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頂級、亦是起步！
PrimaLuna

EVO 400

膽前級放大器＋膽功率放大器
文｜陳海川

十

六年前，即2003年，PrimaLuna於歐洲面世，瞬即得

個收到PrimaLuna最新系列EvoLution前、後級之代理商，

到歐洲評論家的高度評價，一年後再進入美國市場亦

現由本刊率先為大家介紹並試音。

大受歡迎，贏得歐美音響天書口碑。其後，於2006年初次
登陸香港，讓我認識到其音樂感之高、售價之實惠、性價
比之誇張，絕對係市場上難得之貨色，但數年後卻淡出了
香港市場！

PrimaLuna於2003年先由單一系列ProLogue起家。
ProLogue系之下，有ProLogue Three前級、Four及Five兩

最近，PrimaLuna以一全新系列重返香港市場，不單跟

聲道後級，以及Six及Seven單聲道後級等五款作品。取得

初次登陸香港的產品不一樣，就算比起現於歐、美市場售

成績後，於2006年再發展出更高級的DiaLogue系，並發

賣中的型號還要新。據知，香港總代理先聲音響，就是首

表DiaLogue One及Two合併機，更於2007年中旬，推出

全文輯錄自香港「Hi Fi音響」
2019年4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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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Luna

EVO 400

ProLogue Eight膽CD機，世界第一款基於真空管的數據時
鐘設備，同樣大獲好評。DiaLogue及ProLogue之名一直沿
用，當再推出改款升級型號後，再於DiaLogue或ProLogue
之後，冠上Premium Hp、Premium或Classic，以資識別。

『PrimaLuna的設計團隊深信，他們創造了在別處找不

至於本篇的主角EVO 400前級及EVO 400後級，則是來自最

到的獨特結構真空管放大器，其作品更是能讓大家在非常

新的EvoLution系。

實惠消費下，更接近音樂。』

初心

最為看重者

EvoLution系之新，就是新鮮得在今期截稿時，官網上

他們深明，產品價格具競爭力、音樂表現有水準之同

仍未發表，更未於歐、美市場上市，就只有香港總代理先

時，亦要可靠、耐用兼操作方便，方能在市場佔一席位。

聲音響收到幾台正式投產後的貨辦。

而他們最為看重者，包括延長真空管壽命與自動適應偏

筆者從使用手冊中得知，最新EvoLution系的前級及後

壓、輸出變壓器及點對點內部接線。

級同樣各有四級型號，而本篇主角EVO 400前級及EVO 400
後級，則同為系內最高級型號，即EvoLution最新旗艦前、
後級配。

最佳的偏壓
為求延長真空管壽命，他們自行研發出一套專利技術

擁有PrimaLuna這旗艦前後級消費多少？僅＄70,600！

Adaptive Auto Bias™自動適應偏壓電路。用於後級身上，

就只係七萬餘消費？係！只因它們出自產品向以性價比超

不再需要對輸出級上每支真空管或每組真空管進行手動偏

高見稱的PrimaLuna門下。

壓調節。他們認為，對輸出級上每支真空管個別進行偏壓

PrimaLuna之所以有、並能一直維持這超高性價比的

調整，就不再需要額外花費且麻煩尋找一對或一組匹配的

質素，全賴背後兩位分別來自美國及荷蘭的重要人物Kevin

真空管。當Adaptive Auto Bias™自動適應偏壓電路介入，

Deal與Herman van den Dungen。他們所帶領的跨國團

每支真空管的工作更穩定下，整體失真水平即下調百分之

隊，集合了音響研發、真空管運用、市務及銷售等方面有

五十之同時，更因每支真空管在最佳的偏壓下安穩地工

數十年經驗之人，最重要是兩主事人能夠不受引誘，堅持

作，輸出級真空管的壽命，保守估計即可延長至2500-3000

讓消費者能夠在非常實惠消費下更接近音樂的初心！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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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方表示，曾有一意外特例，一南加州用家誤信朋友

EVO 400前級

之言，說24小時不關機下聽起來會更好聲。結果他連續六
個月二十四小時長開其PrimaLuna後級，總計四千多小時。
為安全計，廠方付運了一套新膽給他更換，同時亦回收了
他的舊膽，並對這堆舊膽進行了基礎測量，結果叫他們震
驚，測試數據顯示，這些已連續使用超過四千小時的舊管
之狀況，竟仍有全新膽的九成水準！

