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
線喇叭固然可以帶給我們更高的便利性，但

我更在乎的是它們的聲音表現能不能「對得

起價格」：玩家們如果花一樣的錢，採取「傳統」

的音響系統組成方式（例如串流播放機+綜合擴大機

+喇叭），會不會贏過本次特企之中的無線喇叭？別

擔心、機率真的頗低，這次的每件器材都是我挑選過

的，我也想過玩家們的預算有高有低，所以我也想辦

法讓價位分布廣一點，原本在高價位製品部分我想商

借獲得EISA 2018-2019大獎的無線系統「Calisto 6 C 

+ Sound Hub」，但或許是因為得到超難拿到的EISA

年度大獎受到眾多玩家關注，Calisto 6 C缺貨（我們

借不到），好在它還有同門師弟Calisto 2 C，我原

本還抱著退而求其次的想法，但是當我實際聽過之

後，我認為它同樣會讓音響玩家們感到驚奇。

配備混血式高音模組與木纖維音盆單體
Calisto 6 C是配備兩個中低音單體的無線落地喇

叭，Calisto 2 C則是比Calisto 6 C少了一個中低音單

體，但是除了這些之外，兩者機內的電路等級與配置

幾乎是一模一樣（包含數位電路與放大電路），並且

同樣都是搭配Sound Hub。Sound Hub在這個無線

系統中扮演著控制中心的角色，內建藍牙（支援AAC

與aptX-HD）可直接對應攜帶裝置與筆電，並且具

備Toslink光纖、數位同軸與類比輸入，機背上方還有

兩個擴充插槽，這次我借到的Sound Hub就用了一個

插槽安裝了BluOS模組，使它能利用無線網路作無損

音訊傳輸，讓用家聽網路串流、播放NAS與PC分享的

音樂檔案。Sound Hub與Calisto 2 C之間的傳輸完全

不用信號線，而是以96kHz/24bit無損數位音訊透過無

線傳輸送到兩支Calisto 2 C喇叭。

從Calisto 2 C的規格來看，原廠只有標示一個分

頻點（2.7kHz），若按常理判斷，大概會認為它是一

個二音路二單體的書架喇叭，但實際上它可沒有那麼

簡單，Calisto 2 C可以說是2.5音路、也能說是特殊設

DALI Calisto 2 C規格

●箱體結構：低音反射式●頻率響應：47Hz
∼30kHz（±3 dB）●最大音壓：108 dB●
分頻點：2.7 kHz●高音單體：29mm纖維
編織軟半球高音單體×1、17×45mm鋁
帶高音單體×1●中低音單體：6.5吋木質
纖維音盆單體×1●內建功放電路：250瓦
●輸入阻抗：5k歐姆●有線輸入：ADC-
in(RCA) ●無線輸入：96kHz/24bit（無損）
●尺寸：393×200×321mm（HWD）
●重量：10.1公斤●全套參考售價（包
含一對DALI Ca l is to 2 C與一部Sound 
Hub）：157,000元。

重要特點

●Sound Hub加入NPM-1 BluOS無線模組支援無損串流
●Sound Hub支援藍牙AAC與aptX-HD
●Calisto 2 C內建250瓦PWM功放電路
●配備Hybrid高音模組與木纖維中低音單體
●採取24bit數位電子分音
●可加接主動式超低音喇叭

“
”

DALI 
Calisto 2 C + 
Sound Hub
花二十幾萬組一套音響
想贏過它？很難！
文╱陸怡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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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的三音路喇叭，它的單體配置跟Rubicon 5非常相

