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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C
twenty．sub
低音既厚又快，極低頻能向下延伸至22Hz
主動式超低音喇叭   文╱陸怡昶   攝影╱方圓．李春廷

愛看電影 器材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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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動式超低音喇叭賣10萬元以上就算

是高價位製品了，通常這個等級的

製品都是體型碩大，但是這回我拿到的這

款超低音喇叭卻不是，它憑甚麼賣這個價

錢？只因為它是英國專業名廠PMC的製品

嗎？對啊，就因為它是PMC、所以沒有必

要把箱體做得那麼大，絕大多數的喇叭和

主動式超低音都是採取密閉式或低音反射

式箱體結構，必須有「夠大的箱內容積」

才能夠使低頻下段向下延伸到更低的頻

率，但PMC卻不是，他家最出名的「招牌

菜」就是ATL（先進傳輸線式結構），所

謂的「傳輸線」指的是在單體後方作成

「折疊在喇叭箱體之中的管路」，管路的

長度大約是設計者想要喇叭再生最低頻率

「波長的四分之一」，利用喇叭單體的背

波、通過這條管路，就可以補足最低端的

響應與能量，因此設計者若要讓喇叭延伸

到更低的頻率，就要把「傳輸線」做得更

長，這就是為什麼PMC喇叭總是比相近體

積製品能延伸到更低頻率的緣故。

傳輸線式結構的優勢

傳輸線式結構理論說來簡單、製作卻

極其困難，除了要在箱體內部用隔板造一

條管路、比傳統音箱費工以外，阻尼材料

的材質、使用在何處、要使用多少阻尼材

料，管路從前端到出口各部的截面積要怎

麼改變，這些因素都會直接影響到傳輸線

式喇叭的低頻響應和暫態反應，用在傳輸

線式結構的單體還必須是特製品，這些條

件都使得大多數廠商不敢貿然製作傳輸線

式喇叭，因為不斷地試作、試聽、儀測、

砍掉重練⋯⋯實在太曠日費時，而且還未

必能做出成功的製品，唯有PMC還在繼續

堅持。

什麼理由能讓PMC堅持用傳輸線結

構？因為這種結構的最強項在於50Hz以

下的再生能力（響度高），箱體的諧振

低、音染也低，與大多數低頻向下延伸

能力相近的喇叭相較箱體相對較小，這些

都是傳輸線式結構的優勢所在。twenty．

sub就是採用傳輸線式結構，它的傳輸線

等效長度約為3公尺、大概是28Hz的1/4

波長，與原廠標示本品的低頻響應下限

22Hz相當接近。這款超低音喇叭採用兩

支特製的177mm紙盆單體負責發聲，由

於單體口徑小、音圈口徑又相當大，可以

想見這款超低音喇叭的暫態反應與控制力

會相當不錯，單體框架則是以堅硬的合金

製成，能夠有效抑制單體工作時振動所產

生的雜音。

內建DSP，具備PEQ與二聲道低
頻管理功能

twenty．sub還有一項很與眾不同的特

點：它是一款內建DSP的數位主動式超低

音喇叭，可以相容類比與數位音訊輸入、

並且能輸出數位與類比音訊，在類比音訊

輸入的狀態下，它會先作96kHz/24bit A/

D轉換、把數位音訊送進DSP，而它的數

位輸入（包括AES3或RJ45）則相容32k

至192kHz取樣的數位音訊，經過SRC

（取樣率轉換晶片）將取樣率轉換成

96kHz之後送進DSP晶片。

PMC之所以要使用DSP作為twenty．

sub音訊處理的核心，主要目的是希望能

夠免除類比分頻電路（濾波器）產生的相

位失真，而且它還有一項實用的功能：內

建PEQ、能夠針對空間超低音頻段響應的

主要缺陷作補償，例如在某特定頻段有突

起或陷落，就能用PEQ在該頻段作衰減或

加強，因此它能夠有效解決低頻駐波的問

題，只要調整得宜、就能使低頻響應變得

十分平坦。

一般超低音喇叭所作的音訊處理包括

音量控制、低通濾波（LPF）以及相位調

整，這些「基本功能」twenty．sub都是

用DSP搞定，而且它除了能讓玩家調整

這是一款內建數位分頻與等化的先進製品，內建的DSP能讓用家調整PEQ、獲得

平坦的低頻響應，與眾不同的傳輸線式箱體結構使這款體型並不巨大的超低音喇叭

能發出22Hz的極低頻、並且擁有低音染的特性，它能表現出飽滿、密實、寬鬆且

快速的低頻，在聆聽音樂時使用twenty．sub真是一種享受！

本篇器材評測過程在本刊大視聽室進行，空間長6.6公
尺、寬4.12公尺，約8.2坪。主要搭配器材為Pioneer 
BDP-LX88藍光播放機、Marantz SR5010環繞擴大
機與Monitor Audio Bronze系列喇叭。