‧手工製造的重型全通風鋼製底盤，機箱表面以汽車級
高光澤焗漆處理，五重塗層，全以人手拋光處理。
‧通常只會在高價位產品上使用的點對點內部接線工
藝。
‧附帶適用於所有EVO前級，造工精美的重金屬遙控
器，更可用以切換後級的TR（三極）或UL（五極）放

自行設計及繞製
膽後級身上最重要又最昂貴的部件是輸出變壓器，當
大多數人為減省成本而購買「現成」且「足夠好」貨色之
時，PrimaLuna卻是業界中為數不多的幾家，自行設計及繞
製供電及輸出變壓器的製造商之一，並分別由兩位在荷蘭
及美國、經驗豐富的設計師負責，為各PrimaLuna合併機或
後級度身訂製出負載寬鬆、寬頻又高效率的輸出變壓器，
令它們能夠輕鬆對應低效率喇叭。

大模式。
‧高級用料：包括用於左右聲道電源的獨立（較
Dialogue Premium更新、更精良的）環形變壓器／陶
瓷真空管插座／ALPS音控器／Nichicon及DuRoch電容
器／5AR4整流管／12AU7輸出管／鍍金RCA及XLR輸
入及輸出端子。
‧100％屏蔽的唱放電路獨立機箱，用於安裝額外選置
的PhonoLogue MM唱放電路。
‧SoftStart™漸進啟動電路，可延長敏感元件的使用壽

點對點搭棚
點對點內部接線，即港式發燒術語：搭棚！其重點
在於盡量減少倚賴PCB印刷電路板，尤其在真空管插座之
下。如為求減省人工成本，真空管插座下使用印刷電路
板，每次將真空管插入或拔出插座時，必會令PCB彎曲、
變形。另，真空管的工作高熱，必會經由插座及空氣，
傳至其下方的PCB。上述兩影響相加，勢必令PCB加速老
化，日子有功，將出現彎曲、破裂，銅跡剝離，引致雜
噪、失真，甚至故障。
PrimaLuna將陶瓷插座固定在通風的鋼板上，再通過
螺絲固定在鋼底盤上。整個訊號路徑，包括電阻器及電容
器，均是由工匠以優質接線、以手工精心點對點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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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並減少因熱衝擊導致真空管故障之可能。
‧所有PrimaLuna電源變壓器均包括PTP™（電源變壓
器保護）電路。當電源變壓器由於環境、過載或設備中
的某些問題而過熱時，內部熱敏開關即會斷開主電源，
讓設備在損壞之前冷卻。冷卻後，接觸恢復，如果沒有
任何損壞，放大器將重新啟動並正常工作。
‧五組Line輸入RCA（x3）或XLR（x2），RCA或XLR
輸出各一組，RCA的Tape Out錄音輸出或HT家庭影院
輸入各一組。

