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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audio      
S-2601 + S-2501 + S-1501 + PS-606
簡單務實，價格合理，表現超值
文╱黃有瑒   攝影╱方圓．李春廷

愛看電影 器材評鑑│多聲道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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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公司今年度重量級的特刊「喇叭專

書」終於在本月份完成，雖然新

視聽雜誌社的編輯沒有參與製作，但身為

公司的一份子見證巨著誕生，心中也感到

與有榮焉。本書從喇叭的發明、誕生、商

業化，一直到近代數十年的演進歷程，通

通都交代得很詳細。如果詳讀此書後，就

會發現喇叭演進的歷程中，最主要的元

件：單體，它的發聲原理幾乎沒有改變。

從古早喇叭發明的時候，一直到現在

最昂貴的產品，大部分都採用動圈式單

體。喇叭可以說是音響器材中，零件最

單純，卻隱藏最多知識的一環。它可以簡

單到類似全音域單體那樣，連分音器都不

用；也可以複雜到使用電子分音，體型比

人還要高大。同樣的，一套多聲道喇叭可

以很豪華，也可以很務實，沒有花俏多餘

的設計，體積小也符合一般人家庭空間使

用。

採用黑色亮面漆處理的面板，質
感看起來出眾

本月份來到公司這套TiKaudio的多聲

道喇叭，就是以務實、好用，便於連接

為出發點而開發出來的產品。這樣說起

來，它們的外型十分樸素囉？如果從箱體

前障板使用黑色亮面漆這點來看，筆者

並不覺得它們有多樸素。將它們放在客廳

中，相信不會有讓人失落的感覺。如果親

身架設這組喇叭，你會發現重量一點也不

輕，以它們不大的體型來看，已經算有份

量了。

在單體規劃方面，左右聲道S-2601採

用兩音路三單體低音反射式設計，反射孔

規劃在背板，正面只會看到三顆單體。另

外，中低音單體的框架兩側已經不是圓形

了，這是為了縮減框架寬度的關係。縮減

喇叭寬度對於消費者來說，在擺放喇叭的

時候更容易。此外，前障板比較窄就能降

低繞射，可以提昇音像的清晰度，更適合

在小空間中使用。

因為S-2601箱體寬度比較窄的關

係，原廠幫它搭配了一個底座，可以往外

延伸支撐面積，防止喇叭輕易傾倒。它的

表面一樣採用黑色亮面漆，質感跟喇叭相

互呼應。而且四個角落都可以鎖上金屬腳

錐，此腳錐看起來像是銅合金材質，尺寸

比一般的腳釘大，感覺十分粗壯。大型腳

錐不但能提供穩固的支撐，對聲音也能有

正面幫助。

各聲道風格一致，超低音喇叭內
建輸出功率200W擴大機

在中央聲道部分，S-2501的單體看

起來跟左右聲道類似，但是尺寸小了一

點，反射孔則從背面移到正面，喇叭可以

更靠近牆面。箱體也做得比較淺一些，適

合擺在電視下方，不會凸出牆面太多。接

著把目光轉到環繞聲道，S-1501的單體

看起來跟中央聲道相同，不過中低音數量

只有一顆，大部分書架型喇叭都是類似設

計，負責發出環境音效已經很足夠了。

最後是超低音喇叭部分，PS-606使用

一顆長衝程的8吋低音單體，箱體則是低

音反射式設計，補足8吋低頻量感表現。

為什麼不選用10吋的單體呢？原因很簡

單，其他五聲道的中低音單體尺寸都不

大，8吋單體速度才能跟上它們。況且內

建擴大機輸出功率有200W，對付8吋單體

肯定游刃有餘。只要空間不超過6坪，使

用本套組合就不會顯得吃力。

緊接著就是真槍實彈的實際試聽，我

幫它們搭配了一樣是入門等級的Denon 

AVR-S510BT環繞擴大機。先來播放

「The DALI CD - Volume 3」CD，第一首

剛開始的吉他伴奏聲音真有彈性，原以為

前障板採用黑色亮面漆處理，外型質感在水準之上。箱體刻意縮減寬度，瘦高的形體是目前市

場的主流，擺放在任何空間中都不會顯得突兀。而聲音表現更超過了原本預期，不像是此價位

帶可以發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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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
器材為Pioneer BDP-LX88藍光播放機、
Denon AVR-S510BT環繞擴大機。

試聽條件重
要
特
點

本文章同時在普洛影音網討論區開放討論
 http://www.audionet.com.tw/a/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111&filter=typeid&typeid=212