試聽條件
重
要
特
點

1》採取先進傳輸線式箱體結構、低頻能向下延伸至22Hz
2》內建DSP、具備數位與類比平衡輸入輸出
3》有低頻管理能力、能作二聲道數位分頻
4》具備PEQ、能對付駐波問題
5》特製的超低音單體有高剛性的合金框架
6》內建400瓦功率放大電路
7》超低音分頻點、分頻斜率皆可調整
8》原廠提供與twenty系列喇叭搭配的分頻設定建議



134  PRIME AV

低通分頻點以外、還可以選擇6dB/Oct、

12dB/Oct、18dB/Oct三種不同的低通濾

波滾降斜率，這項功能在多聲道系統用不

到（因為環繞擴大機就已經作了多聲道喇

叭與超低音喇叭之間的分頻），然而當

玩家用這款超低音喇叭搭配原有喇叭成為

「2.1聲道」時，可以讓twenty．sub低通

濾波的高端滾降配合喇叭低頻響應下端的

自然滾降，使兩者的銜接更為平順。此

外，twenty．sub的DSP還能作二聲道的

低頻管理，例如在搭配twenty．22的狀

態下，將前級輸出輸入twenty．sub、把

LF roll-off frequency設為80Hz，左右聲道

輸出設為「Filtered」、接至後級，這樣

就是由twenty．sub負責80Hz以下發聲、

twenty．22則負責80Hz以上，兩者之間

就不會有重疊發聲的低頻段、使低頻響應

平坦，並且能夠減輕後級與左右聲道喇叭

的負擔。在DSP處理過後，數位信號經過

D/A轉換，以400瓦功率放大電路驅動兩

支並聯的超低音單體。

肉感十足、厚實飽滿

進行試聽之前，我在儀器輔助下完成

擺位、並且利用twenty．sub的PEQ讓超

低音響應更平坦，為了讓它負責更多的

低頻段以利於試聽，我將超低音分頻點

設為100Hz。在量測與試聽過後，我認為

twenty．sub有三項特點：其一是「遠超

過同體型製品的極低頻發聲能力」，我把

測試麥克風擺在靠近twenty．sub後方的

近牆處測量，在22Hz的音壓只和50Hz相

差不到5dB，這表示它真的能延伸到這麼

低的頻率、而且能量還相當充沛，聽鄭

明勳指揮巴士底歌劇院管弦樂團演奏聖

桑第三號交響曲，它可以讓我在正常音

量下毫不費力地聽到管風琴非常低的音

階，以它的體型能發出這麼低沉的極低

頻，絕對是非常罕見的；第二項特點則

▍PEQ的等化效果

把超低音喇叭擺在靠近牆角的位置，可以利用

邊界效應加強響應曲線最下端的能量，這會讓

電影音效的極低頻表現更出色。請見圖1，這
張圖顯示的是20至50Hz之間的範圍，在20至
30Hz之間很飽滿、但30至50Hz之間的能量就
相對低了些，我利用twenty．sub的PEQ拉抬
35Hz附近頻段，結果請見「圖2」，極低頻的
響應狀態變得更理想了。

