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urmester的
多項領導技術

文｜劉漢盛

Burmester所謂的「SSP對稱訊號

處理」其實就是現在的平衡架構，這

種線路架構並非Burmester所發明，

而是從1950年代就開始使用在通訊

或專業錄音室中的線路設計，只是

Burmester認為他們是Hi End音響領域

中第一家採用這種平衡架構者。

大家都知道，平衡架構就是利用

三條導線，其中一條為地線，一條傳

遞正相訊號，另外一條傳遞反相訊

號。藉著正相訊號與反相訊號的相加

與相減，產生二個結果（也可說是好

處），一個是相加之後電壓加倍，讓

音量聽起來更大，聲音更飽滿；另一

個就是相減之後產生共模排斥效果，

把地迴路哼聲與各種突波雜訊、訊號

線串入雜訊、內部干擾雜訊排除，留

下純淨的音樂訊號。

既然必須有正相訊號與反相訊

號，擴大機內每個聲道就不能僅有

一組放大線路，而是必須有二組，

或由一組線路藉著分相手法導出反

相訊號。一般Hi End音響界所通稱

的「全平衡架構」就是每聲道二組

線路（正反各一組），左右二聲道

總共要有四組完全相同的線路。除

了放大線路必須有四組，音量控制

系統也必須有四組，否則就不能算

是真正的全平衡架構。

當年Burmester採用他家所謂SSP

這
次參訪Burmester工廠，

除了讓團員一睹工廠真

面目之外，更重要的是

教育訓練。對我而言，由於長時間

接觸Burmester的器材，幾乎高價產

品我都聽過，對他們家產品的熟悉

程度自然勝過一般人，因此二天下

來的教育訓練並不難懂。以下，我

挑出幾項Burmes te r自創立以來的

重要技術成就與大家分享，其實這

些當年的首創或重要技術在今天已

經很普遍，但仍然不減這麼多年來

Burmester的領導地位。

在1980年，Burmester就率先以808

旗艦前級推出模組化設計。模組化設

計是專業器材中常見的作法，但家用

Hi End音響器材在此之前很少見到。

1983年推出平衡放大架構（Burmester

稱為「對稱訊號處理」）。1985年開

始使用直接交連線路，把交連電容

器移除。1987年，第一次把R2R電阻

繼電器音量控制系統用在遙控器上，

截至目前為止還沒見過這樣的遙控

器。1987年也第一次在數位類比轉換

器中加入昇頻線路，當時還沒有現成

晶片可買，完全靠分砌式線路來完

成。1991年推出皮帶驅動CD唱盤，

藉著皮帶驅動降低CD片抖動所帶來

的時基誤差。1994年第一次推出外接

主動式喇叭分音器，同時開始採用

Burn In之後電腦配對單體，提升喇叭

的精確性。1995年948電源處理器獲

得主動式電源處理專利。2006年第一

次跟Bugatti合作，推出頂級汽車音響

系統。2011年推出111 Music Center，

這是Hi End級數位流播放器。2013年

為Mercedes Benz S Class發展出Hi End 

3D Surround Soundsystem，採用24個

喇叭單體，聽過者都對其卓越的音響

效果印象深刻。以下，我從諸多技術

成就中再挑幾項比較重要者做更進一

步的說明。

Symmetrical Signal Processing
對稱訊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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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交連幾乎是目前Hi End擴

大機的主流方式，毫不足奇，但在

1980年，卻僅有很少的擴大機設計

者採用。首先您一定會問：直接交

連是什麼意思？其實就是在放大線

路中每一級之間不採用被動元件電

容器來做連接，而是以主動式電子

線路來連接每一級。為何原本每一

級之間要用電容器來耦合呢？這就

牽涉到電子線路的動作原理。在擴

大機放大線路中，音樂訊號是以交

流電型態存在，而要讓電子線路能

夠工作，必須施加直流電。

由於每一級的工作直流電不能

讓它們相互串流，否則電路將無法

正常工作，因此必須運用能夠擋住

直流電的被動元件來把直流擋住。

換句話說，也就是在每一級之間放

一個或二個能夠擋住直流電的電容

器，稱為交連電容。如此一來，直

流電就不會到處串流，也不會跑到

喇叭裡。當直流電跑到喇叭裡會有

什麼後果呢？會一直持續的輸入音

圈裡，導致高音單體的音圈過熱而

燒毀，中、低音單體或許不致於燒

線路時，由於尚未有現成的規格，

所以他們把平衡線中三條線的第

一腳當作地線，第二腳傳輸反相

訊號，第三腳傳送正相訊號。後

來美國ANSI（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美國國家標準學

會）制訂平衡線標準，規定第一腳

為地，第二腳為正相訊號，第三腳

為反相訊號。從此造成美規與歐規

的差異。當您使用平衡線時，請一

定要先確認美規或歐規，避免一直

聆聽不對的反相訊號而不自知。

X-Amp最早出現於1980年推出的808旗艦前級上，簡單的說

它就是一個以分砌式線路做成的放大模組。跟一般熟知的OP 

Amp不同處在於，OP Amp是微型積體電路，而X-Amp則像豆乾

一樣大塊，當然X-Amp的音響效果也更好。X-Amp內部採用直

接交連，可以有效控制直流飄移，還可藉著鋁殼讓線路保持穩

定一致的溫度。

Direct Coupling
直接交連

X –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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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但也會持續發出哼聲。

