ovation PA8前級的插
槽。

02. AVM機器背面有升級插
槽，只要把類似隨身碟

的東西插入，就可升

級。

03. 這 就 是 升 級 「 隨 身
碟」。

04. AVM所採用的CD讀取系
統是TEAC專門為音響用
途而做的，擁有S/PDIF輸
出，由於TEAC已經準備
停產音響專用機種，所

以AVM買了很多庫存備
料。請注意看，讀取系

統上方有厚厚的一片鋁

金屬，藉此抑制讀取系

統的振動。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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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 M 原 廠 採 訪

脫胎換骨AVM

Part 03/

以用家需求為導向

與眾不同的AVM產品特色
文｜劉漢盛

AV M的產品目前分為三

大系列，最便宜者是

Inspiration Line，只有二

種產品。再來是主力系列Evolution 

Line，總共有13種產品。最後是頂

級系列Ovation Line，有五種產品。

而在外觀都有三種選擇，Aluminum 

Silver、Aluminum Black，以及Chrome

鍍鉻面板。鍍鉻是要另購的，事先要

訂貨。由於AVM的鍍鉻品質非常高，

所以要加不少錢。如果您喜歡鍍鉻面

板，那就只好多花錢了。

三大產品線

AVM產品外觀乍看之下好像很類

似，不容易辨識，其實不難。右邊

旋鈕內凹跟面板齊者就是Inspiration 

Line，這個系列只有二種產品，一種

是C8，另一種是CS2.2，二者的外觀

一樣，差別只在於C8是CD/Receiver，

而CS2.2除了CD/Receiver功能之外，還

加了Streaming功能，背後有一根接收

天線。其實，您只要看背面有一根天

線者，就是具有Streaming功能者。此

外，CS2.2每聲道輸出功率165瓦（4歐

姆負載），8歐姆負載時每聲道輸出

110瓦。而C8每聲道輸出150瓦（4歐

姆負載）。當然，這二部機器都可當

作外接DAC使用，也有USB DAC，更

有MM/MC唱頭放大線路與耳機放大線

路。總之，您想要的都不缺。

再來看Evolution Line，這系列的旋

鈕都是左右各一個，而且是凸出於面

板的旋鈕，看到這種特徵，就知道是

Evolution系列，也是AVM的中價位主

力系列。至於頂級的Ovation系列更容

易辨認，這系列器材在頂蓋上都有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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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鏤刻的AVM字樣，不可能認錯。