EVO 400後級

怎個玩法？
是次試音，代理送來一台EVO 400前級、兩台EVO 400

‧手工製造的重型全通風鋼製底盤，機箱表面以汽車級高

後級（兩套共十六支原裝跟機的EL34），另額外多加八支

光澤焗漆處理，五重塗層，全以人手拋光處理。

Tung-Sol KT150，以供我們作不同配搭、玩法去聽聽這最

‧通常只會在高價位產品上使用的點對點內部接線工藝，

新EvoLution系旗艦前後級的不同可能。

並將次級輸出接線升級為18AWG的Teﬂon皮／鍍銀線。

怎個玩法？玩法如下：先聽至基本的一台EVO 400前級

‧附帶造工精美的重金屬遙控器，供切換輸出級TR（三

加一台配上原裝EL34膽的EVO 400後級，然後將後級換上

極）或UL（五極）放大模式。

KT150再聽。此外，得玩大點，將兩台配上原裝EL34膽的

‧高級用料：包括用於供電的環形（較Dialogue
Premium HP更新、更精良的）變壓器及扼流圈電源濾波

EVO 400後級，轉成單聲道模式。純粹以數字去睇，就是三
級消費及多種功率數字：

器。由美國最負盛名的變壓器設計師，定制設計、封裝之

三級消費

輸出變壓器，以實現最低的顫噪、寬頻帶。陶瓷管插座／

一）一台EVO 400前級加一台配上原裝EL34膽的EVO 400

Nichicon及DuRoch電容器／12AU7超高速整流／鍍金、

後級，以七萬零六百元起步。

重型、實心軸之喇叭線接線柱／鍍金RCA及XLR輸入插

二）多買八支KT150，額外消費（每支計／視乎數量）大概

座。

為60-100美元不等。

‧PrimaLuna獨有的最新一代Adaptive Auto Bias™。該
電路可持續、即時監控，並平滑地調整偏壓，足以大幅減
少失真。新加入一個廣泛的輸出級保護電路，附+ B繼電

三）一前級、兩原裝EL34膽的單聲道模式後級，消費大概
為十萬零五千九百元。

器，以便在真空管發生故障時保護輸出變壓器、電阻器及

多種功率輸出

高壓電源。

一）立體聲模式EL34（TR/三極）38瓦x2

‧備有設於機箱外側之高或低偏壓轉換掣（見圖），這意
味用家在無需螺絲批或任何工具下，即可簡單直接地因應

（UL/五極）70瓦x2
二）立體聲模式KT150（TR/三極）51瓦x2

不同的輸出管，作出最佳偏壓設定！
‧所有PrimaLuna電源變壓器均包括PTP™（電源變壓器

（UL/五極）89瓦x2
三）單聲道模式EL34（TR/三極）82瓦x1

保護）電路。當電源變壓器由於環境、過載或設備中的某

（UL/五極）140瓦x1

些問題而過熱時，內部熱敏開關即會斷開主電源，讓設備

另外，我更由本社一百四十方呎的細房，玩到

在損壞之前冷卻。冷卻後，接觸恢復，如果沒有任何損

四百五十方呎的大房；再由推二路書架喇叭仔ProAc

壞，放大器將重新啟動並正常工作。

Tablette Anniversary、玩到座地大喇叭KEF R11與B&W

‧配備單聲道或立體聲切換功能，於背板上打掣即成。

802 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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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唱邊切換

就是兩種聽法，前者悅耳、安逸；後者多點激情、令

衷心欣賞！欣賞可以安坐皇帝位上，輕鬆地遙控（TR/

人情緒逐漸高漲，確係要看聽音時心情、口味去選擇。試

三極）或（UL/五極）切換，更是邊唱邊切換，即時A/B、

音當日，好心情的我傾向多點激情的（UL/五極）。但都不

B/A、A/B……比較究竟（TR/三極）抑或（UL/五極）更適

要緊，只要擁有這後級，只管遙控器在手，即可隨時、隨

合正播唱中的錄音。後級有跟機的切換專用遙控器之餘，

心取捨！

透過EVO前級的遙控器亦可切換。至於高或低偏壓之設
定，我較喜歡全程以高偏壓進行的活生效果。

更放更自如
依然係一台立體聲模式下的EVO 400後級，但換上

隨心取捨
一台EVO 400前級，加一台配上原廠EL34膽、立體聲

下，說來有趣，（TR/三極）與（UL/五極）的差別變得較

模式下的EVO 400後級，推動ProAc Tablette Anniversary

使用EL34之時細。在這之下以（TR/三極）播小提琴已有

在細房開聲，可謂一開聲即無投訴！播出Isabelle Faust拉

足夠激情，而（UL/五極）在大場面氣氛上則明顯佔優，

奏〈JS Bach：Partita II BWV 1004〉，在細房中，一把小

就是《Jason Mraz's Beautiful Mess - Live on Earth》中的

提琴所激起的堂音、泛音豐滿得來幼滑，小提琴自身的聲

〈Sunshine Song〉，KT150的現場人群包圍感，喧鬧的氣

音有肉又流暢。伸手去按動遙控上的（TR/三極）或（UL/

氛明顯比（TR/三極）實在，Jason Mraz的演譯更放更自

五極）切換按鈕，即時由（TR/三極）轉到輸出高近一倍的

如，由心而發的情緒更真摯。

（UL/五極），聽起來堂音、泛音量感不變，但多了一份想
向外擴張的進取感，小提琴自身的聲音更即時多添一份英
氣，多一襲粗樸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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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150膽。即無論（TR/三極）或（UL/五極）皆更高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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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優勢

