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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立陶宛的Hi-End新品牌
文╱韓享良

在

今年音響展上，有一個品牌引起我們的注意，就
是由代理商佰辰新引進的AudioSolutions，這個品

牌有太多的特殊之處，讓人不得不想多瞭解一下，我舉幾
個例子相信也會引起你的興趣。首先，這個品牌來自一個
很特別的國家：立陶宛（Lithuania），如果你是資深音響
迷，談到Hi-End喇叭，相信你可以從歐洲、美洲、亞洲舉
出很多品牌，但一定沒有立陶宛，這個緊臨俄羅斯的東歐
小國，會發展出什麼樣的Hi-End喇叭品牌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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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為了AudioSolutions的首度引進台灣，老闆兼設計師的

Gediminas Gaidelis先生專程飛來台灣與媒體見面，介紹這
個來自立陶宛的Hi-End喇叭品牌。

02 這是Vantage五週年系列的次旗艦Vantage M，在它上面還
有一款更大的Vantage L，整體造型非常有設計感，讓人聯

想到頂級超跑。

02

再來， AudioSolutions 這個品牌成立的時間並不

的完成度非常高，完全不像是只有五年資歷的品牌。

長， 2011 年時才成立的，去年是該廠成立五週年紀

而它的價格也和法拉利超跑相當，這次來台展出的

念，所以推出新的旗艦產品，稱為Vantage五週年紀念系

中央聲道Vantage C、書架式喇叭Vantage B、落地喇叭

列（Vantage 5th Anniversary），並用上了該廠所有最新

Vantage M都要百萬元以上，用料非常高檔。而這次來台

技術。這個喇叭今年在慕尼黑音響展上大放異彩，聽說展

的這些喇叭都是量產的第一號，全部都是序號001。而且

出之後引起世界各地代理商的高度興趣，光是台灣地區就

這次在圓山音響展的展出，等於還是Vantage五週年系列

有不少業者競逐，顯見AudioSolutions有過人之處。

的第一次多聲道組合呢。

而看到Vantage五週年的外觀之後，我們就能理解為
什麼代理商會爭相競爭了，因為這系列喇叭的外觀設計相

老闆Gediminas Gaidelis的創業之路

當吸睛，採用一般喇叭廠不會採用的霧面灰黑色外觀，卻

有這麼多的亮點，怎麼能讓人不好奇，而這次隨著

非常的有現代感，以亮橘色的線條切割箱體，讓Vantage

AudioSolutions首度登台，品牌創立者、同時也是工程師

五週年喇叭看起來像超跑一樣搶眼，如果把它跟法拉利跑

的Gediminas Gaidelis先生也一同來台，所以我們把握機

車放在同一個房間裡，也不會有違和感。而整個箱體做工

會安排了專訪，把這個品牌問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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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這是Vantage五週年系列唯一的一款書架式喇叭 Vantage B，雖然說是書架式型
態，設計卻完全不馬虎，跟一般的書架式喇叭有很大不同。

04 書架式喇叭Vantage B最特別地方，就是它的底部有向下發聲的低音單體，所以它是
不能搭配一般腳架的，必須結合自家設計的特別腳架。

05 中音可說是本系列喇叭設計中的重點，為了追求最純淨的中頻，中音單體的頻寬非常
寬，是Scan-Speak特別為Vantage客製的，能降低傳統分音方式對中頻段的影響。

06 採用的高音是鈹振膜高音，而且據設計者表示，是純鈹材質，而非蒸鍍方式製
作，成本非常高，也確保了更好的高頻延伸。

07 Vantage M 背後有旋鈕，可

以調整高頻和中頻量感，都
是四個檔位（ +0.5 、 0 、 -1 和

-2dB），讓你可以依空間狀況
和聆聽喜好來進行微調。
08 Vantage M的頂部為漂亮的弧
形，左右箱身為曲面，喇叭後
07

方收束成圓邊，全身無一平行
面，能抑制箱內產生特定頻率
的駐波。

08

Vantage M原廠公布規格
●設計：落地式、低音反射式設計 ●單體：2.5cm鈹振膜高音、17cm埃及莎草紙振
膜中音×2、18cm SPC紙質振膜低音×2、26cm鋁質振膜低音 ●頻率響應：21Hz30kHz ●分頻點：50Hz、200Hz、8000Hz ●阻抗：4歐姆 ●靈敏度：92 dB @ 2.83V
1m ●建議功率50~500W ●重量：75kg ●尺寸（H.W.D.）：1421×460×6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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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落地喇叭正面配置了兩只低音單體，都是Scan-Speak製品，能發出理想的中低頻。