在三個系列中，入門級的Inspiration

只有二型產品，頂級的O v a t i o n只

有五型產品（前級、立體聲後級、

單聲道後級、CD唱盤，以及Music 

Library），這二個系列都不容易混淆。

只有主力系列Evolution十三種產品會

把人搞得迷迷糊糊，大嘆為何要推出

那麼多種型號呢？少一點不行嗎？這

十三種器材中，有CD+Receiver的，有

Upsampling CD+七組數位輸入的，有綜

合擴大機+Tuner的，有前級+Tuner的，

有Streaming +DAC的，有立體後級，有

單聲道後級，這一加起來就有十三種

之多。依我看，不僅一般音響迷看了

頭痛，連代理商看了也會頭痛吧？

例如C9就是CD/Receiver。您知道

嗎？這部Receiver還帶有唱頭放大器，

這樣齊備的功能簡直就是神器。C9每

聲道輸出功率180瓦（8歐姆負載），4

歐姆負載時每聲道輸出300瓦，您只要

買一對喇叭，就什麼都搞定了。

再舉一例，CD5.2則是附帶USB 

DAC的CD唱盤，這是給要求高的二聲

道音響迷用的。AVM所使用的CD讀取

系統是TEAC的吸入式讀取系統，而且

是有S/PDIF輸出者。由於未來TEAC將

停產這種適合音響使用的讀取系統，

改以另外一種沒有S/PDIF輸出的吸入

式讀取系統，所以AVM事先購買很多

保存，為的也是求好聲。

反應市場需求的設計理念

為何要有這麼多款與眾不同的產

品呢？我問過Udo Besser，他說這些型

號與做法都是因應經銷商跟用家而設

計的，只是忠實反應市場需求而已。

例如，他說Tuner在歐洲還是很多人

聽音樂的來源，所以即使沒有內建，

也會有選配。我又問他，既然Tuner

仍然是歐洲人聽音樂的重要來源，為

何沒有DAB（數位廣播）呢？他說

DAB已經不敵網路廣播台，所以他們

的Tuner都是傳統廣播電台。如果以日

本人的分類來看，AVM的擴大機產品

其實就是Receiver，這在日本是很普

遍的機器，只是我們聽Hi End二聲道

習慣了，反而忘了有這種需求。事實

上，AVM也是極少數Hi End廠家還想

到Receiver者。

為何CD唱盤要稱為Upsampling CD

呢？這是因為AVM的CD唱盤設計有七

組數位輸入，擺明了就是要當做其他數

位訊源的DAC，而且是昇頻的DAC，

這種設計也是其他廠家所沒有的。一般

CD唱盤並沒有數位輸入端，即使有，

也可能僅有一組或二組，但AVM的CD

唱盤擁有七組數位輸入，分別是二組

USB、二組S/PDIF，二組TosLink，以及

一組AES/EBU，擺明了就是要讓一般

人家中的數位訊源都可使用CD唱盤內

部的昇頻以及DAC功能。

或許您會奇怪，Evolution 系列有

那麼多種「特殊規格」，為何頂級

的Ovation反而看不到這些特殊產品

呢？答案很簡單，會買那麼貴頂級產

品的人，通常都不要其他功能，只要

最單純的功能與線路，保持音樂訊號

的純淨度。所以，Ovation系列只有單

純的前級、立體後級、單聲道後級、

CD唱盤，以及一部Music Library。

01. AVM產品的外觀都有三種選擇，Aluminum Silver、Aluminum Black，以及Chrome鍍鉻面板。圖中就是Inspiration Line的C 8 Aluminum Silver機種。
02. 面板上有二個突出旋鈕的就是Evolution系列或Ovation系列，不過如果是Ovation系列，頂蓋上一定有深鏤的AVM字樣，而這部並沒有，所以肯定
是Evolution C9 CD/REceiver與CD5.2 CD唱盤。

03. 只要看到頂蓋上有AVM大字鏤刻進去，那就是頂級Ovation Line，圖中是SA8.2立體後級，也可能是MA8.2單聲道後級。二者的外觀與大小尺寸
一模一樣，差在一部是立體機，一部是單聲道機。立體機每聲道輸出功率450瓦（4歐姆負載），單聲道機每聲道輸出1,250瓦（4歐姆負載）。
單聲道機每聲道就用了二個1000VA環形電源變壓器，每聲道用了48顆功率FET，一對重達85公斤，絕對是真材實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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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 M 原 廠 採 訪

脫胎換骨AVM

04. Udo說SA8.2後級非常重，連他也搬不動。
05. Udo正向我們解釋AVM產品面板上的選單設定。
06. 這是CD唱盤的顯示幕，可以顯示已經昇頻為24/192，濾波模式採用Smooth。
07. 後級的顯示幕上可以顯示喇叭負載阻抗2、4、8歐姆選擇。
08. AVM產品要升級很簡單，只要把像是隨身碟的EEPROM插上去就可以。
09. 一旦升級完成，面板上就會顯示相關資料。

AVM現役
全系列產品 CD 8（CD唱盤） CD 8T（CD唱盤）

Ovation Series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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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 8.2（數位流播放器） ML 8.2T（數位流播放器） PA 8（前級） SA 8.2（立體聲後級）
MA 8.2（單聲道後級）

10. 這是Ovation Line CD8，也是他家頂級CD唱盤。雖然說是CD唱
盤，卻擁有7個數位輸入端子，其中包括二個USB輸入端，可說
是一部強大的數位訊源。用家也可選擇真空管輸出模組。

