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康年

                       務必仔細

         本文，Burmester 948

可能可以解決您長久以來的困

擾，不過Burmester 948並不便

宜，以Burmester 948的定價，

搞不好已是許多玩家們整套系

統的總和。筆者一開始獲悉要

介紹948時，甚至並沒有把948

帶回家的意願。但是與948相處

了接近三個月，筆者已經不敢

想像沒有948之後，我虛擬的心

理等化器不知道要花多久的時

間才能平衡回來。

常見的幾種電源改善方式

  家裡市電的品質到底好不好，

               近年來，電源的

    品質之於音響以及家庭電

影院系統的重要，已逐漸為

大部分的玩家們所重視。然

而，電源的品質及狀況先天上

是很難控制的，也因為如此，

大部分的玩家們都知道電源的

品質對於聲音的表現有很高的

關聯性，但是一談到電源的改

善，卻始終找不到真正有效的

方法，其實真正能夠雪中送炭

的改善方式並不是沒有，一來

價格可能並不便宜，二來到底是

不是真的有效也常讓大家質疑。

    如果您對家裡聆聽室的電力

狀況一直不滿意或有疑問，請您



如果您耳朵夠利、玩音響的資歷也

夠，您不需要任何的儀器設備其實就

可以憑經驗判斷的出來，尤其是玩單

端管機的朋友，對於電的敏感度可能

會更高。

   一般比較講究的玩家，常會拉一條

所謂的電源專線，就是從家裡的台電

配電箱上拉一組獨立的迴路，當然可

以採用發燒級的音響用線材來過癮，

這種方式其實算得上是蠻值得投資的

改善方法(應該說花費並不大，心理

上比較會有安全感，但是實際改善的

幅度還是得碰運氣)，不過這樣的改

善方法仍有盲點，那就是只能確保這

一個音響迴路能有一定的安全餘域，

不會受到家中其餘耗電器材的影響而

供電不足，但除非是供電箱上一級的

干擾或是供電餘域本身就不夠，拉音

響專線的意義就不是很大了。不過話

雖如此，拉電源專線的投資報酬率相

當之高，多半是玩家最常見的改善方式。   

   電源專線並不能根絕家裡其他迴路

或是你家附近同戶迴路的雜訊，因此

使用隔離變壓器就成為玩家們鍾愛的

                           ▲ 948共提供了八

個交流電源輸出，機箱上設有一組直接

與內部環型變壓器相連的交流電源輸入

線；所有的電源輸出插座，都是採用Hi-

End級數的Eagle製造之醫療級插座。

另外一種改善方式。簡單來說，如

果想要徹底抑制諧波電流的干擾，

最簡單的方法其實就是將迴路直接

接地，但是當各迴路不可能做到獨

立的接地時，可以用隔離變壓器把

各自的諧波電流隔離起來。不過隔

離變壓器有隔離變壓器的問題，最

主要的問題是變壓器會受到線圈的

負載而影響電流的輸出，所以高負

載的隔離變壓器不僅體積龐大，重

量驚人，價格也並不便宜。最重要

的是，當用電超過隔離變壓器的負

載時，會引發安全的問題。

   再來，隔離變壓器雖然能阻斷

不同迴路的諧波電流，但是如果公

寓或大樓某一戶有重度用電時，所

產生的壓降並無法主動提昇，因此

有部分的玩家會應用所謂的自耦變

壓器來保持電壓的穩定，自耦變壓

器的結構其實和隔離變壓器非常相

像，事實上，如果變壓器輸入、輸

出 的 接 端 分 別 屬 於 不 同 的 兩 個 線

圖，稱之為 「隔離變壓器」，輸

入、輸出的接端屬於同一線圈時，就

叫「自耦變壓器」。自耦變壓器

的漏磁通常較少，功率傳導效率

更高，因為較少的磁通電流，電

壓很容易控制。但是自耦變壓器

完全無法做到隔離的效果，且比

隔離變壓器更需要考慮到安全，

其實應該是不適合拿來當作音響

的用途，尤其是當您使用大功率

的後級或是多聲道家庭劇院系統

的時候。

神奇的948
   談了幾種常在音響界被廣泛討