似，搭載的「混血式高音模組」有兩個高音單體：纖

維編織軟半球高音單體的口徑是29mm（比一般高音

單體略大），我推測這應該是為了減少高音單體低端

響應的失真，並且纖維編織軟半球高音單體的發聲有

良好的擴散性，另外還有一個鋁帶高音單體，它同樣

有著良好的擴散性、並且能使Calisto 2 C的高音向上

延伸至30kHz（-3dB），在兩個高音單體之間裝有被

動元件作分頻。

在中低音單體部分，DALI應用多項自家研發的成熟

技術，包括具備輕量化、高強度與優良阻尼特性的木

纖維音盆，採用軟磁複合材料（SMC）製作極片、以

銅帽控制集中並改善磁力線分佈的均勻程度，大幅減

少因電流產生磁通變化造成的失真。Calisto 2 C箱體

則是以25mm厚的MDF板製成，夠厚夠重、能有效抑

制振動。

低失真的D類功放與低噪音電源
我們經常滑手機、您有聽說過「滑喇叭」嗎？

Calisto 2 C不只能用手機、遙控器控制音量，還可以

用手指在頂板前緣滑動調整音量，並且還能作韌體升

級。Calisto 2 C與Sound Hub之間的連接設定更是非

常簡單，它會這麼聰明就是因為「有腦」：以ARM

晶片（STM32F105）作為核心、並且用它作中低音

單體與高音模組之間的二路數位分音（24 bit），在

數位音訊進入之後以Burr-Brown PCM1796作數類轉

換，這款高階192kHz/24bit DAC晶片的動態範圍高達

123dB。

每支Calisto 2 C都內建兩組PWM（D類）功放電

路。傳統的D類放大被玩家們認為音質不佳的主因是

「高音太硬」，這要歸咎於傳統D類高頻段諧波失真

偏高，Calisto 2 C的功放電路則以負回授降低諧波

失真，在1瓦輸出狀態下全頻段（20Hz至20kHz）

的THD均低於0.005%、30瓦輸出時的全頻段的THD

則介於0.015至0.03%之間，諧波失真甚至比多數AB

類功放電路還要低。

Cal isto 2 C內建功放電路輸出功率高達250瓦

（RMS）、瞬間最高輸出還能達到300瓦，中低音與

混血高音模組之間又採取數位電子分音、使功放電路

能直接驅動錐盆單體（沒有被動元件分音造成的功率

損失），從客觀條件來看，Calisto 2 C內建的電子電

路足以充分驅動喇叭單體、表現出強而有力的聲音。

在電源電路方面Calisto 2 C則以特製的交換式電源模

組供電，DALI原廠將此交換式電源的工作頻率設計在

130kHz（遠離人耳能聽見超高音頻段的極限），就是

為了顧及聲音的純淨度。

允文允武、音響性與音樂性兼備
在設定完畢之後，我先以手機播放音樂檔案、採

取藍牙aptX-HD傳輸的狀態進行試聽，老實說，一開

始我對藍牙傳輸的音質沒什麼期待（因為數位音訊會

受到壓縮的緣故），但Calisto 2 C一開聲就已經表現

得相當與眾不同，以往我們不管是用正規的音響系統

或無線喇叭聽藍牙，聲音都會顯得平淡，低音重量不

足、高音缺少光澤與細節，但用這對喇叭聽藍牙，低

音能量與高頻質感卻像是在播放CD唱片。我知道有

不少玩家們很介意無線喇叭採取哪種方式傳輸、無

線傳輸的規格如何，但我想藉此跟各位強調一個重

點：最終決定無線喇叭表現的成敗關鍵還是「喇叭的

本質」，無線傳輸的規格是一回事、喇叭能把聲音信

號展現到什麼程度是另一回事，以Calisto 2 C播放藍

牙的音質來說，事實上已經比很多無線喇叭採取Wi-Fi

無損傳輸的音質還要出色。但是我也很清楚，用這套

無線系統聽藍牙aptX-HD並不是它們能表現的最佳狀

態，所以我在用藍牙試聽之後，隨即在正式試聽階段

改用BluOS（Wi-Fi無損傳輸）。

Calisto 2 C看起來是一對精緻的書架喇叭，但是實

際上低音厚實的程度卻像一對中型落地喇叭，中頻段

則是溫暖豐潤的類型，高音則顯得細膩而開放、清晰

而不尖峭。在新品拆箱剛開始聽的幾天，Calisto 2 C

給我的印象是「細節多、質感細、音染很低、速度很

