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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定義：名詞 - 為眾人所確信之全然真實之事物。fact

使用PMC BB5XBD-A旗艦級鑑聽揚聲器、居全球音樂製作界領導地位的-荷蘭衛索陸爾德錄音室(Wisseloord Studios, NL)

系列是PMC為了將錄音中最純粹的精髓，以最優雅的形式完美重現，

而發展出此一具有開創性的揚聲器系列。

“ 彼得湯馬斯(Peter Thomas)

PMC擁有者以及首席揚聲器設計師

全新 fact®
系列，其簡潔洗鍊的現代外觀線條，全然承襲於當今時代偉大建築者和設計師作品之精華；而其音樂播放精準清

晰之程度，完全發揮了其音響聲學再生之能力。能夠將如此願景完全實踐，所需要面對的挑戰，就是如何儘可能地簡單並毫

無掩飾地面對自己的設計；從而減少不必要的，只留下最純淨的形式。挑剔的耳朵和眼睛即刻就能感受到，如此的設計才能

真正體現出平衡和穩重。精選珍稀華麗的原木飾皮，佐以手工拋光鍍鉻的細節，加上細緻質感之面網，成就出無與倫比的品

質及與眾不同。

“時尚”總是來來去去，但是經過精雕細琢、去蕪存菁，所展現出的永恆優雅、美麗，終將持續引領時尚。

向閣下鄭重介紹PMC全新          系列



打造一只能同時取悅於眼目視覺和耳朵聽感的完美音箱，

需要將尖端科技、電腦控制的工具機，與細膩的傳統手工

藝知識和材料，恰如其分的融合在一起。

完整和準確的支撐結構，一直被認為是任何揚聲器音箱構

成的最關鍵要素。而在fact®
系列中，每一個要素，都是

為了成就上述所追尋的卓越性能。在音箱的內部空間，為

了形成完整的ATLTM

 (先進低音傳輸線)音箱設計，使用經精

密加工的隔板，有的傳輸線隔板厚達18mm！而組合為音

箱的障板，其內外雙面均覆以相同的原木飾皮，以保證音

箱能有一定的穩定性和延長其使用壽命。

而音箱各隔板間，皆準確地以現代的粘接劑接合，創造出

均勻，完美無瑕的結構，作為理想，結構剛性和穩定的發

聲平台，使得安裝於其上的單體、元件，得以最佳狀態工

作。

精選珍稀華麗的原木飾皮，則全部來自可永續栽植的人造

林；經由手工仔細挑選，使得每對音箱外觀紋理皆呈現完

美的鏡像配對；原木飾皮音箱之最外層，再加上一層完美

無缺的，深邃而光滑的透明消光漆處理，使之成為兼具現

代化裝飾以及精緻細膩的經典傢俬。

音箱的打造 ...

PMC的堅持，都藏在細節裡 ...

