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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前言
文｜劉漢盛

2014年9月30日，我二度採

訪英國PMC（Professional 

Monitor Company）喇叭廠，

如果論起「音響論壇」的採訪，那總

共已經有四次採訪PMC工廠，包括

第一次的我，第二次的楊德宜，第三

次的書世豪，以及這次的我。既然已

經採訪過四次，我還能寫出什麼內

容？真的！請各位參考「音響論壇」

以前那幾次的採訪（142期、159期、

278期），大概就可以窺知全貌了。

不過，這次來當然會有跟以前不一樣

的內容，例如工廠雖然還在老地方，

但新設立了全球研發管理中心，距

離原工廠大約20英里的地方（依照行

車時間，我看40英里都不止），這個

新的全球研發管理中心簡直就好像一

個寧靜的度假中心一般，是以前沒有

的，當然要寫。

第二、這次瑩聲特別安排去牛津

附近的Bicester Outlet血拼，這也要記

上一筆，因為參加那麼多次原廠採

訪，很少有把血拼排入行程的，簡直

就是問心有愧啊！好像是來旅遊的。

這個Outlet如果跟日本、美國的規模相

比，其實並不大。但是，山不在高，

有仙則靈；折扣城不在大，要有名牌

而且是真正的折扣。Bicester不大，但

有真正的折扣，而且也有幾家名牌，

例如「八八里」、「酷奇」、「不拉

達」等等，折扣有五折的、有六折

的，如果您不在乎是過季商品，這裡

是值得來血拼的。難怪我們來時人潮

洶湧，跟許多名實不符的折扣城相差

很大。

第三、瑩聲特別安排我們看了一

場「悲慘世界」。這部膾炙人口的音

樂劇最早是1980年在巴黎首演，1985

年倫敦Barbican首演，後來就改編成

百老匯式音樂劇，在倫敦西區劇院演

出迄今。將近30年來依然大受歡迎，

跟「貓」、「歌劇魅影」、「西貢小

姐」一樣必看。我們的座位原本是67

英鎊，因為買團體票有折扣，變成48

英鎊。瑩聲特別安排我們當晚在倫敦

唐人街的旺記用晚餐，因為上演「悲

慘世界」的劇院就在旁邊而已。唐人

街附近有許多上演音樂劇的劇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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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您到倫敦時，不要忘了來唐人街吃

晚飯看音樂劇。看完音樂劇已經接近

十點半（七點半開演），遊覽車早

已回去休息，瑩聲又特別去買地鐵票

（每人四英鎊），帶我們坐地鐵回旅

館。從安排看音樂劇、事先在台灣訂

票、買地鐵票等等，都是瑩聲獨立完

成，真是「就甘心」啊！

如果說還有第四件事，那就是PMC

在採訪當天中午，安排我們在一個很

大的高爾夫球場莊園Luton Hoo吃中

飯，這也是以前沒有的經驗。這個大

莊園始建於15世紀，裡面大得嚇人，

遊覽車要開好久才到吃飯的餐廳。

我下車一看，竟然是義大利Andrea 

Palladio的典型建築，原來這位文藝復

興時期最重要的建築師的風格也影響

到英國。我一提到Palladio，PMC的人

馬上接口，說設計這棟建築的建築師

的確曾在義大利留學12年，所以才會

建造出典型的Palladio建築形式。

我要說的重點是，這棟建築在20世

紀時有二十幾年都是租給電影公司拍

片，餐廳牆上掛滿在此拍片的場景與

電影名稱，總之您肯定看過這裡的場

景。我們不是在那棟Palladio建築內吃

飯，而是在以前的馬廄改裝的餐廳。

那棟主建築在2007年10月1日重新開

幕，變成高爾夫旅館，交由Ritz旅館集

團管理（擁有者是Elite Hotels），共有

144個房間，很高級。如果您有機會來

此停留，不妨預定這家旅館。

老實說，這次瑩聲的P M C原廠

採訪時間只有一天，早上參觀倫

敦Metropolis錄音室，下午參觀Luton工

廠與全球總部，其他時間都是在交通

中度過。參觀過工廠的第二天，我們

還在倫敦市區觀光，又去了溫莎堡，

簡直就是觀光團。不過，限於篇幅，

我這次不寫觀光，只寫正題。由於相

關資料都已經寫過三次，到底要寫什

麼內容？難度其實很高。想了許久，

終於決定先寫PMC的先進傳輸線式

（Advanced Transmission Line）設計，

再來要說PMC很重要的中音單體製

造，接著說跟PMC擁有多年合作關係

的Metropolis錄音室，最後才是PMC工

廠與全球研發中心巡禮。對新讀者而

言，這樣的原廠採訪當然是新鮮的；

而對老讀者來說，您也看看這第四次

的PMC採訪有什麼跟以前不一樣的地

方。

牛津大學的古老人文氣氛濃厚，只要是文青，就會想來呼吸一口這裡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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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這裡就是牛津附近的Bicester Outlet，血拼的好地方，如果來牛津旅遊，一定不能錯過這個折扣中心。
02. 觀賞悲慘世界也是這次PMC原廠採訪的行程之一，可見代理商瑩聲是一家音樂氣息濃厚的業者。
03. 倫敦國家藝廊前面的藍色大公雞真是顯眼。這是德國女雕塑家Katharina Fritsch去年的作品，這隻大公雞的英文是Cock，男性都知道這個英文字
除了公雞之外還有另外一個男性都知道的意思，所以真是幽默。