快、爆發力強、又能唱得很大聲」，感覺就像是在聽

一對等級頗高的鑑聽喇叭，我也樂得用它們卯起來大

聲聽搖滾、嘻哈與電音，這對喇叭真不簡單，開那麼

大聲聲音還是四平八穩，低音punch的力道十足、很

有說服力，「快收快放」優異的控制力讓流行音樂顯

得生動活潑。

但是經過幾天連續長時數的使用之後，我察覺到

Calisto 2 C改變了不少：低音變得更寬鬆飽滿，中頻

顯得更為豐富而有層次，高頻變得更為柔美，幾天前

聽到的「強項」仍絲毫不減，依然維持著快速、高動

態、高解析度的特質，在充分break in之後明顯去化

了生硬的成分，不只把音樂表現得更輕鬆、更有韻

味，顯得更為均衡而寫實，當這對喇叭熟化到這樣

的狀態，我已經不只用它們聽流行音樂，Calisto 2 C

已經能充分展現出古典音樂魅力，播放巴侖波因的

Claude Debussy: Music for Piano能夠感受到鋼琴聲響

的豐富性、演奏家細膩控制的觸鍵力度對音色造成的

微妙變化，音場很有深度，堂音清晰而自然。

以聲論價，絕對值得擁有
姑且不論無線喇叭「省空間」與「便利性」這兩項

相對於傳統音響系統的優勢、純粹「以聲論價」，我

認為玩家要花二十多萬的預算買內建串流機能的綜合

擴大機加上一對喇叭，想要表現出比這套無線喇叭更

精純、更優美的聲音相當困難，而且它們不但內建高

功率功放、自身就能發出很大的音壓，還能加接主動

式超低音喇叭升級為2.1聲道系統，我在測試過程中

就有試過、整體表現就像一對體型壯碩的大型落地喇

叭。Calisto 2 C + Sound Hub的聲音表現能不能「對

得起價格」？我的答案非常肯定：它們是當前於此價

位帶最值得購買的音響系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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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血式高音模組

DALI Calisto喇叭都使用這
項設計，用兩種高音單體共

同負責高頻發聲，本圖下方

是比一般高音單體口徑略大

的纖維編織軟半球高音單

體，用它負責「較低頻率的

高頻」能減少高頻段下端的

失真。鋁帶高音的特長則

是在超高音頻段的延伸能

力，DALI Calisto 2 C的混
血式高音模組就是用它負責

「頻率較高的高頻」，主要

工作頻段我推測是從14kHz
附近開始、一路向上延伸至

30kHz。

DALI Sound Hub的擴充模組設計

Sound Hub是DALI Calisto喇叭的控制中心，內建藍牙4.2，光
纖、數位同軸與二聲道類比（RCA與3.5mm）輸入端子齊
備，還有超低音信號輸出（有分頻）、可加接超低音喇叭構成

2.1聲道系統。原廠考慮到「未來的相容性」，所以為Sound 
Hub設計兩個擴充插槽，這次我用的Sound Hub就用了其中之
一裝上BluOS模組，為這套系統增添了網路串流功能。

更簡易的配對設定

為DALI Calisto喇叭作配對設定
不必用到App，在每支Calisto
喇叭的背板與Sound Hub的
頂部都有一個顯示器、並且

各有一個「Link & Connect」
按鍵。進行初始設定時只要

依照Sound Hub快速設定指
南之中的說明，按照順序按

下Sound Hub與DALI Calisto 
2 C背板的Link & Connect
鍵、並且在每支喇叭後方進行

設定時可以直接看著顯示器

確認該喇叭的所屬聲道，最

後再按Sound Hub的Link & 
Connect鍵即可完成設定。

以無線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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