有序地逐步升級

在四百五十方呎的大房中，於EL34為輸出管的單聲道

既是頂級，亦是起步！玩了一大轉，我對PrimaLuna這

模式之下，先後聽過KEF R11與B&W 802 D3。雖然KEF

EvoLution系旗艦前後級的睇法是，以這消費七萬多的一套

R11的消費明顯低一大截，四萬幾近五萬與二十萬之別，

旗艦前後級作為基本起步，已能滿足不同音樂類型或聽音

但在兩件單聲道模式EVO 400後級的策動下，R11仍有其優

口味，更是同一套前後級就已經有得玩又有得揀，所指的

勢，就是以（UL/五極）的140瓦去播〈Sunshine Song〉，

不單是（TR/三極）或（UL/五極）間之好玩與彈性，更是

現場的喧鬧氣氛，粉絲、群眾歡呼該有的搶耳感，Jason

指換膽或玩單聲道上升級空間之大。跟每每考慮換機升級

Mraz演譯、唱腔情緒跌宕的動感，以至透心的情緒牽扯

的思考方式大不同，重點在於可安心地由一套消費實惠的

力，從單聲道（UL/五極）模式下的EVO 400後級加上R11

膽前後級起步後，仍可作持續發展，有質素、有序地逐步

出來，確實有聽頭之同時，更具感染力。

升級。

TR/三極的細膩

至於兩件EVO 400後級在單聲道模式下推動B&W 802

D3的表現，則是以（TR/三極）的82瓦去欣賞古典樂為上。

未知你可曾聽說過此一說法？如消費預算已足夠買一
個有誠意、有良好往績牌子的旗艦產品，又何必用同一消
費，換來另一名牌那可能將貨就價的入門產品及其附帶的
虛榮感覺？

以（UL/五極）下的140瓦去驅動802 D3，驟耳聽來，在

注意事項：話說，無論海外或本地，談論到PrimaLuna

Riccardo Chailly指揮萊比錫布商大廈管弦樂團玩《布拉姆

專利註冊的Adaptive Auto Bias™自動適應偏壓電路技術

斯第一交響曲》的強音大合奏下，似更具威力，但細部的

的厲害程度時，為求令大家感受到有多厲害，不單描述得

弱音變化，弦樂或管樂群該有的參差質感卻明顯不及（TR/

繪形繪聲，甚或圖文並茂地顯示，於同一後級上混合使用

三極）下的82瓦細膩。

EL34、KT88、KT120、KT150下，依然能夠運作……云

當播出獨奏如Isabelle Faust〈JS Bach：Partita II BWV

云！

1004〉的一把小提琴，（UL/五極）似有把堂音、泛音模

事實係能夠著機、有聲出，並不代表運作正常。試

糊化之嫌，就連小提琴自身聲音的起伏變化亦略嫌粗疏。

問，在同一聲道上，若以兩種不同功率的真空管作推挽放

有比較下，（TR/三極）整體明顯較細緻的變化、較立體的

大，還能說正常運作嗎？根本無必要，亦看不出有任何好

對比下，更能帶出那份英氣，以及轉彎抹角之間滲出的激

處，除非將之當成行為藝術的一部份……！

情。

總代理：先聲音響有限公司
零售價：HK$35,300（EVO 400前級）
HK$35,300（EVO 400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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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森

