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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來串流音樂當道，許多音

響大廠紛紛都推出相關器

材，不過若仔細觀察會發現，大部

分串流器材都還是得連接實體網路

線，且近年來在國外正夯的智慧語

音助理功能，提供支援的器材也是

寥寥可數，大部分提供此功能的產

品還都是主動式無線喇叭。而一直

走在時代前端的英國廠牌Cyrus，這

次為我們帶來了ONE Cast，這部綜

合擴大機不僅能聽串流，還搭載了

Wi-Fi、支援智慧語音助理功能。

資深的發燒友可能會覺得ONE 

C a s t這個型號似曾相似，沒

錯，C y r u s其實過去就曾推出

過ONE、ONE HD等型號，ONE

系列器材在市場上受到不少用家

推崇，而這台ONE Cast可視為是

該系列的最新力作，它最大的特

點在於結合Chromecast技術，且

能支援市面上包括Alexa、Google 

Assistant，以及Siri在內的3種主流智

慧語音助理功能。

透過Wi-Fi聽串流，又潮又便
利

綜觀市場上的串流器材，大多

需要連接RJ45網路線才可使用，不

過如此一來無論是器材擺位，或是

線材的選擇等問題，對大多數用家

來說都沒這麼好排除。或許是注意

到這點，Cyrus原廠所研發的ONE 

Cast才會主打以Wi-Fi、藍牙技術傳

輸，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無線

訊號的穩定度、傳輸速率已有顯著

提升，因此若想要提供更高品質的

無線體驗，以現代技術來說可是相

當有餘裕的。

為了讓ONE Cast能夠透過Wi-Fi

使用，Cyrus原廠特別在它身上搭

載Chromecast功能。只要使用環境

內有Wi-Fi可供連線，無論Apple、

Android系統用家都能輕鬆以手機、

平板等行動裝置進行操作；前者可

透過AirPlay2進行，後者則可透過

Chromecast使用。使用時能操作的

串流服務相當豐富，例如Spotify、

Apple Music，以及Tidal等平台都能

自在播放，串流功能相當強大。

回過頭來看，ONE Cast的外觀跟

過往的ONE、ONE HD雷同，機身

同樣為經典的長方形設計，此設計

可說是Cyrus廠牌經典代表。接著看

到ONE Cast的前面板，同樣配置了

Cyrus
ONE Cast
用Wi-Fi就能聽串流，
性價比超高的英系綜擴

文╱陳彥驊

Cyrus近期推出最新款串流綜合擴大機ONE Cast，這部綜擴最大的特點就是能透
過Wi-Fi形式直接連接上網、播放串流平台的內容。ONE Cast採用該廠牌獨家設
計的D類放大電路，具備相當出色的控制力，而且還有英系暖厚的聲底，即使整
天聽下來也依然享受。此外，這部ONE Cast還可連接多元訊源，無論數位、類
比，甚至還有黑膠唱頭放大，完全可以當作家庭影音娛樂中樞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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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經典的超大旋鈕設計，並搭配相