04. 午後的溫沙堡悠閒得很。這個古堡是目前世界上有人正常居住的最大古堡，住的人就是目前的英國女王。英國女王為了增加收入，開放白金漢
宮給人參觀，自己則喜歡住在這裡。

05. 每次採訪PMC必來的倫敦Metropolis錄音室。
06. Luton Hoo莊園裡的Andrea Palladio建築風格旅館。
07. PMC工廠，2002年時遷入，我第一次來採訪時還沒搬過來。
08. PMC全球研發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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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到傳輸線式喇叭，就要回

到1965年，當時英國音響

專家A.R. Bailey在Wireless 

Wo r l d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A 

Non-resonant Loudspeaker Enclosure 

Design」，揭開傳輸線式喇叭的新

頁。理論上如果能不讓喇叭單體與箱

體產生自體共振，喇叭向下延伸能力

就可以打破密閉式與低音反射式箱體

的限制，往下延伸到設定的低頻。

雖然設計理論是Bailey所提出，但真

正把傳輸線式喇叭商業化的是John 

Wright（1939-1999），他跟IMF公司

合夥，專攻傳輸線式設計。後來IMF

的傳輸線式喇叭停產，John Wright自

己創立TDL公司，延續傳輸線式喇叭

的設計，最終TDL還是退出市場。

傳輸線式喇叭王者

在此我要提一下IMF，這可不是

國際貨幣基金會，而是美國音響專才

Irving M. "Bud" Fried （1920 - 2005）所

創立的音響公司，原本在美國進口一

些音響器材，後來也在英國成立分公

司，John Wright就是跟英國分公司合作

的，由他設計傳輸線式喇叭，掛IMF牌

子銷售。

Part 02/

PMC先進傳輸線式
文｜劉漢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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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L之後，把傳輸線式喇叭發揚光

大的就是PMC，當年在BBC擔任研發

工作的Peter Thomas跟朋友Adrian Loader

（1997年去世）在1990年創立PMC，

第一個創業作BB5就是採用傳輸線式

做法，也是第一對傳輸線式錄音室鑑

聽喇叭。P M C從那時開始就沒有離

開過傳輸線式設計迄今，雖然音響界

還是有少數其他傳輸線式喇叭品牌，

但P M C毫無疑問是其中最重要的，

也可說是傳輸線式喇叭之王。P M C

把他家的Transmission Line設計加上

Advanced，成為Advanced Transmission 

Line（ATL）先進傳輸線式。

結構與理論

在PMC全球總部內擺著二個大小喇

叭的解剖圖，讓人對於所謂Advanced 

Transmission Line一目了然。第一個圖

是二音路落地式，您可以看到傳輸線

式管道從中低音單體後面開始延伸，

越往後面管道越窄，而且佈滿吸音

棉。為何管道要越來越窄？這樣才能

產生足夠的壓力，讓單體背波從開口

處被「擠出來」。這種管道稱為四分

之一波長理論，也就是說，如果您想

得到一個低頻，就說是50Hz好了，光

靠外露那個中低音單體無法獲得這麼

低的頻率，所以就要設計一個管道，

這個管道只要有50Hz波長的四分之一

長度就夠了。50Hz的波長是大約6.8公

尺，四分之一長度就是1.7公尺，所以

管道長度就是1.7公尺。PMC的Fact.12

喇叭內部傳輸線管道長度3.3公尺，規

格標示能夠延伸到26Hz，這就是依照

四分之一波長理論來設計的。

其實，四分之一波長理論並非來自

音響界，而是樂器，只要是一端封閉

發聲，一端開口的管樂器都是採用類

似理論來設計的。管樂器的封閉端就

是吹氣管道端，您可以把嘴唇吹氣想

像成喇叭發聲。不同的是，管樂器的

封閉端小，管道由小漸大，一直到開

口處。而傳輸線式利用低音單體的背

波來達成傳輸線式的要求，採用的是

封閉端大，管道越來越小，一直到開

口處，做法跟管樂器剛好相反。

調校的秘訣

想要做好傳輸線式喇叭，第一個遭

遇的困難是喇叭單體，因為傳統低音反

射式與密閉式喇叭單體並不適合用在傳

輸線式上，傳輸線式單體需要更堅固的

振膜，所以必須訂做。這樣還不夠，更

困難的是打造一個由大漸小的密閉管

道，管道的長度、形狀、實際容積都會

影響到成敗，所以打造一個傳輸線式箱

這個標誌就是PMC的先進傳輸線式喇叭Logo。

Part 02 / PMC先進傳輸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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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成本比一般箱體高很多。