話說回頭，到底用交連電容器把

直流擋住有什麼壞處呢？這就要怪電

容器本身的缺點了，電容器必須充放

電，會產生時間差，也就是相位差。

而電容器本身的公差也不夠精密、還

會受溫度影響，電容器用久了會變

質，這些原因都讓聲音劣化，尤其因

電容器所產生的相位差更讓聲音變得

模糊，不夠精確清晰。

Burmester很早就發現電容器耦合

的缺點，所以發展出以主動電子線路

取代交連電容的線路，並且一直沿用

迄今，不斷優化。

Burmester的電源處理器948是獲得專利的一種獨家電源處

理方式，能夠把市電中所含的直流成分以主動線路的方式去

除，也就是所謂的電源波形整形。此外，948內部也有濾波

器，能夠把高頻雜訊濾除。所有的訊源或前級都可利用整形

與濾波而獲得純淨的電源。致於後級，948的插座有特別給後

級用的，後級的專用插座並沒有經過整形、濾波處理，而是

跟市電併聯，直接汲取市電，因此也不會有被電源處理器扼

住喉嚨的缺點。

Power Conditioner
電源處理

Burmester第一部使用皮帶驅動的

CD唱盤是1991年推出的916。當年到

底是CEC開創皮帶驅動CD唱盤？還

是Burmester？鬧得沸沸揚揚。我也

親耳聽過Dieter Burmester跟我解釋，

大意是Dieter Burmester有一天在聽CD

唱盤，發現檯燈照射在CD片上的光

影放大後可以看到抖動，可是直接看

CD片時卻無法發現抖動，於是跟工

程師討論，開始深入研究CD驅動的

抖動問題。後來Burmester找瑞士廠家

購買精密驅動馬達，由於CEC長期以

來對於皮帶驅動黑膠唱盤著墨甚深，

所以Burmester委請他們研發CD唱盤

的皮帶驅動系統，這就是後來CEC

也推出皮帶驅動CD唱盤的Burmester

說法，詳情請看「音響論壇」228期

（2007年9月1日出刊）的特刊。當年

由於Burmester採訪的篇幅很大，特別

另外獨立印行Burmester30週年生日快

樂特刊，您在第228期上是找不到相

關報導的。

Burmester的CD唱盤是否每一部

都採用皮帶驅動呢？不！有一般驅

動方式，有皮帶驅動者，也有吸入

式。到底皮帶驅動式CD唱盤有什麼

好處呢？Jitter時基誤差比較低。在

Burmester推出皮帶驅動CD唱盤時，

大家對Jitter還沒有清楚的概念，現在

幾乎每部數位訊源都強調低Jitter的重

要性，甚至以外接精密時鐘來保證時

基的精確性，由此更證明Burmester當

年的前瞻性。

Belt Drive
皮帶驅動CD唱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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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是2011年推出的Burmester

王牌數位流播放機，主體包括四

大部分：一、077前級的線路以及

X-Amp。二、069 CD唱盤的數位

類比轉換線路。三、轉檔、C D播

放、硬碟播放，以及網路收音機等

功能。四、UPnP（即插即用論壇網

路協定，方便家裡或公司網路中的

各項裝置能夠無礙相通）伺服器播

放，並與電腦連線。

音樂中心這種數位流播放器材當

然不是Burmester首創，Burmester在

2011年才推出這樣的產品，腳步已經

慢了。不過，111雖非搶先推出，但

它的思維卻是Hi End方式的，傳統音

響迷使用起來沒有太大困難。更棒

的是，111的聲音表現遠遠高於大部

分市售類似產品，這才是傳統音響迷

所關注者。有關111 Music Center的器

材評論，請參閱「音響論壇」第301

期，內中有我的評論，以及一位用家

曹先生的使用經驗談。

111 Music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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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準備要開始教育訓練了，場地
就在Burmester的二樓聆聽室，
這個空間很大，擺了三套音響

器材，雖然內部沒有特別佈

置，但音響效果相當好。

02. 聆聽室內另外一套系統。喇叭
用的是尚未最後定案的71。

03. 71的背面，可以清楚看到一個
高音單體，一個調整鈕，以及

二個大低音反射孔。

04. 第三套音響系統，喇叭用B25，
但側面的「肋排」卻改為用布

蒙住，不知道以後會不會改成

這樣？

05. 聆聽室內所使用的LP黑膠唱
盤。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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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Burmester的研發部門總工程
師Stefan Grobler正在解說直接
交連的好處。

07. Burmester的研發部門總工程
師Stefan Grobler正在說111 
Music Center的研發過程。

08. 111 從2009年開始研發，圖中
就是一開始時用紙板做成的箱

體原型、線路架構圖，以及寫

軟體時所用的Flow Chart流程
圖。

09. Burmester的研發部門總工程
師Stefan Grobler正在教大家如
何設定111 Music Center。

10. 教育訓練的最後，教大家如何
清潔印上手痕的鍍鉻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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