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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mester 948電源處理器，輸出插座：
8組，額定電壓：120V/60Hz，最大負載
功率：2,300瓦，外觀體積（WHD）：
482×127×393mm，重量：12公斤，參
考售價：380,000元，進口總代理：極品
（02-27929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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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讓系統全然脫胎換骨的本事

Burmester 948電源處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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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成音響系統聲音不夠理想

是象徵了他家極致講究的工藝水準。

的直流電竄入交流電源中，而當直流

的因素，除了不必要的振

這次實戰經驗的主角，並非新產品，但

電跑進交流電時，會造成交流電之波

動影響之外，最根本的干

是卻從未在本刊有過完整的實戰報導，

形受到干擾，進一步會造成相位飄移

就是推出於1994年的948電源處理器。

的後果，那就會是聲音衰敗的根源。

擾源、也是最需要被整治的，就是電
源！無論是靠牽電源專線、更換Hi End

一般電源處理器，最常見的原則

而948內部專利技術在執行的，就是主

排插或壁插；或是使用更進階的電源

不外乎是穩壓、濾波或是隔離，而948

動去偵測、並修正這些被細微直流電

線，還能選擇各種主、被動式電源處

這部電源處理器依照內部機構來看，

干擾的交流電，使波形回歸完美。另

理器或接地盒等作法。這些與電源相

它沒有搭載環形變壓器，不具穩壓處

外，948除了內建八組獨立插座，基本

關的產品林林總總，各有其理論，可

理能力。但它也並非使用傳統濾波處

上一整套音響器材都可以透過948供給

見「正本清源」之重要性。

理，那是因為無論是穩壓或是濾波，

其修正過的電流，但它也可以並聯使

都還是可能會衍生出電流或是頻寬受

用；也就是說，當您系統若用上吃電

限之疑慮。而Burmester很早就設計出

量更兇的大功率後級，只要同一個插

Burmester可說是音響圈內真正的

了獨家方式來處理電源，其採用專利

座迴路中有接上948，您可將後級單獨

「名牌」，旗下各種音響器材的工業

主動式DC電源補償線路，為何要作直

插於與948並聯的插座上，一樣會有效

設計與實際表現幾乎都達到夢幻逸品

流補償？那是因為當整體迴路中若有

果。而訊源、前級等功率較小的音響

等級。而其標誌性之鏡面前面板，更

其他電器產品運作時，必會產生微小

器材，則可以都全數連接於948身上。

獨家電流處理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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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mester 948

948電源處理器外觀大小與Burmester眾多器材雷同，前面板一
貫為經典的鏡面金屬設計。中央為綠色LED顯示幕，左右共有
四顆按鍵。最左邊「Cond」鍵為啟動其濾波線路之用，往右邊
分別為總電源開關與LED顯示幕開關，最右「ACDC」鍵用以檢
視府上的交流電壓以及竄入交流電中的微量直流電數值。基本
上功能全啟動時，顯示幕下方會亮有4顆綠色燈號以指示。