有了管道，還必須在管道內安置吸

音材料，因為這個管道所通過的聲波包

括中低頻、低頻，而假設我們想要的只

是50Hz或更低頻率，所以管道內必須

塞滿吸音棉，把不想要的頻率盡量去

除，通常至少都是去掉100Hz以上的頻

域，讓100Hz以下的頻域自然衰減，獲

得比較純淨的50Hz或更低的頻率。到

底要用什麼材料的吸音物質？吸音物質

要用多少？這也都關係到成敗。

理論上傳輸線式喇叭沒有什麼難

懂的理論，等於就是利用管道、吸音

材料與反射孔，讓低音單體與箱體不

會產生自體共振，放開往下延伸的限

制。但實際要獲得良好的效果卻非常

仰賴經驗。或許您會懷疑，光靠吸音

棉就能把不想要的100Hz以上頻域處

理掉嗎？其實傳輸線式理論說來容

易，真正實做時想要獲得精確的效果

非常不容易，所以很少喇叭廠家採

用。通常，傳輸線式如果設計不當，

會產生過多的中低頻域與真正低音單

體所發出的中低頻域重疊，使得中低

頻肥厚，此時低頻的暫態反應就會被

拖慢，低頻解析力也降低，低頻質感

不見，這就是過去傳輸線式喇叭的通

病。而PMC解決的這個問題，所以他

們的傳輸線式才會說是「先進」傳輸

線式。至於PMC是否真正解決傳統傳

輸線式低頻速度慢、解析力不佳、質

感不夠真實的問題呢？所有使用PMC

喇叭當作鑑聽喇叭的錄音室都可以作

見證。

成為頂尖的關鍵

還有一件事是音響迷所疑慮的，

那就是相位問題，從反射孔出來的更

低低頻相位能夠跟往前發射的低頻相

位一致嗎？我也問Peter Thomas這個問

題，他說其實低頻相位並沒有那麼重

要，尤其是100Hz以下的低頻，而PMC

傳輸線式的低頻設定得更低，即使相

位差個幾度，耳朵也聽不出來。當

然，想要讓傳輸線式獲得正確的低頻

相位，這就是PMC的拿手絕招，所以

才稱為「先進傳輸線式」啊！

如果您仔細觀察PMC喇叭，就會發

現他家的低音單體有平面式，也有錐

盆式呢？原來這是有分別的，如果箱

體比較小，想要得到足夠的低頻，就

要讓箱體的傳輸線內壓力更大。一旦

壓力更大，錐盆低音單體就無法如預

期般承受大功率，所以必須改為更強

固的平面振膜低音單體。

這就是二音路落地式喇叭的內部傳輸線式結構，開口在前方下邊。您可以發現裡面有吸音棉，而且傳輸線管道是從低音單體背後開始越來越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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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這也是二音路書架
型喇叭的傳輸線式

結構，開口在後方

上端。

02. MB2喇叭的內部傳
輸線式結構，MB2
開口在正面上方，

IB2開口在正面下
方。

03. 這是M B 2箱體，
裡面尚未填充吸音

棉，可以看到內中

管道隔板的做法。

04. 這是XBD超低音箱
體。

05. 從這個角度可以看
到傳輸線式管道內

部塞滿吸音棉。

06. 箱體裡面除了管道
隔板之外，還可看

到二側貼著黑色抑

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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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早驅 車 去 參 觀 倫 敦