許多偉大的畫家，在嘗試用他們的雙手從事雕塑藝術時，會顯得格外謹慎；由於雕塑品容許從各個角度觀看品味，使得以雕塑的方式呈現自

身思維時難度增高。而全新fact®
系列每一個個別維度及其相對應的功能，已被和諧地結合，進而創造出一個正確的媒體平台。混合手感細

緻的表面，高貴質感的面網，豪華的原木飾皮，和以手工拋光鍍鉻所產生的光澤，在空間中創造了一股堅定和特有的品味。

從前障板上拆卸或是重新安裝上面網的簡單功能，就此變成一種樂趣。隱藏於前障板內的稀土磁鐵，使得閣下只需輕輕一拉，即可輕易取下

面網。而因著展示出原本隱藏於面網內的驅動單體，並且由於沒有傳統上需固定面網之釦座，使其在外觀上能與一體成型的前障板相互配搭

，再一次延續了fact®
系列簡潔洗鍊之設計理念。   



TM

Advanced Transmission Line

Technology

ATLTM

技術剖析

對於傳統動圈式單體的喇叭設計來說，PMC的先進傳輸線式

音箱設計(Advanced Transmission Line)是理論上最完美、

製作結構也最複雜的方式。

PMC的先進傳輸線式音箱設計，是在體積有限的音箱內部進

行切割，創造出上下相連的管道;在管道的最末端，還必須安

排一個特定尺寸的孔位，作為整個空間與喇叭推擠氣流相對

應的通氣口。這種設計的最大好處，是從頭到尾都以迷宮式

音箱塑造低音，幾乎可以徹底解決音箱造型與空間牆面所帶

來的聲音染色問題 - 音箱設計的完成度，與內部管道隔層板

的規劃，則是傳輸線式音箱的成功關鍵，目的旨在創造傑出

的低頻表現，而不需要將音箱尺寸無限制的擴大。

單體配置的前障板位置，事實上是處於傳輸管道的前端，而

且必須加裝大量的吸音材料。目前已知最能夠精確吸收特定

頻率的材質，是耗費廣大研究發展人力開發而成的透氣聚合

物。那種吸音棉看起來沒啥價值，卻是具有絕對重要性的關

鍵物質，因為它能夠吸收掉絕大多數的中低頻，只讓較低頻

率從管道末端的通氣孔發出，並維持與低音單體同相位的發

聲效果。同時，吸音棉使用的份量多寡，會影響管道內的空氣

容積，這也是單體背波的一致性與平衡度能否獲得精確控制之因

素。吸音棉使用太多，高度阻尼會使得單體無法自由運動；使用

得太少，則會導致單體控制力減弱，低頻效果就無異於一般低音

反射式音箱設計了。

當管道長度與吸音控制達到均衡效果時，空氣密度所造成的效果

提升，會遠比管道長度所應達到的能量多出30%。由於單體背波

會帶來不良的負面影響，而單體獲得有效控制時便能影響寬廣的

頻率範圍，減少單體錐盆的不良振動，也直接降低了可聽聞的失

真現象。低頻的諧波失真現象獲得有效控制後，甚至會使得中頻

的清晰度大幅提升，徹底將聲音矇上一層霧氣的問題連根拔除。

此外，精確控制背波空氣容積狀況，也更能使喇叭在可聽聞的頻

率範圍內，保持較高音壓的鑑聽等級輸出而不至於有失誤的風

險。

即使是在深夜時分聆聽或是在錄音室進行樂曲段落間的分析檢

查，在無須加大音量的情形下，仍能表現最佳的低頻響應 - 如此

的特點，尤其是獲得家用音響愛好者和專業錄音室的一致好評。

“沒有其他任何科技可提供如此巨像的，充滿聆聽空間之豐富音頻表現”

PMC產品的設計特色在於其獨特的ATLTM

傳輸線式技術，可以提

供您超越其他一般 Hi-Fi 揚聲器的優異特性如下：

細節詳盡－

聲音表現非常自然，細節詳盡，彷彿音樂家就在您的房間為您

演奏。

音量飽滿－

音量足以涵蓋大範圍的區域，因此無論您坐在哪個位置，都可

以聽見每個細節。

完滿、豐富的聲音－

即使音量調小，低頻時仍然能夠聽到低音，非常適合夜晚聆聽。

可靠穩定－

所有的組件都經過專業測試，讓您安心享受聆聽音樂的樂趣。

易於驅動－

所使用的驅動單體能有效率的運作，因此大部分品質良好的擴

大機都能輕鬆推動PMC揚聲器。

ATLTM

基礎概說

理想的環繞搭配－

所有PMC揚聲器都經過相等的音調平衡處理，因此可以互相搭

配而創造出完美的環繞系統。

容易擺放－

幾乎在各種類型、大小的房間裡，PMC揚聲器都能有完美的聲

音表現。

舒服的感受－

所有PMC揚聲器都是在英國製造，並由一群熱愛音響的人以手

工方式完成。

誇耀－

您大可以向親朋好友誇耀自己擁有和Robbie Williams、Stevie 

Wonder、Brian May、Kraftwerk和Coldplay一樣的揚聲器。 

假如他們不相信，請他們上PMC網站：

www.pmc-sperkers.com，點選重要使用者名單去求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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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頻網路 - 內斂於音箱中的完美...