AudioArt
一切顯而易見

而切換監看DC直流電時，就可以見到

誤差，所以他們選擇使用948電源處理

948的鏡面前面板上除了有一個綠

竄入交流電的那些微小直流電數值；

器來供電。德國工業水準之精良舉世

色字的LED顯示幕之外，另有四顆按

先排除同迴路中有高耗電量家電，只

皆知，而尖端的醫療級別器材生產單

鍵，最左邊的「Cond」鍵是啟動其內

要是其他音響器材啟動，或是音量轉

位都信得過Burmester 948電源處理器，

部主動式補償電路，再過來是器材的

大、音樂運行到大動態、強勁低頻

其精準度與可靠度絕對無庸置疑。

總電源開關以及顯示幕的開關，最右

段落時，都會造成擴大機吃電瞬間激

邊的「ACDC」鍵，則是可以讓您監看

增，那就有可能會看到D C數值在跳

府上交流電壓數值，再按一次則顯示

動，幅度從正負0.001至0.003不等，這

開始實戰操作，參考器材為

電流中竄入的直流電。由於948不具穩

時候按下948的「Cond」鍵以作動其修

Onix OC-83 CD唱盤，前級為Bryston

壓線路，所以交流電壓數值是隨市電

正電路功能，就可以明顯看到DC數值

BP-26、後級為Bryston 4B³，喇叭則為

供電狀況而定，若您住在用電複雜的

的變動會控制在正負0.001內，並且很

Marten Django XL。一開始我測試性的

工業區周圍，那交流電數值會不穩定

快會修正，其實大多數時間都是恆定

只將Onix OC-83 CD唱盤接到948上，

變動的機率較大；又或者是您在操作

在0，也就是無任何直流電破壞交流電

前後級先留在原本的排插上。948作動

音響系統同時，在家中啟動耗電量大

之波形。

之後，聽感變化就相當明顯了，第一

效果顯著，完美平衡

了解948的運作原理之後，就知道

個感想是，這種變化與「調音道具」

同個電流迴路上，那也可以透過948的

它對電流修正之能耐是可以「監看」

所帶來的進化截然不同！我不是否定

交流電數值顯示看到電壓會瞬間下降

出來的，絕非玄學。在本刊106期劉總

調音道具之能耐，而是由948電源處理

一些，不過我想一般音響迷不會在連

編到德國進行Burmester原廠採訪報導

過後的聲音，所帶來的音樂強度、音

接音響器材迴路中連接其他太耗電的

中有提到，當時Udo先生說，948最大

樂畫面精緻度、三頻完整度都是一種

電器，這是不合理的。本次實戰操作

的買主居然不是一般音響迷！而是德

「嶄新的體驗」。所謂「嶄新」，就

時，在平日上午公司內部用電量較平

國一家專門製造醫療器材的公司，因

是它不是在既有的音樂畫面上修飾、

均時，監看其交流電數值，幾乎維持

為替精密器材進行檢測時、需要有高

補足或強化，而是徹頭徹尾的給人更

在113V，完全沒有變動，非常穩定。

品質的穩定電源供應，才不會有任何

美好的一片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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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按下「Cond」鍵後，四顆綠色LED燈
號都亮起，代表948開始啟動其電流波
型修補功能。按下「ACDC」鍵切換
到監視微量直流電的顯示，可以看到
948作動時，基本上任何微小的直流電
都會被偵測到並消除，變動不會超過
正負0.001，一般都是維持在0。
02. 948不具穩壓處理，所以當監看交流電
時，是隨著市電供給反應，可能會因
為您府上周圍地區用電複雜不穩、或
家中有重型耗電器材起動，數值而有
所變動。這次在本刊聆聽室試聽時，
全程都恆定在113V的數值。

02

先說說流行一點的Echosmith
「Talking Dreams」專輯，青春的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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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舒展，一絲一縷都毫不放過，畫面

提，絕無量感失衡，而是接近現場live

華麗感已經是甚高水準呈現。

band的爽勁強推。另外，在本張專輯

搖滾編制，卻可以輕易呈現出相當發
燒的音響效果。比較啟動948前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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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曲目中，有其他團員的和聲，往