的Metropolis錄音室，結

束後立刻上遊覽車，直

奔PMC工廠所在地Luton午餐。在

Luton Hoo莊園用過午餐，開車又是

一段時間才到達工廠。來英國這麼多

次，老實說印象深刻的並非風景，而

是塞車，只要是在倫敦附近的地區，

就說「方圓百里」好了，幾乎都會塞

車。倫敦市區就不用說了，外圍城市

也一樣塞車。尤其遇上圓環，這種原

本設計來舒緩車潮的大圓圈現在反成

了塞車的元兇之一，因為車流量實在

太多了。丹麥同樣喜歡用圓環，但因

為車流量少，所以圓環反而起了很好

的緩衝作用，讓車流順暢，不需要等

紅綠燈。總之，我的意思是，雖然用

餐的地方距離工廠不遠，都一樣位於

Luton，車程也沒花太多時間，但總

是讓人感覺會塞車。

PMC工廠自從2002年以後就沒有搬

遷，不過打算在3到5年內搬遷到全球

總部，將工廠與全球總部合在一起。

工廠外觀就是樸素到不行的磚造廠

房，以前連設計管理辦公部門都在這

裡，現在設計管理部門已經搬到新的

辦公室，稱為PMC全球總部，這裡只

剩下製造而已。

中音單體打頭陣

一踏進工廠，第一眼看到的竟然

是中音單體的製造部門。帶領我們參

觀工廠的Creative Director Keith Tonge

告訴我們，因為他們知道中音單體是

最重要的，所以完全自製，藉此掌控

品質，同時也做出別家沒有的中音單

體。目前軟凸盆中音單體的尺寸只有

二種，一種是50mm直徑，另一種則是

75mm直徑。50mm直徑者大多用在家

用系統，75mm直徑多用在錄音室鑑聽

喇叭系統中。至於高音單體與低音單

體，則是向別家訂購。PMC的中音單

體外表看起來像個大饅頭，是大型軟

Part 03/

PMC的軟凸盆中音單體
文｜劉漢盛

2014 PMC 原廠採訪     四探PMC，傳輸線式喇叭之王

音
響
論
壇

146 

音響論壇AudioArt



凸盆半球中音單體，而且外面還多了

一個金屬製造的淺號角導波器，其做

法跟英國另外一家製造鑑聽喇叭的ATC

中音單體老實說外觀很像，不過聲音

走向應該有所不同。

PMC的中音單體所採用的軟凸盆

並非絲織品，也非棉織品，而是麻

織品。為何要採用麻織品做為軟凸盆

材料呢？Keith Tonge說因為亞麻的纖

維比較長，適合做軟凸盆。當然，光

是亞麻做成軟凸盆是發揮不了作用

的，表面還要塗佈類似環氧樹酯類

的材料，讓軟凸盆表面產生一層薄薄

的「殼」，這樣才能當作中音單體。

Keith Tonge特別強調，這份工作一定要

熟手來做，因為塗佈均勻與否？塗佈

的量都會影響振膜的聲音表現。

小細節成就不凡

PMC的中音單體磁鐵總成中有一

個銅蓋子，那就是所謂的法拉第環，

我在DALI喇叭採訪那篇有做了詳細介

紹，法拉第環可以讓音圈在穩定的電

感量中工作，使得阻抗變化不會那麼

強烈，讓喇叭的阻抗變化對擴大機友

善些。除此之外也可降低渦流，讓音

圈在穩定的磁力線環境中工作。至於

用來前後夾住磁鐵的那二塊「餅」用

的是不銹鋼，表面鍍薄薄的鎳。而極

片（Pole Piece，磁鐵中央那個圓筒狀

金屬物）則是以純鐵鍍鎳製成。磁鐵

使用的是一般的鐵粉磁鐵。

比較特別的是中音單體的懸邊分

為內外二個，一般喇叭單體的懸邊只

有一個，但PMC的中音單體卻有內外

二層懸邊，而且更特別的是，那懸邊

竟然也是用亞麻做成，而非一般常見

的橡膠或泡棉。另外，這個中音單體

的連接線端有二組，一般喇叭只有一

組，這也是為了避免接線太硬阻礙振

膜振動，所以先接在一端固定，避免

影響振膜振動。

在這裡還有一個PMC中音單體的

秘密，那就是放在法拉第環上方的泡

棉，這個泡棉的位置剛好就是軟凸盆

覆蓋之後的背面，用來吸收中音單體

振膜背波之用。許多高音單體的振膜

背面有這種吸音棉，作用也是吸收

背波。您可不要以為振膜背波影響不

大，Keith說他們經過實驗，確定如果

拿掉這個吸音棉，中音單體不論是量

測的數據或實際聆聽起來，聲音都變

差了，所以這塊不起眼的泡棉對中音

單體而言是很重要的。

追求極致

PMC的中音單體有的還搭配一個淺

號角導波器，從側面看中音單體，那

個淺號角是用整塊鋁材做出來，外表

再做陽極處理。以前的中音單體淺號

角導波器是用二塊鋁材黏合的，可以

看到接縫，現在則改為一體成形，品

質更好，也更美觀。

PMC的中音單體還有一個特色，那

就是音圈直徑很大，磁鐵也很大，顯

然是可以承受大功率的，這是內行的

做法。中音單體等於就是喇叭的靈魂

了，一定要能夠承受大功率，否則聽

起來就容易壓縮，一旦失真，聽起來

就吵雜聒耳了。這個中音單體的音圈

筒是用玻璃纖維做的，繞線是銅製漆

包線，繞製時要先用一個金屬筒套繞

製，繞好之後整個送入烤爐中，以攝

氏240度烤40分鐘，拿出來完全冷卻之

後才可以使用。這種用金屬筒一起下

去烤，把音圈撐大撐緊的做法，另外

一家大廠也是如此做的。

↑圖中是音圈、還沒塗上環氧樹脂類材料的振膜，以及懸

邊。懸邊的材料跟振膜一樣，都是亞麻纖維織品。

←這是中音單體的各種零組件，在磁鐵上面有一個銅製的

蓋子，那就是所謂的法拉第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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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這個中音單體已經組裝完成，只差尚未裝上前方的淺號角導波器。
02. 這是完整的軟凸盆中音單體，前面加了鋁合金一體成形的淺號角導波器。
03. 振膜跟懸邊要先組裝好，才能上塗料，圖中是尚未上塗料的振膜，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亞麻編織品的紋理。
04. 這是背面，您可以看到音圈已經固定在振膜上。為了避免振膜負擔加重，振膜的連線並非直接跟音圈接觸，而是透過金屬圈左右二側的接線
端，這也是PMC的獨特設計。