10 Vantage五週年都是低音反射式設計，以Vantage M為例，背後就有四個頗大的低音反射孔，以強化低頻段的延伸能力。

11 以亮橘色線條切刻箱體的設計手法非常迷人，這是五週年系列才有的特殊設計。背板可以見到六角形紋理，這是採用3D列印所製作的表面，非
常特別。

12 Vantage M的底部藏有低音單體，所以底座和地面的距離是精算過的，所以喇叭高度不可調，也沒有附腳釘。底座旁邊的六角形鏤空飾板也是

3D列印製作的，很特別。

初見Gediminas Gaidelis先生，就覺得他是一個老實

還是機械與「製造東西」（build things），尤其木工方面

人，甚至有一點靦腆的感覺，在媒體面前簡報他顯得不太

（他多次笑著說：I love wood.），因為他的祖父就是一

自在，常自嘲不太會在眾人面前講話，但是當我們問起喇

位木工師父，這也是為什麼AudioSolutions的外觀設計如

叭設計的相關問題時，他的眼睛馬上亮起來，自信滿滿的

此成熟、工藝高超的原因。

說明他設計喇叭的想法，而且所談所言都有學理根據，都

在這些環境與成長背景影響下，最後 G e d i m i n a s

有測試佐證。同時能感受，他非常排斥音響界的一些「玄

Gaidelis走上了品牌創業之路，在成立AudioSolutions之

學」話術，講求以科學為準、以耳朵為準，是一個有料的

前，其實他已經花了八年時間研究喇叭，包含模擬軟體

工程師。

的運用、箱體的製作、單體的配對、分音器的設計...等

他是怎麼踏入音響圈？最後甚至創立立陶宛第一個

等，一直覺得夠成熟了，才在2011年成立品牌。

Hi-End喇叭品牌呢？原來Gediminas Gaidelis受父母影

那在立陶宛這樣的國家，Hi-End音響產業發展得好

響，從小就非常熱愛音響，五歲時就自行組裝人生的第一

嗎？Gediminas Gaidelis講得坦白，他說在立陶宛這樣的國

對喇叭，不過當時只是用紙板和螺絲做個外觀而已，而到

家，多數人仍然從事傳統產業，例如農業還是立陶宛很重

14歲時，他就真的會自己買單體、設計分音器、組裝箱

要的文化，買Hi-End喇叭的人仍然很少。那為什麼他想要

體，做出真正能發聲的喇叭。Gediminas Gaidelis唸書取

自創品牌，而且一直做到這麼頂級的程度呢？他表示，立

得的學位也是和音響有關的電子工程，不過他真正喜愛的

陶宛人有一種精神，就是：要嘛不做，要嘛就要想辨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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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tage C原廠公布規格
●設計：中央聲道、低音反射式設計 ●單體： 2.5cm 鈹振膜高音、 17cm 埃及莎草
紙振膜中音× 2 、 18cm SPC 紙質振膜低音× 2 ●頻率響應： 30Hz-30kHz ●分頻
點：200Hz、8000Hz ●阻抗：4歐姆 ●靈敏度：92 dB @ 2.83V 1m ●建議功率
30~300W ●重量：75kg ●尺寸（H.W.D.）：450×1191×6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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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這是Vantage五週年系列中的中
央聲道Vantage C，尺寸相當

大，寬度超過一公尺，配置五
顆單體，高音為鈹高音，是相
當頂級的設計。

14 俯看Vantage C中央聲道，它的
箱體很深，箱身沒有任何平行
面，設計講究。細看表面，有
霧面黑與格紋裝飾相交，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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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好，這就是立陶宛人精神，也是他的創業精神。