有換一套系統的錯覺

往在形體感上並未太突顯出來；電源經

現大鼓每一下踩踏的鼓皮回彈都是極

接下來我把前後級也都接上948，

過處理後，男聲的和音變得有肉感與血

精確、完整，其與電Bass的聲線剝離明

在Echosmith的專輯中，除了上述分

色，而且就能直接感受出樂手一邊彈吉

確，呈現出難以挑剔的解析力。當電

離度、解析力、音樂強度變高之外，

他一邊靠著麥克風唱歌的實體樣貌。

流「正確」時，用在訊源，就足夠讓

究竟還可以增進什麼呢？答案就是讓

而播放「與森林共舞」原聲帶時，

分離度、音場開闊度，呈現出很驚人

聽者直接置身音樂其中！音色極為濃

我感受到在動態呈現此一環節，變得

之改變。另外像是編曲中的吉他，也

郁，而且非常活生；我在聆聽時一邊

力道更充沛、張力更強，中段幾曲有

比起動前要往外擴，在音樂中的定位

用電腦紀錄聽感，而當女主唱Sydney

著從簡單管樂獨奏後、以鈸聲、銅管

相當凝聚且細緻，就如同在山上乾淨

開口唱歌時，我居然會感覺打字「卡

低音部齊奏拔地而起之大動態片段，

空氣與平地霾害中觀景的差別。播放

卡」的，因為好像主唱走過來、唱給

描繪出來的音樂畫面就是穩又紮實，

「與森林共舞」原聲帶，我可以感受

我聽，人家都走過來了，我又怎能低

並且把每一部合奏的樂器都抓得牢又

到更加立體的音場效果，不僅橫向拉

頭作其他事？只好抬起頭來好好專注

緊，甚至有一種換了擴大機的感覺！

開，在大編制管弦樂團演奏下，縱向

欣賞。接上948後播放出的音樂，就

這樣講好像太誇張、也有失公允，別

深度也也優化許多。而內中豐富的配

是如此靈動、如此鮮明直接！更別提

誤會！948並沒有改變器材的調性，反

器運用，在通過948處理後，可說是完

那背後的鼓擊，低頻震撼力又在往上

而是讓器材本性作了最無保留的火力

Burmester 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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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聽起來富有高貴感、與高度的

中消逝，而948能夠帶來真正好的源頭

細節量，是這整套搭配本來就該有的

電力，還原出在音響器材中傳輸之所

樣貌，只是948將電源最佳化之後，讓

有資訊量，聽感變化絕對超乎想像！

所有因為直流電雜訊造成的相位失真
排除，所以畫面變亮了、音場開了、

03. 948的背板有八組電源輸出與一組自身
的電源輸入。
04. 這是948並聯使用的示意，若您系統中
有用上功率高的後級，擔心與其它器
材都一起接在948上會使其負荷太重。
可以在同一排插或壁插上並連使用
948，也就是後級單獨插於排插上，同
一排插迴路上有連接948並作動，經實
戰證明對後級電流同樣有處理效果。

會有修正電流的效果。
這回實際操作，發現948能夠帶給
音響系統的聲音進化，是非常高層次
的。948的售價並不低，但是音響系

絕對值得投資一部

統只要電源好，那其實是勝過更多後

接下來我做了另一個實戰，就是

續道具、線材的無止盡升級，我相信

音樂段落背景中有綿延的低音銅管聲

把吃電最兇的後級，試試不直接插

不只是高端玩家，對於更多從初入門

部，我可以清楚體會到那聲波前進的

在948，而是插在與948同個迴路之並

有意朝進階之路邁進的朋友，若有預

抖動感，極低頻段感受會更明顯。這

排插座上面，再經過啟閉948的比較

算，我倒是認為投資一部Burmester 948

種音質紋理，就像是從遠處看一張純

後，證明只要讓948動作、同一個迴

是一個高c/p值的選擇！大家都說電

白的手造紙，它就是一塊白；加上948

路中連接的器材也是有效果的。而這

源是好聲真正的關鍵，如果從最源頭

我才發現手造紙上的顆粒與紋路，這

次Bryston 4B³算是耗能中等的後級，

處就用Burmester來伺候，那整套系統

種色塊中的細節，是聆聽時會出奇不

所以讓它透過948供電（與前級、訊源

勢必能發揮出最大價值。而且器材未

意撼動到人的一大要素，因為這些相

一起），並不會有顯著「軟腳無力」

來可能會換，但是電源處理可以不用

當精密的樣貌浮現時，會讓聆聽者嚇

的情形，不一定要讓4B³單獨接在排插

換，想一想，擁有Burmester 948確實超

一跳，很容易就會想說：「為何以前

上。但是此一測試可以知道，若您擔

級值得！

都沒聽到？」，那就是因為電流波形

心大功率後級會佔用太多948之負荷，

不夠平整時，相位失真讓細節在無意

只要於同排插或壁插上有接948，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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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理清晰了。說到紋理清晰，有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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