論的電源改善方式(筆者稱之為錦

上添花型)，接下來我們回到本文

的重點Burmaster 948，這款有著雪

中送炭且改善效果神奇的電源處

理器。948可以讓您不用破壞裝潢

拉電源專線，也不用安裝體積龐

大、重量驚人的隔離變壓器，最

重要的是，德國電子產品的安全

性大概您可以安一百二十個心。

   基本上，Burmester 948擁有下

列幾個主要的功能：

(1)提供八組可選擇不同電源處理

模式的排插

(2)監測市電的即時狀況

(3)模擬完美的正弦波輸出並改善

功率因素

(4)確保音響器材使用電力之餘域

與安全

(5)提供正確且一致的相位連結

   Burmester 948面板可以直接顯

示目前市電的供電電壓，任何的

壓降或昇壓都可以直接即時的觀

測。除了把它當作過荷保護器以

及絕對Hi-End的電源排插之外，

Burmester 948內部核心重點的專

利電路，就是針對市電的供電狀

況加以監測，並即時修正因各種狀



況(音響消耗之電流、損耗之電流、被干

擾的雜訊)所產生的交流異常波形。如果

您不太能意會的話，試想一下運用動態

負回授的伺服低音，其實頗有異曲同工

之妙。

   一直覺得948 Power Conditioner的名字

取的非常微妙，948既無沉重的變壓器

重量，也沒有號稱小型發電廠這樣聳動

的形容詞。前面曾經提到，壓降以及諧

波電流是一定會產生的，隔離變壓器雖

然可以解決諧波電流的問題，但是卻會

有功率的限制，Burmester 948的最大安

全功率高達2300瓦，幾乎任何複雜的音

響甚至多路家庭電影院系統都有安全餘

域，試想一下，如果用2300瓦的隔離變

壓器方式隔離諧波電流，重量及體積將

會相當驚人，市售音響用的隔離變壓器

好像也沒有這麼大的規格。

   擁有948之後，您將不再需要電源專

線了，當然筆者並不反對還是拉一條專

線在心理上更獲得滿足，至少，漂亮高

科技感的948不太可能讓破壞裝

潢成為拒絕改善電源的原因。

功率因素矯正器
   Burmester 948除了能夠利用

積分電路偵測並修補交流異常

波形之外，另外有一個非常重

要的功能，就是能夠真正「有

效」的提昇市電的功率因素。

   功 率 因 素 的 英 文 是 P o w e r 

Factor，功率因素指的是有效功

率與總耗電量之間的關係，也就

● 本機所有內部的

線路，皆以雙插Pin

端 子 以 類 似 卯 釘 的

方 式 固 定 在 電 路 板

上 ， 然 後 再 引 線 至

電 源 插 座 ， 為 注 重

安 全 並 耐 高 電 流 的

做法。

是有效功率除以總耗電量的比值。

基本上功率因素可以衡量電力被有

效利用的程度，當功率因素值越

大，代表其電力利用率越高。

   所有使用二極體整流、濾波電容

的電子設備，其功率因素大約只有

0.6~0.7而已，為什麼會這樣呢？主

要是因為市電的輸入電壓波形為正

弦波，但是實際輸入的電流波形卻

會呈現為脈衝式的波形。因為架構

於整流二極體與濾波電容器所組成

的電路之上，二極體會在交流電壓

的瞬時值大於濾波電容器的電壓時

才導通，這就是功率無法百分之百

利用的主要原因。

   市面上那些所謂的省電器原理

其實非常簡單，裡面不過就是一些

電容以及電感而已，當並聯了電容

以及電感之後，可以降低諧波電流

的產生，自然就可以提昇功率因

素了，這就是市面上所謂省電器以

及號稱音響用無效電力補償器的原

理，這種方式又通稱為被動式的功

率因素改善器。被動式功率因素改

善器的效果取決於電容以及電感的

容量，所以改善效果並不明顯，對

於消耗功率高於300瓦以上的設備而

言，使用被動式的改善器意義真的

不大了。想想Burmester 948在十多

年前就擁有「主動式」功率因素的自

▲ Burmester948內部並無龐大沉重的變壓器，但最大安全功率竟高達2300瓦！幾乎