漂亮。

不同，他發現振膜的軟硬度也會隨溫度有變化，所以喇叭

他的說法不是蓋的，因為當我們聊到產品的設計與製

的聲音也會不同，導致分音器設計常要耗時一年以上，以

造時，Gediminas Gaidelis說的一些過程，能讓人感受他

取其中的平衡點。我初聽時有點詫異，四季溫度不同導致

親力親為的態度，和在立陶宛成立Hi-End品牌的艱苦。例

喇叭發出的聲音不同，會有這麼明顯嗎？他再往下講我

如箱體製造部份，因為公司規模還不大，AudioSolutions

就啞然了，原來立陶宛的冬天會達到零下20度，夏天則

的所有喇叭都是在立陶宛的首都維爾紐斯（Vilnius）生產

是可以有攝氏30度，所以一年間的溫差可以達到50度之

的，全部手工製造。而Gediminas Gaidelis對於品質的要

大，在這樣的環境中設計喇叭，真的會碰上材料冷熱變化

求甚高，有些部份是他親自製造（也因為他本身有木工專

的巨大影響，這是身在台灣的我們難以想像的。

長），而且參與並非偶一為之，而是有排定班表，某些部
份就是排好由「老闆親自出馬」，親自組裝、打磨、要求
每一個細節，在Hi-End音響產業裡面恐怕沒有多少老闆會
親自參與組裝、打磨的過程。
還有分音器的設計過程也令我吃驚， G e d i m i n a s

高水準箱體設計的背後
好了，接下來我就整理訪談內容、正式介紹Vantage五
週年系列的設計重點，AudioSolutions是不是一個有料的
品牌，你看了就知道。

Gaidelis曾談到Vantage的分音器設計比較特殊（後文會說

先從Gediminas Gaidelis最自信的箱體設計談起吧。內

明），所以要花比較長的時間設計，而隨著一年四季時節

行人看了就知道Vantage喇叭的設計是有概念的，箱體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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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tage系列從內到外都給人很不一樣的質感，然
而所有的設計都有道理，完成度都很高，真是不能小
看這個從立陶宛來的Hi-End品牌。