05. 從這個角度可以將音圈看更清楚，音圈筒上有開孔幫助散熱。
06. 音圈筒以玻璃纖維材料製成，上面開孔散熱。
07. 這是更大的音圈，PMC軟凸盆中音單體分為50mm與75mm二種，圖中是75mm音圈。
08. 繞音圈時音圈筒內要塞一個金屬環，這個金屬環連音圈要送入烤爐，幫助音圈與音圈筒的固定。
09. Keith Tonge手上拿著尚未塗佈的振膜（左邊）與已經塗佈完成的振膜（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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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這罐東西就是用來塗佈振膜的液體，Keith Tonge說是類似環氧樹脂類的塗料。
11. Keith Tonge手指處就是振膜內層的懸邊。
12. 音圈黏合的位置剛好就在振膜與懸邊接合處。
13. 看到沒，亞麻織品懸邊內圈是跟振膜接合處，外圈則是跟金屬圓環接合處。
14. Keith Tonge手上拿的就是法拉第環，事實上是一個銅罩子。
15. 法拉第環罩在磁極（Pole Piece）上。
16. 磁鐵中心挖一個圓孔，圓孔處就是所謂的磁極。
17. 法拉第環上面安置一塊吸音棉，這塊吸音棉的位置就在振膜內部，負責吸收振膜的背波。
18. 工作人員正在組裝軟凸盆中音單體。由於組裝需要純熟技術，因此組裝中音單體的工作人員大多有了年紀。
19. 工作人員正在膠和音圈與振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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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4/

PMC喇叭與Metropolis錄音室
文｜劉漢盛

Me t r o p o l i s  R e c o r d i n g 

Studios是全歐洲最大的

獨立錄音室，成立於

1989年，他們的業務範圍不僅是錄

音，還有Mastering、Productions（包

括TV與MTV製作）以及Artist Services

（藝人服務）等等，可說提供與錄音

有關的完整服務。他們光是錄音間就

有A、B、C、E四間（以前有D，不

知道為何這次沒有介紹？），空間大

小不同、聲音特質不同，還附帶廚房

與私人休息室。Metropolis錄音室上

個世紀初是做為發電廠用，建於1901

年，發電給倫敦西區街上的電車使

用，所以名為Power House。可惜在

1920年就荒廢了，後來才被活化改建

為錄音室。裡面有四間錄音室，可以

從錄音混音到刻片完全一條鞭完成。

除了錄音之外還可以錄影，全歐洲最

暢銷前十名唱片有百分之六、七十都

是出自這裡，英國暢銷排行榜40名以

內的專輯中，至少有一半以上出自這

裡。為什麼我們會來這裡參觀？當然

是錄音室中用了錄音室裡面用了PMC

喇叭，包括BB5+XBD以及MB2+XBD

等。Metropolis錄音室從1993年開始採

用PMC的旗艦BB5迄今，雙方一直維

繫著良好的關係。至於除了Metropolis

之外還有多少重要錄音室採用PMC鑑

聽喇叭，列出來一長串，請您自己上

官網察看，此處略過。

優勢環境，眾星愛用

採訪PMC工廠的行程是從參觀倫

敦Metropolis Studio開始。由於以前

用作發電站，為了敦親睦鄰，避免

發電噪音與振動影響鄰居，因此牆

壁特厚，達1.5米，外界的低頻噪音

很難侵入。這比起倫敦多家錄音室

一直受到街上巴士與地底地鐵低頻

噪音干擾而言，簡直是太安靜了。

加上有ABCE等四間大錄音室，以及

混音間，使得許多大牌藝人都喜歡

來此錄音。包包括Queen、 Michael 

Jackson、 Lady Gaga、The Rolling 

Stones、 Amy Winehouse、U2、Will.

I.Am、The Stone Roses、 Rihanna、The 

Verve、Mark Ronson、One Direction、 

Adele、The Clash、Maroon 5、 The 

Cure、Madonna、Justin Bieber、Lana 

D e l  R e y等等太多藝人都在這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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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Led Zeppelin 2014專輯復刻也在