▍正面特點

一如以往，PMC製品的箱板總是相當堅硬、作工紮實，單體框架以高
剛性合金材料製作，箱體下方加上了一塊厚實的底座、底座下方還裝

有腳釘，「窄而深」的箱體本來就會比接近正立方形的箱體結構強度更

高，而PMC twenty．sub還是採取傳輸線式結構，內部的隔板不僅用來
造出管路、並且也成為箱板的補強支撐結構，這些條件都能使它的音染

降得很低、發出純淨的低頻與極低頻。

▍傳輸線式結構

請見附圖，這是twenty．sub箱體結構的簡
圖：兩支超低音裝在前方，單體後方則是用

板材造出一條管路，管路長度大約是最低發

聲頻率的四分之一波長，為什麼我說「大

約」呢？這是因為傳輸線式結構的管路中必

須加入適當的阻尼（吸音）材料作調音，而

阻尼材料會使聲波在管路內傳導的速度稍稍

放慢，因此傳輸線的長度通常會比最低再生

頻率的四分之一波長略短一些。

MC twenty．sub 主動式超低音喇叭

●形式：主動式超低音喇叭●箱體結構：傳輸線式●等效ATL長度：3公尺●內
建功率放大電路額定輸出：400瓦●功放電路總諧波失真：0.5%以下（250瓦、
4歐姆）●單體：177mm大音圈超低音單體×2●頻率響應：22Hz～200Hz●
低通濾波器分頻點：50Hz、80Hz、120Hz、150Hz、200Hz●低通濾波器分
頻斜率：6dB/Oct、12dB/Oct、18dB/Oct●相位調整：0～180度（每5度1檔）
●PEQ增益：-8.00dB至+7.87dB●PEQ頻率：20 Hz～150Hz●PEQ帶寬：Q
＝1至8（每0.5一檔）●輸入端子：類比XLR×2、數位XLR×1●輸出端子：類比
XLR×2、數位XLR×1●外觀尺寸：577×200×516mm（HWD）●重量：23公
斤●參考售價：150,000元（胡桃木或紅木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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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飽滿」，我並沒有為了凸顯效果而調

高超低音喇叭的輸出，但它就是非常「厚

聲」，播放Satana「Maria Maria」低頻

顯得肉感十足且有彈性，電影音效中拖車

頭引擎聲的重量感就是不同於一般，我在

本刊8坪大的試聽室中感受到低頻能量有

著很高的密度感。我相信有不少人見到

twenty．sub的體型誤會以為它只是作為

播放音樂「輔助極低頻延伸」的用途，事

實上以它所能展現出來的能量與密度感不

僅讓電影音效相當有說服力、並且會讓人

覺得連包圍感都提高不少。

「寬鬆飽滿而快速」是很難得的
特質

就我的認知，超低音喇叭的性格有很

重要的一部分因素決定在阻尼，阻尼不足

會缺乏控制力，低頻模糊、速度慢，阻

尼過度的製品會讓人覺得低頻很快（短

促），但會吃掉一些較小的低頻成分，低

音的尾韻收得太快會讓人感覺比較單

薄。而我認為twenty．sub的第三項特點

在於恰如其分的阻尼，低頻聽起來很豐

富、厚度高人一等，而且還有相當不錯

的速度，Manowar「The Power Of Thy 

Sward」雙大鼓急速連踩的鼓點相當清

晰，這表示它的速度頗快。同時擁有解析

度高且寬鬆飽滿的特性，這絕不是多數主

動式超低音所擁有的能力。若用家的視聽

空間不大於10坪，twenty．sub的輸出能

力足以應對電影音效的需求，倘若您對音

樂表現的要求很高，想要超低音喇叭的發

聲與二聲道喇叭「自然地融合」，能夠清

楚分辨極低頻的音階、表現出非常厚實、

均衡、寬鬆而快速的低頻與極低頻，我

建議您將twenty．sub列入優先選擇的名

單。

■進口代理：瑩聲 02-2805-3569

參考軟體

The Sound Of High Definition BD

這張展示片中「攻殼機動隊2」祭典的片段我已經聽過無數次，但是
像twenty．sub低頻表現這麼好的製品卻不多，大太鼓的聲音飽滿而
穩重，強而有力的punch、能量豐沛、相當有權威感，實際試聽這款
超低音喇叭實在很難相信它只用兩支7吋超低音單體竟然能發出如此
又厚又低沈的聲音。

Denon Pure Audio Experience BD

2L的高取樣錄音聲音都很直接，高頻完全不修飾，以往我用很多
系統聽都會覺得有些偏亮，這是因為那些系統沒有夠份量的中頻

與低音。這回我試聽本片的Sandvold: Orgelimprovisata DEILIG ER 
JORDEN，twenty．sub能發出密實厚重的低頻、使整體達到良好的
平衡，管風琴極低頻的音階變化聽得清清楚楚。

▍以DSP處理聲音信號

twenty．sub是一款數位超低音喇叭，它有類比與數位輸入，在類比信號輸入時會先經過
Gain Stage（調整輸入靈敏度）、再用ADC將音訊轉成數位、送進DSP處理。DSP的主要處
理工作包括分頻（濾波）、等化修正、音量控制與相位調整，在DSP處理過後，再用DAC將
數位音訊轉為聲頻信號，將低頻信號送進內建的功率放大電路、驅動超低音單體。

▍背面特點

twenty．sub的傳輸線管路出口在背板的下方，背板上方有文字顯示幕與4個按鈕、可以進行
各項功能操作。本機除了RJ45數位端子以外，本機所有的輸出入端子都是XLR，若將使用在
二聲道音響系統，它可以作數位電子分頻，自身負責低通濾波分頻點以下的發聲、並將高通

濾波之後的信號輸出至後級或主動式喇叭。

精緻傾向
剛性傾向
明亮傾向
飽滿傾向
豐滿傾向

外觀作工
音質表現
高頻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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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傾向
收斂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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