1》高音採用絲質振膜單體
2》中低音採用兩顆單體並聯
3》採用極窄前障板設計
4》具備底座搭配大型金屬腳錐 
5》箱體表面採用亮面漆處理
6》超低音喇叭內建擴大機功率2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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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501 中央聲道

●形式：兩音路三單體低音反射式 ●單體：1吋絲質振膜高音單體×1、5.25
吋振膜中低音單體×2 ●頻率響應：50Hz-20kHz ●靈敏度：89dB ●承受功
率：100W ●阻抗：6Ω ●尺寸：160×630×139mm（H.×W.×D.）●重
量：5.6kg ●參考售價：7,500元

PS-606 超低音喇叭

●形式：主動式低音反射式 ●單體：8吋長衝程低音單體×1 ●內建擴
大機功率：200W ●頻率響應：40Hz-180 Hz ●相位切換：0-180度可
調 ●尺寸：300×280×320mm（H.×W.×D.）●重量：10kg ●參考售
價：16,500元

S-1501 環繞聲道

● 形 式 ： 兩 音 路 四 單 體 密 閉 式  ●
單體：1吋絲質振膜高音單體×1、
5.25吋振膜中低音單體×1 ●頻率響
應：50Hz-20kHz ●靈敏度：89dB 
●承受功率：100W ●阻抗：6Ω 
● 尺 寸 ： 3 0 0 × 2 0 9 × 1 6 0 m m
（H.×W.×D.）●重量：7.4kg ●參
考售價：8,500元

聲音會比較明亮一些，沒想到聲音頗為柔

軟。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預期？因為單體

振膜看起來很像金屬材質，不過用手摸過

發現應該不是。

如果用影像來比喻的話，就像是
畫面經過了銳化處理

從接下來幾首歌曲聽起來，S-2601音

色雖然沒有特別明亮，但是高頻量感稍微

多一些，對於細節刻劃頗為清晰，如果

用影像來比喻的話，就像是畫面經過了

銳化處理，物象邊緣銳利，線條好像被加

重了一樣。為了改善聲音的平衡感，我開

啟「Stereo」模式，讓超低音喇叭加入工

作，並且把分頻點從80Hz拉高到100Hz。

經過如此調整後，中頻表現也獲得提昇。

或許有人質疑，就算讓超低音喇叭一

起工作，增加了100Hz附近的量感也還不

到中頻段啊！確實沒錯，但是莫忘記了

提高分頻點等於減少擴大機輸出的低頻

能量，它就能有更多的電流可以分給中

高頻，聲音聽起來當然會比較飽滿。另

外，環繞擴大機在「Stereo」模式下，也

會開啟空間修正的功能，一旦頻率響應曲

線更為平直時，對於聽感也會有幫助。

有了超低音喇叭加持，我放心加大音

量，這套S系列竟然經得起摧殘，就算面

對強烈低頻的片段，聲音也不會出現崩

潰的現象。不過，在高頻段稍微有點火

氣，使用時最好以一般音量聆聽，耳朵才

不會提早衰退。既然如此，幹嘛老是加

大音量來摧殘喇叭呢？我們的工作是評論

員，不是一般用家，有必要進行一些「極

限測試」，才能挖掘出喇叭的潛能。

對音效變化反應速度夠快，營造
出相當好的空間感

接下來是多聲道部分的測試，我放入

「超級戰艦」BD，並播放外星船艦浮出

S-2601 左右聲道

●形式：兩音路三單體低音反射式 ●單體：1吋絲質振膜高音單體×1、
6.5吋振膜中低音單體×2 ●頻率響應：50Hz-20kHz ●靈敏度：90dB 
●承受功率：150W ●阻抗：6Ω ●尺寸：980×190×259mm
（H.×W.×D.）●重量：12.5kg ●參考售價：22,000元

愛看電影 器材評鑑│多聲道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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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面的片段。正當眾人被衝出海面的船