這裡完成。除了藝人的專輯之外，

許多電影音效也在這裡混音完成或

做Mastering，如我們很熟悉的「飢餓

遊戲：自由幻夢1」等。想想看那些

勁爆的電影音效是用PMC喇叭混音而

成，您可以想像PMC喇叭有多耐操？

不僅如此，在CES展覽時，DTS的音效

示範也喜歡跟PMC合作，2015年CES

時，AURO 3D準備示範音效，採用的

也是PMC喇叭。毫無疑問，PMC喇叭

也是少數能夠二聲道、電影音效雙棲

的喇叭。

我們從Studio A開始看起，這裡面

有一架義大利Fazioli名琴，這是錄音

室以前應Queen合唱團要求，買來給他

們用的。聽到是Queen彈過的名琴，古

碟太座不禁手癢，徵得同意後當場獻

藝，博得滿堂彩。有這樣的老婆真是

太幸福了。

頂級器材，成就經典

在錄音室裡，看到Yamaha NS-10M

的中低音單體？難道有玄機，我馬上

提問，果然是有玄機。原來這是當

年Michael Jackson的錄音師在錄音時

所發明的。在錄製腳踩大鼓時，除了

正常麥克風之外，還把這個低音單體

靠近鼓皮，讓鼓皮的震波去驅動低音

單體振膜，等於是把低音單體的振膜

當作麥克風振膜，拾取鼓皮的低頻震

波，然後把震波混入原來的腳踩大鼓

麥克風中，藉此創造出更低沈的腳踩

大鼓鼓聲。

在另外一間錄音室中，看到大鑑聽

喇叭採用Genelec 1035A，電視旁的小

喇叭則是PMC Two Two.5，近音場鑑聽

喇叭還是Yamaha NS-10M，此外竟然還

有ELAC小喇叭。Metropolis錄音室裡面

的各種錄音器材很昂貴，光是一台類

比的72軌SS4900就要價50-100萬英鎊之

間，視配備而有不同。

Studio E是專門用來做多聲道混音

用，裡面用的是PMC BB5+XBD當作

左右聲道，中聲道也用了BB5+XBD中

聲道，環繞聲道用一對MB2，組成5聲

道。為何沒有超低音呢？錄音師認為

沒有必要，因為BB5+XBD已經足以再

生平坦的20Hz頻段，對各種音樂而言

已經足夠了。

Metropolis錄音室的外觀，想想英國人早在1901年就把發電站建成這種典雅外觀，我們台灣的許多公共建築真是慚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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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當年發電站內部。
02. 現在錄音室內部。
03. 從底下往上拍，這發電站內裝還改得真有味道。
04. 這部就是當年給Queen合唱團使用的Fazioli鋼琴，彈琴的是古碟唱片老闆娘，看來林老闆真的太幸福了。
05. Yamaha NS-10M喇叭的低音單體被拆出來，做為提升腳踩大鼓音效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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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BB5/BXD拿來當做環繞的左右聲道與中聲道，這樣的陣仗有誰享受過呢？
07. PMC DB1喇叭在此用作近音場鑑聽喇叭。
08. BB5/XBD當做左中右三聲道之後，已經不需要再另外加超低音喇叭，因為XBD就足以當做超低音喇叭了。錄音台上的小喇叭是PMC Two Two.5
主動式鑑聽喇叭。

09. PMC MB2喇叭被倒吊起來，當做環繞聲道。
10. 這裡又是整套的PMC MB2 S/XBDA，請注意看藏在櫃子裡的中聲道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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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5/

PMC工廠與全球總部巡禮
文｜劉漢盛

我
們都知道，PMC在1990年

由Peter Thomas與 Adrian 

Loader 二位所創立，創

立之前Peter Thomas在BBC做研發工

作，而Adrian Loader則是比他更早離

職的同事，當時因為BBC的政策是不

能跟員工買產品，為了把研發出來

的喇叭賣給BBC，Peter Thomas只好

離職另創公司，這才有了PMC的誕

生。Peter Thomas負責研發，而Adrian 

Loader則負責產品推廣行銷，當年

Loader風塵僕僕往來大西洋二岸，

在各大著名錄音室推銷PMC BB5鑑

聽喇叭，可說是PMC站穩腳步的重

要功臣。可惜Loader在1997年就英年

早逝，剩下Thomas獨撐大局。創業

第一個作品就是旗艦BB5，所謂5就

是改良到第五代才推出，所以稱為

BB5，而「BB」就是Big Box。

樸實態度

第一對產品就是賣給 B B C，

1993年又賣給歐洲最重要的獨立錄

音室M e t r o p o l i s，很快就拓展到歐

美各地重要錄音室。與別家不同的

是，PMC這二十幾年來，從來沒有推

出過超越BB5的喇叭，對這件事我問

了Thomas，他說BB5已經足夠讓用家

在家裡聽任何音樂，如果覺得低頻還

要更強更低，頂多加個超低音XBD絕

對就夠了，不需要四件式。從這樣的

說法中，可以窺知PMC是一家實事求

是的喇叭廠，根本不想嘩眾取寵。而

他家的中音單體也從那時到現在，除

了內部不斷提升性能之外，大原則都

沒變。

從創立迄今，PMC已經換過幾次

廠房，這次採訪的廠房從2002年遷入

之後就一直沒搬遷了。廠房是樸素的

磚造建築，中音單體的生產、分音器

的製造，以及喇叭的組裝都在此處。

我們在午餐過後來到工廠，先是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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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音單體的製造與分音器，接著就是