對於任何音響系統甚至多聲道家庭電影院都有足夠的安全餘裕。



家專利技術，不僅要讚嘆德國基本科

技及工業的進步。

使用上的注意
   948在面板上提供了交流電壓顯

示、DC修正狀態顯示、接地開關、關

閉顯示幕等主要功能，如果輸出功率

出過948的安全負載，948會自動切斷

電源，不僅可以自保也可以保護所有

後端的設備。

   948共提供了八個交流電源輸出，

本身不需要外接電源線，機箱上已附

了一組直接與內部環型變壓器相連的

交流電源輸入線。所有的輸出電源排

插，都是採用絕對Hi-End的Eagle製造

之醫療級插座，每一只電源輸出插座

上都有清楚標示出電源的極性，只要

玩家們使用的是標準三孔電源線，就

可以確定所有設備的電源相位是完全

一致的。

   這八組的插座，948是以數位系統

以及非數位系統來區分，分別各有四

組輸出，接到數位系統專用的插座上，

948除了賦予他前述的專利波形修正

補償電路之外，還額外加上了RFI被動

式的濾波功能。大家都知道德國傳統

工業在世界上是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用上德國工業級的RFI濾波變壓器，

以提供數位系統更潔淨的電源，可以

想見948的發燒遠非一般電源處理器

所能比擬。不過如此一來接到數位系

統的輸出在功率上就有所限制，不過

948內建了兩組RFI濾波器，各可以承

受15A的電流，一般狀況下也應該夠

用。不少Hi-End擴大機廠家會在說明

書內註明不要使用電源處理器，以免

使擴大機的音質劣化。筆者以為，這

些指的是單純RFI或是隔離變壓器方式

的電源處理器，Burmester 948應該要

排除在外才是。

能量、密度及純度的提昇
   接上Burmester 948之後，筆者必

須告訴大家，聲音確實會有明顯的改

變，雖說可能有朋友認為改變不一定

是改善，但除非您排斥比較乾淨、純

淨的背景，能力與密度皆增加而

且不損失解析力的聲音，您才會

認為加上Burmester 948是沒有意

義的。 

   經過Burmester 948的加持，您

剛開始一定會發現，動態似乎變

大了，尤其是小音量的細節部分

變得更清楚，需要排山倒海的氣

勢時，那種飽滿的氣迫，彷彿擴

大機的變壓器多了30%的輸出一

般直接，筆者以為，這種聲底和

Jeff Roland採用交換式電源的擴大

機有點類似，但仍然會保有原擴

大機該有的音色。948對於數位系

統以及前級依然有明顯的效果，

轉盤部分筆者實在很難感覺出差

異，但是在DAC部分，高頻會變

得更加滑潤，整個聲底有柔化的

趨勢，不過必須稍微花點時間交

叉比對，才比較容易聽出差別。

整體而言，對於消耗功率越大的

機器，越容易感覺出948加持的效

果，接上948之後，以往在深夜、

平常晚上、假日音響系統可能會有

不同的表現的情況也不再出現。

   為了徹底體會出Burmestaer 948

的效果，筆者在前三個星期接上

948，然後將948取下兩星期，最

後再接上948聽了三星期，然後

才開始撰寫本篇評論，連續的得

而復失、失而又得，更讓筆者確

認了948加持的效果。948的價

格雖然有點高，但是改善效果確

實是立竿見影的好，值不值得投

資其實還是見仁見智，如果您對

948有興趣，不妨要求經銷商讓

您可以親自試用，只希望您別中

了948的毒，畢竟筆者曾擔任多

年的編輯，我的免疫力可能比您

高上一些。

 

 

▲ 948內建了兩組德國工業

級的RFI濾波變壓器，各可

以承受l5A的電流，以提供更

純淨的電源。

▼ 本機的專利波形修正補

償電路之中，竟用到多個高

功率電阻，並需採用散熱片

散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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