當亮眼的LED燈光，當切換訊源、音

量時，能夠感受到相當氣派的視覺

變化。前面板下方，還有電源以及

6.3mm耳機端子。

訊源非常多元，電路設計超強
大

在ONE Cast的背板，則可看到

與ONE HD最大的不同，就是將喇

叭端子配置從Bi-Amp設計改為一

般喇叭端子設計，但這絲毫不影響

它強大的性能。仔細看背板，會發

現它搭載數位光纖、數位同軸、

USB，以及帶ARC功能的HDMI端

子，透過這個HDMI端子，用家能夠

輕鬆連接電視使用，無論打電玩、

追劇看電影都能體驗高品質的Hi-Fi

影音表現。

類比輸入方面，ONE Cast還搭載

1組RCA輸入、1組MM黑膠唱頭放

大，看到這裡您就能了解，這部綜

合擴大機的訊源實在相當多元，基

本上完全能當作家庭影音娛樂中樞

使用。而在輸出方面，它則搭載1組

前級輸出，如果想搭配更強大的後

級來使用也是完全沒問題。多元的

輸入、輸出，都讓這部ONE Cast堪

稱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超高性

價比綜擴。

看完了訊源介紹，接著要看看

Cyrus的硬底子設計實力。這部ONE 

Cast搭載第四代混合式D類放大電路

設計，每聲道能夠輸出100瓦的功率

（8歐姆時）。如果將ONE Cast的機

身頂板拆下來看，會發現它配置了1

個原廠特別訂製的超大尺寸環形變壓

器，總電流輸出高達72V，搭配總數

6顆、每顆3,300μF的濾波電容。

要知道，同功率線路的D類放大

電路之電力使用效率與AB類擴大機

相比，可是能減少將近三分之一的

喔！因此搭載將近2萬μF濾波電容

的電路設計，讓ONE Cast有了更游

刃有餘的控制力。另外，常常被當

作附屬的耳機輸出電路，Cyrus原廠

也特別採用AB類架構設計，假如您

以耳機進行聆聽，會發現其實這部

綜擴推得還不錯喔。

可聽高解析訊源，操作簡單易
上手

數位類比轉換方面，ONE Cast採

用ESS的32Bit DAC晶片為核心，為

重要特點

● 可透過Wi-Fi聽串流，極便利好操作
● 採用第四代混合式D類放大電路設計
● 搭載ESS 32Bit解碼晶片，能播高解析訊源
● 可連HDMI（ARC），傳輸極致影音體驗
● 具備獨家的SID技術，並自動調節最適輸出
● 內建MM黑膠唱頭放大，類比訊源也好聽
● 英系暖厚聲底，低頻穩健、控制力出色
● Cyrus廠牌經典外觀，永不退流行

原廠公布規格

●型式：無線串流擴大機●輸出功率：D類 2×100W（8Ω@0.1% THD+N）●耳擴類型：AB類●DAC晶片：ESS 32Bit解碼晶片●支援音訊
規格：PCM 32bit/192kHz、DSD 128●輸入端子：USB、S/PDIF、光纖、HDMI（ARC）、MM唱頭放大、RCA●輸出端子：RCA前級輸出、
6.3mm耳機輸出●尺寸（W.H.D）：220×85×390mm●重量：5.6kg●參考售價：59,900元（前30台再送Google Nest Mini）／ONE Cast + 
ONE Linear套裝組合價69,900元（加贈The CHORD Co. Rumour 2鍍銀喇叭線5m/價值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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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是哪一款晶片，筆者特別與