看到喇叭的組裝。PMC的喇叭箱體委

外製造，在工廠中只做組裝與測試工

作。由於時間緊迫，加上已經報導多

次，所以很快就看完喇叭的組裝。

毫無壓力的全球總部

匆匆看過PMC工廠，我們馬上驅車

前往新的全球總部研發管理中心，這

才是此行的重點，因為我們一行人都

還沒有參觀過。說是距離工廠只有20

英里，但我們開車卻感覺起碼也二倍

以上的路程，因為我估計花了有四十

分鐘車程吧？工廠所在地是Luton，我

們吃午餐的那間Luton Hoo莊園旅館也

是在Luton，不過PMC新的研發管理

中心（官方名稱是PMC全球總部）卻

是在Biggleswade，Beddfordshire。當

大型遊覽車轉入鄉間小徑時，二旁大

樹枝葉擦著車體，很難相信這裡竟然

有PMC的全球總部。沒多久，就看到

一棟獨立建築矗立在廣大的草地與樹

林中，建築上還爬滿長春藤，這哪裡

是全球總部？簡直就是度假別墅啊！

一進門就給人溫馨的感覺，辦公室

在樓上樓下都有，共計有會議室、研

發室、無響室、聆聽室、以及工作人

員的辦公室等等。一樓牆上掛著許多

雜誌，封面上當然都是PMC喇叭，此

外就是各雜誌的獎牌，「音響論壇」

也是其中之一。從全球總部室內的裝

潢格局來看，以前這棟房子不像是個

辦公室，倒是比較像有錢人家的鄉村

別墅。

硬底子的家族

在室內一角看到PMC獲得的Emmy 

Award，表彰他們對於錄音工業的貢

獻。貢獻什麼？當然是提供錄音室傑

出的鑑聽喇叭啊！PMC第一對喇叭BB5

一直到現在都還是BBC、Metropolis，

以及諸多（太多了）錄音室喜歡使用

的鑑聽喇叭，台灣的錄音室也有使用

BB5+XBD者（洋活錄音室）。

總部分樓上樓下二層，分隔許多房

間，包括Peter Thomas的辦公室、各部

門辦公室、研發中心（由Peter Thomas

的兒子Oliver領導）等等。在總部內有

還一間小小無響室，Oliver告訴我們，

這個無響室只能測300Hz以上的頻域，

如果想要測更低頻域，就要到他們合

作的NPL國家物理實驗室去，那裡除

了有大型無響室之外，還有各種測試

儀器，包括雷射量測儀器等等。您知

道Oliver Thomas的專業背景嗎？晚餐時

我問了他父親Peter Thomas，他說Oliver

畢業於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2007-

2011），在此之前就讀Long Road 

Sixth Form College Cambridge（2004-

2 0 0 6），2 0 0 6年到2 0 0 9年之間就

在PMC研發部門打工，顯然當時Peter

就已經開始培養接班了。回來PMC之

前在Red Bull Technology擔任Electronics 

Hardware Engineer（2009-2011年間）

哇！鼎鼎大名的紅牛一級方程式賽車

車隊的研發中心，顯然Oliver是有實力

的。2012年Oliver就又回到PMC，擔任

研發部門經理迄今。

以下，就讓我以圖片帶領大家參

觀PMC的工廠，以及全球總部研發中

心吧！

01. 樸素的磚造廠房就是PMC從2002年以來的製造基地。
02. 這是全球總部，也是研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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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這是PMC BB5頂級喇叭的分音器（三音路），上面有空芯電感，也有鐵芯電感，有Solen電容，也有其他牌子電容。Creative Director Keith 
Tonge告訴我們，這些不同廠牌與不同種類都是為了實際聲音表現而做的選擇，而非為了節省成本。與許多Hi End喇叭廠強調分音器不使用印刷
電路板，而是點對點直焊，PMC卻大剌剌的採用印刷電路板。為什麼？請注意看印刷電路板上的銅箔是很寬的，PMC不是不明白點對點直焊的
好處，但還是堅持使用印刷電路板，肯定有他的想法在內。

04. 這是PMC Fact.12喇叭的分音器。Fact共有三型喇叭，書架型的是Fact.3，再來是二音路三單體的落地型Fact.8，最大的則是三音路四單體的
Fact.12。分頻點設在400Hz與4kHz。

05. 請注意看，Fact.12分音器印刷電路板二邊都有零件，Keith Tonge說這樣可以縮短音樂訊號路徑。
06. 這些都是PMC Twenty系列不同型號的分音器電路板。Twenty系列是PMC慶祝20週年所推出的系列喇叭，由小到大分別是21、22、23、24、26
與C中央聲道。

07. 這是20.21書架型喇叭的分音器。
08. 這是20.23落地式喇叭的分音器。21跟23都是二音路，但就因為箱體大小不同，因此分音器的設計也有差異。
09. 這些是BB5、MB2等的分音器電路板。
10. 工作人員正在焊分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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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工廠裡擺滿各種成品與半成
品。