分頻網路的目的，是將從擴大機送出的輸出信號中，使最適合

的頻率分別傳送至揚聲器上每個最適合發出此頻率的驅動單

體；如果欲使揚聲器的性能發揮至極致，要求分頻網路需設

計至極其精密，是非常關鍵的元素。所有fact®
系列系列皆以

手工打造功能非常複雜的和匹配的分頻網路。結合他們以手工

製作的驅動單體，以達到24dB/每八度音階的斜率，這是必要

的，確保每個驅動器單體都是在其最佳頻率工作範圍內工作，

以達到整個房間的所播放的音樂音樂擁有足夠的功率控制能力

和優異平坦的頻率響應。

分頻網路的結構是以軍用級玻璃纖維電路板作為基礎，加上超

厚純銅箔所構成的線路，以確保在高電流下仍能穩定地傳送聲

音訊號而不受限制；在針對聲音有著關鍵影響之線路處，使用

SOLEN電容與手工繞製的的空芯電感，提供更多的透明度和更

完美的低頻表現。

所有組件都在經手工選擇，並通過徹底的試聽測試選定後，在

線路板上仔細的安置和進一步微調，此舉消除了任何零件之間

的電磁相互干擾的作用 - 完美的分頻網路供應最純淨的音樂信

號。

fact®
系列優秀的分頻網路設計，能夠使得fact®

系列擁有更

強大的驅動控制力和超低失真；這兩者聯手發揮，fact®
系列

得以重放出更為清晰和寬闊的音像，讓聆聽者擁有更廣泛的聆

聽區域，享受三維空間的立體音場。

巧妙地與聆聽空間合而為一 ...來自音樂愛好者最常見的問題之一，就是：這些揚聲器在我

的室內空間中能夠完美發揮嗎？在fact®
系列中，閣下所得到

的答案將會永遠是肯定的。

因著使用fact®
系列，以往複雜糾結在一起的如：音響器材本

身電子線路、連結線材的特性、及以上所提及有關房間聲響

學...等問題，現在都能迎刃而解。我們的設計團隊以優雅和有

效的方法，終結了這個以往一直惱人的問題。

安裝於堅固、經陽極髮線處理的背板上之音響發燒級開關，

得以合宜地修飾揚聲器的低頻以及高頻響應。這樣的微調

整，使得無論將fact®
系列揚聲器安置於任何一個聆聽空間，

並與任何訊源相連結，都能達到聲音重放的完美平衡。

高頻響應可調整之範圍

低頻響應可調整之範圍

fact.3 與 fact.8 之分頻網路 fact.12 之分頻網路



精選的零組件...

fact®
系列乃是PMC為了追求絕對清澈、通透聲音表現的一股熱情；在這樣的基礎上，所構建成就的產品。正如所有

的PMC設計：創新研究和技術開發，發揮了無比重要的功用。因此，與領先世界的設計夥伴合作，如挪威聲學工程專

家，SEAS；以及執世界牛耳的頂尖研究團隊，包括英國國家物理實驗室(NPL, 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NPL採用其

獨特的雷射聲光測繪技術，提供最精確的3D畫面，讓我們得以“看見”聲波如何從揚聲器輻射出去；以及當我們變動音箱、

驅動單體、和分頻網路的設計時，如何影響到我們的實際聽感。這些實驗結果已反饋到PMC的設計過程，以確保日後發表新

產品時，其性能及水準具有更高的精確度。

PMC 仍一如既往地，總是領先一步...

fact®
系列的純銀揚聲器連結端子

PMC特別為了fact®
系列，設計出一組非常特殊的揚聲器連結

端子；為了使音頻的傳輸具有絕對的透明度，fact®
系列使用

了純銀，來做為最理想的揚聲器連結端子。無論是使用4mm揚

聲器連結插頭，或是裸線與之連結，都可以確保完美無污點的

音頻訊號，自擴大機經由喇叭線連接到揚聲器。

當PMC在設計fact®
系列的分頻網路時，最初會計算出的電容

器所需的容抗值，然後會從許多不同的電容器製造商樣品中，

以對聲音表現最佳的原則，選擇出最適合的樣本。爾後在電容

器送達時，PMC依然對每個電容器加以測試，以確保它們的規

格和量測結果仍然保持與當初製造商所提供的樣品記錄相匹配

一致。在每對揚聲器中，PMC均使用具有相同規格和量測結果

的電容器，以確保每對相同型號的揚聲器在工作時，具有一致

性的聲音表現。

然後將這些電容器以手工定位、黏著和焊接到也經逐一單獨檢

查和測試的軍用級玻璃纖維電路板上。然後，這些分頻網路才

可以考慮被安裝至揚聲器內。但只有是在其性能特點通過以下

兩個關鍵審核：聽力測試和嚴格的電腦測量才行。

但不僅僅只是分頻網路中的電容器；每一只PMC fact®
系列揚

聲器的單一零組件，都是受到同樣嚴格的測試程序，確保每只

出廠的揚聲器都與我們最初製造，用來當作參考用之“標準”