11. 這是Ovation PA8前級。
12. 這是Inspiration CS2.2 ，它擁有播放CD的功能，也是Receiver，更
可以Streaming。擁有它，您什麼都有了。

13. Udo正在向我們解釋，他家使用的真空管並非去市面上購買，而
是跟捷克生產廠商訂購他們想要的規格。

14. 他手上拿的這些真空管都是用來比較嘗試用的，經過比較過許多
小管子，最後他們決定自己訂製，這就是他家所謂AVM T83S小
管子。

15. 請注意看右邊耳機插孔處，有連接一片線路板，那就是耳機放大
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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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 M 原 廠 採 訪

脫胎換骨AVM

A 3.2（綜合擴大機） A 5.2（綜合擴大機） A 5.2T（綜合擴大機） C 9（all-in-one播放機）

Evolution Line

16. 工廠內的工作台，我們去時是星期六，大家都過週末去了，空蕩蕩沒人。
17. Udo手中拿的是Ovation PA8前級的平衡模組與RCA模組，請注意看，這二塊模組上都還有穿孔元件。換句話說：該用穿孔元件的地方還是無法
用SMD。

18. 這些TEAC紙箱內裝滿了吸入式CD讀取系統，Udo說因為這種專為音響而設計的讀取系統將要停產了，所以他們買入很多備料。
19. 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出這部CD/Receiver的面板有多厚。圖中的吸入式讀取系統購自TEAC，為了怕日後買不到這種讀取系統，AVM已經向TEAC買
了不少備料。

20. AVM工廠內一角，工廠佔地不大，但對品質要求卻非常高，反正去年也只生產了3,500部機器，以德國工人法律規定一年大約230個工作天計
算，一天也還生產不到20部機器，可以慢慢磨，把品質顧好。不過Udo也說，今年與明年的目標有大成長，所以工廠可能很快就要不敷使用
了。

21. 這些Inspiration C8 CD/Receiver正在熱機。熱機時是使用CD，而且都用同一張CD，Udo說這樣聲音表現才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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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3.2（CD唱盤） CD 5.2（CD唱盤） CS 5.2（all-in-one播放機） MA 3.2S（單聲道後級）

22. 這些就是用來熱機的CD。
23. 熱機時連遙控器都要打開。
24. 這部機器也正在熱機，上面那張貼紙已經寫
上測試數字。

25. Udo拿著Evolution CS 5.2 Streaming CD/
Receiver的面板跟我們解釋，那塊小小的顯
示窗是用矽膠黏上去的，矽膠乾了之後是透

明的，這樣看起來才會美觀。每個小節都注

意到，這就是Hi End的精神。
26. 面板的顯示窗黏上矽膠之後，還要用三個銅
件壓一天，等矽膠充分乾透之後，才能繼續

下一個組裝過程。

27. 工作台上擺滿已經組裝線路板的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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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 M 原 廠 採 訪

脫胎換骨AVM

PA 3.2（前級） PA 5.2（前級內建USB DAC） SA 3.2（立體聲後級） SD 3.2（數類轉換器）

28. Ovation CD8的測試紀錄，上面還是空白，顯然是準備星期一上班來做測試的。
29. 這些是綜合擴大機與Receiver的背板。
30. 這些也是背板。
31. 工廠一角。
32. 工廠一角。
33. 這些都是CD 5.1的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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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5.2（數類轉換器） C 8（all-in-one播放機） CS 2.2（all-in-one播放機）

Inspiration Line

34. Udo手上拿著一塊鍍鉻面板，說這種鍍鉻品質高，成本也高。
35. Evolution CD5.2 CD唱盤。
36. 看到沒，Evolution SA3.2立體後級機內的喇叭配線那麼粗，可見AVM很懂得好聲訣竅。
37. 這是早期的AVM產品，電源分離，到現在都還有人送回來修理，可見多捨不得換新。
38. 這也是早期AVM產品，看起來跟Burmester真像。
39. 這是倉庫一角，組裝好測試通過的產品就放在這裡，準備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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