側是曲面、頂部是曲面、前後是曲面，箱身完全沒有任何

來是一種石粉末（Stone powder）與漆料（Lacquer）結

平行面，能避免箱內產生特定頻率駐波。Vantage喇叭的

合的材料，原料是特別從德國進口的。這樣的做法讓表面

尺寸不算小，要做出這麼大尺寸的曲面箱體，必須擁有

非常耐用，除了耐刮，觸摸也完全不會留下指紋。你以為

大型機具和足夠的技術能力，而Vantage的箱體完成度極

石粉末會粗糙或不好看嗎？完全不會，因為當石粉末細到

高，AudioSolutions雖然才成立五年，但手法完全不輸老

一定程度時，其實會發出細微的亮光，Vantage喇叭的表

資歷的喇叭廠牌。

面就是，近看有一種細微發亮的顆粒感。

Gediminas Gaidelis特別補充：壓彎板材做出曲面不是

而在喇叭背板部份，可以在表面看到很細緻的六角

為了好看而已，在壓彎的過程中，板材與板材之間會自然

形格紋，一問才知道，表面的花紋竟然是用 3D 列印技

出現細微的空隙，有提高阻尼（Damping）的效果，能抑

術做出來的，而材料就是和黑膠唱盤相同的 Vinyl 。 3D

制多餘聲波能量透過箱體傳導，也就是有聲學上的好處。

列印雖然能做出很多效果，但速度很慢，適合量產嗎？

接下來也是重點， Va n t a g e 五週年採用的不是一

Gediminas Gaidelis表示，他願意嘗試任何新方法來製造

般MDF板（中密度木夾板）或HDF板材，而是特選的西

喇叭，尤其面對Vantage五週年這種最高級的設計，3D列

伯歷亞白樺木（Siberian Birch Plywood），這種樺木因

印就是他願意採用的一種方法。

為生長在嚴寒地區，生長速度非常慢，所以有很高的密

最後再談到 Vantage 的整體造型設計，用亮橘色線

度，比起美國樺木或其它地區的樺木都硬上許多。除了箱

條切割箱身真是一絕，讓喇叭看起來就像跑車一般。

身硬，喇叭內部還有大量的補強助條，所以Vantage喇叭

Gediminas Gaidelis表示，他長期觀察Hi-End市場，喇叭

的箱體非常堅固，就算播放大動態音樂也穩如泰山，用手

設計都很類似，不是木紋，就是黑、白亮面，難道喇叭只

觸摸箱體表面幾乎感覺不到振動。

能這樣嗎？好像喇叭都沒有個性，看看汽車工業吧，同

Vantage五週年的箱體表面處理也是與眾不同，呈現一

樣是車，透過設計手法，車的外觀可以是休閒的、性感

種灰黑色的霧面，經Gediminas Gaidelis解釋才知道，原

的、可愛的...風貌很多變，喇叭難道不行嗎？他就是希望

音響展 | 特別報導

PRIME AV
老闆兼設計者的Gediminas Gaidelis談吐靦腆，但只要

一談到技術，眼睛馬上亮起來。他提到，在立陶宛設計喇
叭，竟然要面對50度的溫差，真是難以想像。

能透過設計和不同材料的運用，讓喇叭看起來不一樣，而

設計，一樣無法找到好聲音。結果一問之下，這部份也都

Vantage五週年就是他想法的實踐。

在Gediminas Gaidelis的思考之中，別看Vantage M配置很

多單體，其實最核心的只有一個，就是中音，Gediminas

單體與分音器處處是講究

Gaidelis表示：或許每個人對於聲音的喜好不同，有些人

當然，好的喇叭不能空有箱體，想發出好聲音，單體

喜歡高音多些，有些人喜歡低音多些，但沒有人會排斥美

和相關聲學設計也很重要，這部份也有很多亮點。以落

好的中音，所以在單體配置上，他優先想追求的是純淨無

地式的Vantage M為例，它是較罕見的3.5音路設計，配

染的中頻段。

置了 5 只單體，這些單體都是向單體名廠採購來的，例

為了中頻的純淨和線性，就要避免分音器干擾，所

如Scan-Speak，選擇特性較佳的製品，如果原廠的性能

以他特別規劃了「頻寬超寬」的中音，頻寬涵蓋

無法滿足，他就會開出需求，請單體廠特別設計製做。

200Hz~10,000Hz，讓人耳最敏感的頻段沒有分音器的存

Vantage M最上面配置的是17公分的中音單體，振膜

在。Gediminas Gaidelis笑著說，這幾乎已經是一個寬頻

是特殊的埃及莎草紙（Egyptian Papyrus）。往下是2.5

（Wide Band）單體了，很少有中音單體能涵蓋這麼寬的

公分高音，振膜是頂級喇叭才會採用的「鈹」振膜，據

頻寬，Scan-Speak原有的規格品也無法達到要求，是在

Gediminas Gaidelis說是整塊鈹材料，而非蒸鍍作法，成本

他的要求之後，特別客製出性能優異、頻率響應非常平直

非常高，讓Vantage M的高頻可以漂亮的延伸到30kHz。

的超寬頻中音，裡面的磁鐵、線圈等細節都和制式規格品

再往下是兩只18公分SPC紙質振膜低音。然後在箱體底

不同，這才滿足了他的要求。

部，還藏有一只26公分鋁振膜低音，朝下運動發聲。

不過，如果讓中音負責到較高的頻段，聲音就會出

是不是單體裝得越多聲音就越好呢？並不盡然，內行

現「指向性」，這點沒關係嗎？Gediminas Gaidelis表

人就知道，單體多也會帶來別的問題，例如分音器就是一

示，如果跟分音器所帶入的干擾相比，犧牲一點指向性

個需要考量的問題，如果沒有好的分頻規劃、好的分音器

是微不足道的，畢竟能負擔得起Vantage五週年的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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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從側面看Vantage M和Vantage B，還真是漂亮。它們的箱體可不是一般的MDF板喔，而是高密度、高強度的西伯利亞
白樺木板，所以加工也更困難。

16 Vantage系列的用料都是最頂級的，例如喇叭端子都是WBT製品，採用獨特的Tri-Wire設計。

17 AudioSolutions喇叭表面呈現罕見的霧面灰黑色，這是由「石粉末」和「漆料」結合的特殊處理，更為耐刮，而且完全
不會留下指紋，近看還有微微發亮的顆粒感。

18 未了克服空間問題，現場用了兩套自動等化設備，包含Dirac Live Mini DSP和Lyngdorf MP-50（RoomPerfect），不
過仍然無法讓這套喇叭的實力徹底展現。