艦嚇到傻眼時，外星人突然架起了防護

罩，此段音效釋放出源源不絕的低頻，超

低音喇叭也跟著拼命工作，試聽室瞬間

就被低頻塞滿。沒想到這顆超低音體積不

大，卻能再生出十分充沛的能量。接著換

成海戰的場面，外星人發出的砲彈以拋物

線飛行，先聽到音效由低拉高的過程，接

著中及船艦的甲板，引發一連串的爆炸。

這些音效連續變換過程，S系列都能

清楚交代出來，對音效變化的反應速度也

夠快，尤其是砲彈在空中飛行的音效真

實，營造出相當好的空間感。可惜爆炸後

聲波的衝擊力道稍微斯文一些，少一點點

震撼效果。不過這也不能要求太高，畢竟

全套喇叭的單體尺寸都不大，價格也非常

合理。如果依照它們的價格來衡量，筆者

聽到的聲音已經算可圈可點了。

對照非常合理的價格，它們表現
很超值

總結來說，只要擺放的空間大小適

中，S系列就可以發揮出超越體型的戰

力，面對各種誇張的音效也不致於軟腳。

另外，在環繞擴大機的設定上，請搭配

「Stereo」模式一起使用。也可以開啟內

建的DSP音場，也可對聲音表現有所幫

助。這些都是環繞擴大機的強項，一般音

響器材做不到的，請善加運用。

在測試過程中，一開始我並不知道全

套喇叭的價格，只看到黑色亮面漆的外

觀，又有大型底座與金屬腳錐，直覺上這

套喇叭應該不會太便宜。直到價格出來

了，竟比預期中便宜很多，對照它們實際

的聲音表現顯得十分超值，值得預算有限

的朋友考慮。

■總代理：翊景國際02-2823-5251

參考軟體

張學友：醒著做夢 BD

雖然這是一張BD，但是它只有儲存聲音的資料，沒有影像。透過高
解析格式來記錄張學友的歌聲，聽起來果然更有傳真的感覺。當他唱

到歌曲高潮處，就算歌聲已經是用力嘶吼，卻感受不到緊繃之感，也

沒有刺耳的感覺。透過這套喇叭來聽，就能察覺高解析格式帶來的優

勢。

飢餓遊戲 BD

火焰悄悄來襲，一開始只是輕微的低頻滾動，隨著火焰包圍過

來，低頻音效也越來愈強勁。由微弱的聲音漸漸轉成大火的轟隆低

頻，這段音效由弱到強的變化沒有斷層，並不會忽然變得很大聲。

同時，音效由遠而近，從四周包圍過來的距離感也很好，顯然對於

微弱的細節也不會漏掉。

▍振膜超薄的高音單體

從振膜的透光度看得出來，這片絲質振膜肯

定很薄，薄到可以看到內部。一般來說，振

膜越薄的話，質量就越輕，高頻延伸就越

好。不過，太薄的振膜剛性又會不足，容易

產生失真的問題。還好，從振膜表面油亮的

反光看出來，應該塗上了一層透明的阻尼

物，用來增加材質結構的強度。通常絲質振

膜都會在表

面上做類似

的處理，只

是每一家的

配方不同罷

了。

▍兩顆並聯增加量感

採用兩音路設計的小型落地喇叭，常常以兩顆相

同單體並聯的方式工作。為什麼不用更大的單體

呢？一方面怕頻段不容易跟高音單體銜接，甚至

增加輸出失真。另一方

面也希望藉由小尺寸單

體，縮減前障板的寬

度，降低繞射的問題。

不過，小尺寸單體先天

上低頻量感就沒有大尺

寸的單體多，這是物

理定律。為了解決此問

題，只好增加單體數量

來彌補不足的量感。

▍站得穩聲音才會穩定

瘦長型的喇叭因為寬度比較窄的關係，如

果沒有多用一塊底板的話，喇叭很容易一

推就倒。這塊底板用途在於增加底部支撐

的力距，可以防止喇叭傾倒。加上大顆金

屬腳錐則是為了讓聲音更加清晰，腳錐尖

端部位很尖，如果地板是木頭材質請注

意，必須搭配墊片一起用，才不會刮花了

地板。用家也可以調整腳錐的高度，讓喇

叭不會搖晃，聲音才會更穩定。

▍扁長的低音反射孔

在超低音喇叭PS-606背後可以見到一個狹長型的開口，用途跟常見的低音反射孔相同。有ㄧ些喇叭設計者認為
圓形反射孔容易帶來氣流聲，因為正中央空氣流動的速度，跟靠近管壁周圍的空氣不同。中央的空氣摩擦力比較

小，流動速度更快，因為流動速度的落差而產生出氣流聲。狹長型開口的寬度一致，空氣流動速度幾乎相同，可

以大幅度改善此問題。

TiKaudio    重點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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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頻特性
低頻特性

樸素傾向
軟性傾向
細柔傾向
凝聚傾向
收斂傾向

個性傾向評量
0 1 2 3 4 512345

表現力評量

細節再生
衝擊力

承受功率
整體平衡性
超低音表現

平均水準 優 特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