12. 這就是喇叭組裝工作台。
13. SE系列正在組裝中。
14. MB2的箱體，面板可真厚。
15. 這是BB5的背面。
16. MB2se的箱體。
17. 這整排躺著的箱體，很難判
斷是20.23或20.24，要看中低
音單體大小才知。20.23用的
是140mm中低音單體，20.24
用的是170mm中低音單體。

18. 箱內配線有夠粗的，這也是
好聲所必須的「細節」。

19. 20.26也有黑色鋼琴烤漆版。
20. 20.22也有黑色鋼琴烤漆版。
21. 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到箱內
的板子竟然也有貼皮，據說

是這樣能夠防潮，這種罕見

作法可見PMC很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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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這是Fact.12的背面，從工作台上那麼多的箱體來看，Fact.12是目前的暢銷品。
23. 這些是書架型Fact.3，可不要小看書架型，它採用一個19mm Sonomex高音單體，二個140mm中低音單體，頻寬可達35Hz-30kHz。
24. 這是PMC最新推出的QB1-A主動式鑑聽喇叭，我們去時PMC要求我們先不要曝光，他們要在十月中統一公開，所以在網路上我就沒po這對喇
叭。它採用34mm高音單體、75mm中音單體，以及四支250mm碳纖維/Nomex振膜，頻寬20Hz-25kHz。這是PMC劃時代作品，內建DSP，負責
等化分頻等功能，可接受類比訊號與數位訊號（192kHz），內建D類擴大機總輸出功率4,825瓦，最大音壓132dB，真的會震死人。您可不要以
為這是小喇叭，他一支重達150公斤。

25. 這是PMC自家設計生產的QB1-A的DSP與擴大機，驅動高音單體的是275瓦，驅動中音單體的是500瓦，驅動那四個低音單體的是4,000瓦，類
比與數位訊號都可直入。

26. 工廠內組裝好的喇叭都要經過測試這關。
27. 架子上這些都是喇叭的開發Reference機，所有生產的喇叭都要跟這個Reference喇叭做比對，這樣才知道有沒有做偏了。
28. 這是BB5的Reference喇叭。
29. 從DB1S箱體的深度中，我們就可知傳輸線式箱體的製造有多困難，用目前的價格買到PMC喇叭實在是太有福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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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這是MB2與IB2，用這二對喇叭聽大部分音樂都已經足夠了。
31. 這是MB2箱體裡面傳輸線管道的吸音棉。
32. 從這個角度再看一次MB2內部。
33. 工廠內的工作人員正在工作中。
34. 這位人員正在做主動式分音器的線路。
35. 這是主動式電子分音器的一部份。
36. 一小塊路標，告訴您PMC全球總部快到了。
37. 這就是PMC全球總部，簡直就跟鄉間別墅沒二樣。
38. 全球總部正門上有PMC招牌。
39. 一樓進門處往內看。
40. 一樓的房間內，這可能是會議室吧？
41. 一樓牆上掛滿各雜誌的封面，啊！竟然沒有「音響論壇」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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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不過這裡有「音響論壇」所頒發的年度風雲器材獎牌。
43. 這是Peter Thomas的工作室。空間不大，牆角特別用架子做起來，上面放滿厚厚的吸音棉，為的就是要吸收牆角的強烈中低頻駐波。請注意看
側牆還掛有吸音板。

44. 往二樓樓梯旁一角。
45. 樓上別有洞天。
46. 樓上一間聆聽室，用的喇叭是Fact.12。
47. 聆聽室天花板用的是跟「音響論壇」試聽室一樣的RPG Skyline擴散器。
48. 桌上用的近音場鑑聽喇叭是Two Two.5，Two Two系列共有.5、.6、.8三型，設計原理一樣，採用的低音單體尺寸不同。
49. 這個門進去就是最重要的研發中心。
50. 研發中心裡面收拾得還真乾淨，看起來不像平日工作那樣凌亂，應該是為了我們而刻意收拾整齊了。
51. 這位帥哥就是Oliver Thomas，創始者Peter的兒子，他現在主掌研發部門。
52. 這是小無響室，只能測300Hz以上的頻率響應，更低就要靠軟體運算，或送到英國國家物理實驗室去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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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小無響室裡面使用的測試儀器。
54. 這張測試圖所測試的是喇叭靈敏度，使用的儀器是德國Klippel。
55. 小無響室內使用測試麥克風。
56. 辦公室一角。
57. 辦公室一角。
58. 辦公室一角。
59. 辦公室一角。
60. Thomas父子二人正在解釋Fact.12喇叭的設計精髓。
61. 牆角櫃子裡擺著Emmy Award獎牌，以及「音響論壇」的獎牌。
62. Head of Sales & Marketing Mike Picanza跟Oliver Thomas在像我們解釋Fact.12的低音單體。我們很期待能夠聽聽Fact.12的聲音，但他們說了半天
竟然沒讓我們聽。

63. 從二樓往外看，這樣的工作環境夠清靜吧！
64. Peter Thomas的辦公室，簡單樸素，沒刻意裝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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