者，聽音樂一定是採取比較認真的態度，多數一定是坐在
皇帝位聆聽，所以指向性不會是問題。

而這三個低音單體的分音方式也有學問，正面的兩個

低音單體，負責的是200Hz以下，而底部的低音單體則

是負責50Hz以下，低音單體與超低音單體之間沒有分頻

低音設計暗藏玄機

網路濾波，依單體特性自然滾降（這也是Vantage M為什

另外低音單體的配置也暗藏玄機，舉例來說，Vantage

麼是3.5音路的原因）。也因為這兩組低音負責的工作不

M這種中大型落地喇叭，很多設計者會把正面的低音單體

同，振膜設計也有差異，正面兩顆低音是18公分SPC紙

設計在比較靠近地面的位置，Vantage M正面的單體配置

盆振膜，是Scan-Speak的製品，振膜表面有清楚的切割

則是比較集中。然後在喇叭底部，又藏了另一個低音單

紋。而下面那顆低音，採用鋁質振膜，剛性更強，經得起

體，朝下運動，這樣的設計有什麼用意嗎？

長衝程的劇烈往復運動。

Gediminas Gaidelis 指出，喇叭單體的位置越分

有關低音的設計還有一點很特別，就是書架式的

散，各單體發出的聲波到達人耳的時間差就越大，越會

Vantage B，在它底部也有低音單體，朝下運動發聲，這

產生相位失真，為了避免這樣的狀況，他傾向讓單體的

代表它無法搭配一般腳座，因為腳座的頂部會擋住單體的

位置盡量集中。至於藏在底部的低音單體，因為負責的

運動，所以Vantage B有一套特別設計的腳座，從背後連

是極低頻和能量感，已經沒有方向性的問題，所以將它

接喇叭箱體，讓喇叭下方的低音能夠運作，很罕見。為什

設置在底部。而喇叭底部距離地面的高度是經過特別拿

麼要這樣設計呢？Gediminas Gaidelis表示，因為他希望

捏的，可以擠壓空氣，讓能量從腳座的空隙洩出，讓低

Vantage B能有更好的低頻表現，但不希望把太多單體配置

頻可以有更低的延伸。

在正面，全部配置在正面，不僅會加大喇叭體形，低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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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這是入門系列OVERTRUE的箱體外觀，你看，竟然有這麼多種做

法，完成度又非常高，而且都很美觀，真不像是一個五年資歷的
喇叭廠能做出來的效果。

20 尤其這個波浪狀的花紋，讓直角直線的入門喇叭有了高級風
采，放在空間裡還有美化空間的效果。

21 這是Gediminas Gaidelis對付「網罩」問題的獨特手法，他讓喇叭

的前障板是可以拆卸的，產品直接內含兩塊前障板，差別只在於
其中一塊有網布。

22 這就是裝回前障板的樣子，右邊是無網布，左邊是有網布，不像
傳統設計，為了「網罩」會在前障板前面再多加一塊木頭框架。

Vantage B原廠公布規格

●設計：書架式、低音反射式設
計 ● 單 體 ： 2.5 c m 鈹 振 膜 高 音 、
17cm 埃及莎草紙振膜中音、 22cm
紙質振膜低音 ●頻率響應： 30Hz30kHz ●分頻點：150Hz、
8000H z ●阻抗：4歐姆 ●靈敏
度：92 dB @ 2.83V 1m ●建議功
率30~400W ●重量：50kg ●尺寸
（H.W.D.）：1281×392×553 mm