代理商求證過，它所搭載的DAC

晶片與ONE HD相同，型號為ESS 

ES9018K2M，搭配原廠特別設置的

升頻晶片，最高能夠支援解碼PCM 

32bit/192kHz、DSD 128規格之高

解析音檔，基本上已能夠播放各大

串流平台、或是用家NAS裡的無損

與高解析音檔。

除了前述的電路設計，這台ONE 

Cast也與ONE HD相同，搭載Cyrus

獨家的SID（Speaker Impedance 

Detection）技術。透過這項原廠獨

家研發的SID技術，擴大機將會偵

測喇叭的阻抗，並自動調節擴大機

的輸出，以使兩者達到最佳的搭配

狀態。有了這項設計，用家並不太

需要操心擴大機推不推得動這個問

題，只要仔細考量聲音的風格是不

是符合自己的胃口。

本次評測，代理商瑩聲還特別

送來同樣由C y r u s出品的書架喇

叭ONE Linear，以及The CHORD 

Co. Rumour 2鍍銀喇叭線，還有

Google Nest Mini無線喇叭等器材

讓筆者進行搭配，不過為測試ONE 

Cast的極限，筆者還搭配了本刊標準

器材Pioneer S-1EX，訊源則採用串

流平台提供的高解析、無損音檔。實

際使用這部綜擴時，由於筆者主要系

統是Apple，因此甚至不用額外下載

應用程式，只需要連接上同一個網域

即可進行播放，實在是非常方便。

若您的手機為Android系統，筆

者建議下載Google Home應用程

式，當安裝完成後，同樣只要手

機、平板等行動裝置與ONE Cast

位於同一Wi-F i網域裡，便能夠輕

鬆進行連動設定。設定過程也非常

簡單，只要照著Google Home的指

引操作即可，當設定成功後，您便

會聽見提示音，此時便可透過應用

↑ Cyrus ONE Cast的外觀跟過往的ONE、ONE HD雷

同，機身同樣為經典的長方形設計，前面板同樣配置了2個

經典的超大旋鈕設計，左側為訊源調節鈕、右側則為音量

調節鈕，兩者皆搭配亮眼奪目的LED燈光，當切換訊源、

音量時，能夠感受到相當氣派的視覺變化。值得注意的

是，在音量旋鈕下方還有1個6.3mm耳機孔，讓用家即使用

耳機聆聽也能輕鬆搭配。

↑ Cyrus ONE Cast的背板，搭載1組喇叭端子設計，還有數

位光纖、數位同軸、USB，以及帶ARC功能的HDMI孔位；

透過這個HDMI端子，用家能夠輕鬆連接電視使用，無論打

電玩、追劇看電影都能體驗高品質的Hi-Fi影音表現。類比輸

入方面，可以看到它搭載1組RCA輸入、1組MM黑膠唱頭放

大，完全能當作家庭影音娛樂中樞使用。

← Cyrus ONE Cast搭載第四代混合式D類放大電路設計，每聲道能

夠輸出100瓦的功率（8歐姆時）。其機箱內部配置了1個原廠特別

訂製的超大尺寸環形變壓器，總電流輸出高達72V，搭配總數6顆、

每顆3,300μF的濾波電容，將近2萬μF濾波電容的電路設計，使

它具備更游刃有餘的控制力。此外，經常被當作附屬的耳機輸出電

路，也特別採AB類架構設計，同樣有不俗表現。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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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的選單進行設定，行動裝置裡

的串流平台如Tidal、Spotify，以及

KKBOX等，也能夠直接無線播放。

下盤穩健、控制力相當出色
實際聆聽，ONE Cast的特色在

一開聲便立即凸顯出來，它有著相

當紮實、龐大的低頻，整體聲音走

向偏暖、厚，具備相近於以往英系

綜擴的一貫美聲走向。例如在聆聽

「Songs of Comfort & Hope」這

張專輯時，豐富的低頻細節讓人能

夠聽到綿厚又溫暖的大提琴，凝聚

而浮凸的琴弦線條相當滑順悅耳。

搭配同樣形體明確、珠粒分明的鋼

琴，呈現出非常動人、耐聽的畫面

感。

由於ONE Cast的聲底較厚，推

測聽節奏感較明顯的曲目時，表

現應該相當值得期待，所以筆者

接著聆聽Thierry Maillard的「Trio 

Ballades」專輯，打擊樂與鋼琴、

提琴間的距離很明確，呈現出相當

好的層次感，套鼓的躍動感讓曲目

有更為活潑、多樣化的轉折，由於

喇叭屬於較解析的走向，與擴大機

間彼此互補，呈現既暖又有明顯線

條、豐富細節量感的表現。

當在聆聽「C h a r l e s I v e s： 

Complete Symphonies」這張室內

樂演奏專輯時，能夠聽見各種樂器

明確分散於畫面各處，不過各自都

仍有十分凝聚的形體，例如小提琴

的線條滑順悅耳、銅管厚實飽滿、

大鼓咚咚聲份量很足，這些樂器鮮

明而浮凸的畫面，實在是悅耳好

聽。若拿ONE Cast來聽人聲，則可

聽見較為透明的形體，不過仍能表

現出相當不錯的細節，讓人聽得見

歌手轉音、換氣等細微技巧。

例如聆聽回聲樂團「處女秀 

Live」專輯時，可以聽見主唱吳柏蒼

使用轉音時的微小細節，由於中頻

細節量感相當好，所以人聲有著非

常自然的真實感。配上急速刷弦的

電吉他、電貝斯，以及快速敲擊的

爵士鼓等不同樂器，都讓曲目更豐

富、活潑。且因為這張專輯是製作

成現場LIVE的形式，樂器間的距離

也相當明確，無論縱深、寬闊度都

相當好，再加上群眾喧嘩聲，營造

出令人驚豔的舞台效果。

總結來說，這部ONE Cast既

能以Wi-Fi、藍牙無線連接，也能

透過USB、數位光纖，以及數位

同軸，甚至黑膠MM唱頭放大也包

辦，基本上所有能連接的訊源都難

不倒它，再加上它支援多款智慧語

音助理的強大功能，實在非常適合

拿來擔綱居家影音娛樂中樞。更重

要的是，ONE Cast暖厚聲底頗有典

型英倫美聲的風範，非常適合追求

發燒級娛樂體驗的用家，是款非常

值得推薦的好綜擴。

進口代理│瑩聲 02-2805-3569

← 本次評測，代理商瑩聲還特別送來同樣由

Cyrus出品的書架喇叭ONE Linear，以及The 

CHORD Co. Rumour 2鍍銀喇叭線，還有

Google Nest Mini無線喇叭等器材讓筆者進行

搭配。由於ONE Cast的聲音屬於較厚、暖的風

格，因此搭配較為解析的ONE Linear兩者間能

互補，並呈現相當平衡的聲音走向。現在購買

成套組合代理商還有提供限量優惠價喔，這麼

好康的事可別錯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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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軟體

1.  Songs of Comfort & Hope

2. Thierry Maillard-Trio Ballades

3. 回聲樂團-處女秀 L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