揚聲器完全一致。



fact.12 厚實的中音單體

源自於PMC的歷史悠久的高檔軟球振膜中音單體，fact.12全新中音單體

的聲音表現絕對清澈通透的，採用了世界知名的PMC75三英吋旗艦級中

音單體的設計概念；研發出更緊緻的振膜直徑50mm，手工製作的全新

軟球振膜中音單體。使fact.12能夠傳送有如PMC旗艦級揚聲器相同的中

音品質，擁有擴散性佳、高能量控制力和超低失真率；全世界的音響發

燒友都將會為之側目。

fact.12 強勁而沉潛的低音單體

PMC專為fact.12，全新設計的超長衝程低音驅動單體，是完全聚焦致力於低頻的再現。它結合了強大的磁鐵組件，並在該磁鐵組

件的背板上設計有特殊刻紋，讓巨大的單體運動衝程保持線性，得以產生受良好控制的低頻響應。選用剛性極佳、重量極輕、並另

覆以特殊塗料的錐盆，以減少不必要的共振，增加其拉伸強度；並採用了具有疊層的懸邊，以進一步增加錐盆穩定性和耐用性。結

合PMC的ATLTM

(Advanced Transmission Line)先進傳輸線式設計和這只強大的驅動單體，在如此內容積大小的音箱，所產生出

這般具有敏捷性和深沉度的低頻量感，在揚聲器發展歷史上，是前所未見的。

驅動單體：

fact®
系列自然的高音單體

PMC一向將產品開發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 PMC與挪威單體製造

商，SEAS合作，為fact®
系列合作發展了全新的19mm SONOLEXTM

軟球

高音單體。它有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平滑頻率響應，因此也讓我們可以降

低高、(中)低音單體間之分頻點，如此一來便能充分提供一個更清晰的窗

口，讓您體驗原音錄製的真實感受和熱情。這只新的單體並具有一特殊的

擴散罩網，提供一個幾乎是全音像、全無壓縮的廣闊聲音舞台 - 立體聲和

環繞音響系統的完美體驗。

fact.3 與 fact.8 的中/低音單體

以手工打造的 fact.3 與 fact.8 的中/低音單體，是一個強有力的

原動力廠，使用新開發的，剛性極佳重量極輕的錐盆，非常適合

同時兼具快速反應和大動態延伸兩種音響特性，一覽音樂的細微

差別。

PMC的 ATLTM

(Advanced Transmission Line)先進傳輸線式設

計與驅動單體的完美結合，無論音量大或小，皆能產生極乾淨、

明確的和深沉的低音；以及極為生動，又不失細膩的中音，能讓

人聲具有十足的形體感。在感受小軍鼓攻擊的同時，您仍會因為

能夠感受到您最喜愛的歌手的每一次呼吸，而吃了一驚。



fact.8 規格：

頻率響應：28Hz~30kHz
靈敏度：88dB /1w/1m
ATL傳輸線長度：3M 

阻抗：8 Ohms
單體：fact 專屬之直徑140mm精密低音單體X2  

 fact 專屬之直徑19mm SONOLEXTM
內加磁液冷卻之軟球高音單體X1 

分頻點：2kHz
揚聲器訊號輸入端：二對4mm PMC純銀香蕉母座輸入連接端子

尺寸：高：1030mm+25mm腳釘

 寬：155mm+80mm外伸底座

 深：380mm+23mm純銀端子

重量：20.0kg /只

終極的純淨和優雅

紅橙胡桃木飾皮

正面 背面正面+面網

fact.3 規格：

頻率響應：35Hz~30kHz
靈敏度：89dB /1w/1m

ATL傳輸線長度：1.7M 

阻抗：8 Ohms
單體：fact 專屬之直徑140mm精密低音單體X2  

 fact 專屬之直徑19mm SONOLEXTM
內加磁液冷卻之軟球高音單體X1 

分頻點：1.7kHz
揚聲器訊號輸入端：二對4mm PMC純銀香蕉母座輸入連接端子

尺寸：高：535mm+25mm腳釘

 寬：155mm+80mm外伸底座

 深：300mm+23mm純銀端子

重量：9.5kg /只

本機型備有專用腳架可供選購

集精緻和透明度於一身

碳灰白楊木飾皮

正面 背面正面+面網



虎紋黑檀木飾皮

規模感。這正是fact.12為何加入到PMC的受人尊敬的fact®
系列內的真正原因，為聽眾提供更多的激情與力量，

且無論音壓大小，均能保留源有錄音的清晰度和動態範圍 - 從靜如耳語，到整場大型演奏的表演，閣下都能真正

感受到，且毫無保留。

全面性的規模感



fact.12 規格：

頻率響應：26Hz~30kHz

靈敏度：84dB /1w/1m

ATL傳輸線長度：3.3M 

阻抗：8 Ohms

單體：fact.12 專屬之直徑140mm超長衝程、並覆以特殊塗料的錐盆之精密低音單體X2  

 fact.12 專屬之直徑50mm內加磁液冷卻，外加鋁合金車削擴散板之軟球中音單體X1 

 fact 專屬之直徑19mm SONOLEXTM
內加磁液冷卻之軟球高音單體X1 

分頻點：400Hz & 4kHz

揚聲器訊號輸入端：三對4mm PMC純銀香蕉母座輸入連接端子

尺寸：高：1110mm+25mm腳釘

 寬：168mm+100mm外伸底座

 深：420mm+23mm純銀端子

重量：26.0kg /只

英國PMC LTD公司保留fact系列修改技術規格及組裝方式之權利。

正面 背面正面+面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