其它中音、高音也會出現聲音時間差的問題，聽眾要坐得

Gediminas Gaidelis表示，這樣的影響不僅儀器測得

比較遠才會有好效果，而Vantage B應該是要比較近距離

到，也聽得出來，所以他一開始設計喇叭時都是不做網罩

聆聽的喇叭，這樣的做法是他認為最好的方式。

的，但很多消費者沒辨法接受，他只好再想辨法找出兩全
之策，而他想到的辨法很特別，就是直接讓喇叭的「前

獨特手法解決網罩問題

障板」是可以拆卸的，然後直接給消費者兩塊前障板，一

從上述對Vantage的設計說明中，就能看出Gediminas

塊是有網布的，一塊是沒有網布的，無論消費者想裝哪

Gaidelis很有想法，而且每一種想法聽起來都有道理，而

一塊，喇叭的前障板都是一樣的材質、一樣的形狀，差

他的獨特想法並不只於Vantage五週年系列，就連平價製

異只在於有沒有那層薄薄的網布，如此一來，將不再有

品他也有很多獨到見解，例如「網罩」。

傳統設計「加一塊木頭框於前面板」的問題。Gediminas

一般喇叭都會附上網罩，避免小孩子損壞單體，而

Gediminas Gaidelis對於網罩非常排斥，他認為，網罩並

Gaidelis苦笑說，這是非常高成本的作法，等於一對喇叭
就要給四塊前障板，但是為了聲音，他願意這樣做。

非真的只是一層網布那麼簡單，為了固定網布，網罩其實

那Vantage五週年為什麼沒有類似設計呢？Gediminas

都會有一個大尺寸的木頭外框，整個貼於前面板，對聲

Gaidelis表示，Vantage是該廠最頂級的設計，所以一切都

音會有不良影響。其實想想也有道理，有些喇叭為了避

要是最頂級作法，所以他不考慮網罩，以免破壞自己的心

免高頻繞射問題，會細緻的控制箱體表面造型，或是在高

血結晶。而且他認為，能負擔得起Vantage的消費者，聽

音周圍布置各種特殊材質，如果加上一大塊木頭框於前障

音樂應該會是在專門的聆聽室，會很小心的對待喇叭，應

板，怎麼可能對聲音沒有影響呢。

該不太會有損壞單體的情形。

23

24
23 這是入門系列OVERTRUE的中央和書架式喇叭，前障板一樣都是可以拆卸
的，而且高音前方都有「導波器」設計，這也是AudioSolutions很堅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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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設計。

24 其 實 在 V a n t a g e 五 週 年 系 列 之 前 ， 還 有 一 款 舊 旗 艦 ， 叫 V a n t a g e

Classic ，設計與五週年有頗大不同，較為傳統和典雅，也因為型態不

同，未來將會持續販售。

25 這是AudioSolutions旗下比較特別的喇叭Guimbarde（口簧琴），特別設
計給「近場監聽」之用，解析力非常出色，也是該廠少數採用鋁金屬高音
的喇叭。

25

讓人對Vantage五週年的真正實力充滿期待

段有明顯的峰值與陷落，代表低頻受空間影響有很大扭

專訪完畢，我們發現Gediminas Gaidelis真是有想

曲，用RoomPerfect或ARC的等化功能可以達到一些修正

法、有技術，而且很實踐派的老闆，真的是不能小看這

效果，但距離完美的狀況還是有一段路，所以即便現場聽

個來自立陶宛的廠牌。訪談完畢，當然要坐下來聽聽看

的效果已經很不錯，但我們都知道這只是Vantage M的一

囉，Vantage M一開聲果然讓人感受它的威力，聲音結像

部份實力。兩聲道部分如此，更需要低頻的多聲道部份自

非常清晰、音像精準，質感也相當不錯，而且聲音的動態

然難逃影響了，可惜了劉先生還特地準備了Acer雷射4K

頗大，果然潛力十足。

投影機VL7860和銀幕，要好好讓我們領教Vantage五週年

不過聽久也能感受，圓山飯店的三樓展房對它來說太小

的第一次多聲道演出呢。

了，就算是在兩倍大的空間裡聽也絕無問題。再來，圓山

和劉先生討論之後，他決定展後將可能找一間音響專

的三樓展房並不利於聲音表現，喇叭的背後就是玻璃落地

門店，將Vantage五週年多聲道調整到最理想的狀態，再

窗，窗外就是陽台，等於喇叭背後無實牆。而隔間牆又很

請我們去聽，屆時我們會把心得與各位讀者分享。再

空虛，隨手拍打就能感覺牆內有空腔結構，加上空間尺寸

來，在音響展之後，會送一套AudioSolutions比較平價

不大，沒有太多擺位餘裕，讓Vantage M發出的低頻無法

的喇叭系列（名叫OVERTRUE）來本公司，讓我們在社

留在房間內，聲音的密度感自然打折，Gediminas Gaidelis

內進行評鑑，測試報告預計刊載於下一期雜誌，敬請期

現場也表示Vantage M的表現可以更好。

待。相較於Vantage五週年的頂級價格，OVERTRUE系

面對這樣的狀況，代理商劉先先也苦笑說，圓山展

列就平實許多，無法負擔Vantage五週年的朋友可以先

房實在不好處理，因為上述的空間問題，他特別找了多

參考OVERTRUE系列，以此為起點，認識這個來自立陶

部器材來進行空間聲學測試，兩聲道部份使用了Dirac

宛、內涵不凡的Hi-End喇叭品牌。

Live Mini DSP，而多聲道部份使用了Lyngdorf M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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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碼前級內建的RoomPerfect功能，以及Anthem環擴
的ARC自動測試，結果都一樣，在200Hz以下的極低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