小喇叭最需要的魔術棒

作

為本刊的總編輯，我有責任為
那些消費預算不是太高的讀

者在音響巿場裡尋寶，挑選一些「平靚正」的器材借回來，在
本刊的一大一小兩間試音室裡徹底試聽，不斷為普羅Hi Fi音響發燒友搜羅出值得購買的靚聲器材
及接線。每年一度的年度最超值音響器材選舉，更是我們誠意為廣大讀者精挑細選出各類別的優質
靚聲抵玩產品。2018年度得獎的書架式揚聲器是有能力向所有LS3/5A揚聲器挑戰的ProAc Tablette
10 Signature，得獎的真空管合併式擴音機是Audio Note Oto Line SE Signature，當我在本刊細房
聽過這台EL84單端式放大的重料10W合併式膽機，驅動一對ProAc Tablette 10 Signature所產生的
「超夾聲」協同效應，將真空管放大器的magic與小喇叭的特長共冶一爐，我的首個反應是必須向
本刊的讀者們「大聲疾呼」，這個配搭真的「超靚聲」、「超好聽」，在一般香港人不足200平方
呎的客/飯廳裡使用來欣賞各類型音樂，我實在想不出同價範圍內有哪個組合比它們更好聲更抵買!
今個月我又有「開心大發現」，我在本刊細房聽了一套總值七萬港元的「全搭棚」式焊接膽
前、後級，驅動長駐細房已七年的ProAc Tablette Anniversary（被本刊評選為 2011年度最超值的
書架式揚聲器），那種「超靚聲」、「超好聽」的強烈感覺又來了。
我喜歡聽到完全「甩」喇叭的音像定位與濶大的音場，我又喜歡聽低音大提琴、鋼琴及鼓合奏
的爵士音樂。ProAc Tablette Anniversary小書架喇叭不僅出人聲靚到迷死人，其低頻的量感、延伸
力、音場的濶大感與音像完全離箱的定位感，完全突破了小喇叭的傳統框框 — 喇叭箱越小低頻便
越弱，沒有足夠的低頻能量便無法營造出濶大的音場感。ProAc Tablette Anniversary採用了ProAc
設計的5吋Kevlar音盆中/低音單元（從外觀看似是ETON單元採用的 Nomex / Kevlar音盆而非B & W
長期採用的Kevlar編織黃盆），配合箱背的大口徑低音反射管開口，86dB靈敏度加上大功率承載
力，令 Tablette Anniversary的全頻表現明顯超越了同級別的小型書架式揚聲器。過去七年來我在
本刊細房聽過不少合併機推動的Tablette Anniversary，我以為已把它們的潛質全部發掘出來了，怎
料到今回煮酒試聽這套PrimaLuna EVO 400前、後級，才發覺這對ProAc小喇叭的音質原來可以更
上一層樓，再一次証明了ProAc喇叭始終最夾膽放大器，而且遇強越強，遇到每聲道以兩對EL 34
以三極管模式推挽放大、輸出35W（8Ω）的PrimaLuna EVO 400，高、中、低音的表現皆全面超
越了我以往對它們的舊有印象。
ProAc Tablette Anniversary的歌聲細緻、優美、動人已是街知巷聞，試音當然要先試人聲！男
聲我選《The King's Singers: good vibrations》。六個大男孩在沒有音樂伴奏下清唱出多首名曲，
溫文爾雅的歌聲和諧悅耳，不同的高、低音調替主音和唱，數人頭般可逐個指出各人的口形定位
感，咬字尾音清晰、感情豐富，抒情的歌聲優美動聽，鬼馬的歌聲叫人會心微笑，超凡脫俗的口技
式演唱，天碟級錄音的溫暖自然人聲，沒有過厚過濃，也沒有絲毫硬質感，有血有肉的男聲就像真
人在面前歌唱般自然。EL 34以Triode（三極）放大的歌聲最真最細緻多泛音最自然。遙控按鈕改
以Ultra-linear（五極）放大，原先優美自然的歌聲多了一點剛強，我還是喜歡聽回Triode放大，感
覺更自然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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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女聲我選播近期熱賣的靚錄音CD:《diana panton:
yes, please !》。嘩！活潑可愛極的少女美聲細緻清純、又

換碟時我把耳朶緊貼高、中/低音單元，聽聽有多少噪
音，結果是「零」，一丁點也沒有！

甜又滑，她唱情歌真的很迷人很好聽。必定是PrimaLuna

轉聽古典音樂，我不會選「天方夜譚」之類的爆棚古

＋ProAc的化學作用，這把女聲的吸引力真的冧死人！聽着

典音樂去難為一對ProAc仔，我選了小編制的日本Mito室樂

Diana青春活潑、蜜糖般甜美的歌聲，人也覺年輕了，心情

團，由小澤征爾指揮演奏的貝多芬第一交響曲，由36人組

立即變得愉快。PrimaLuna膽機的甜味是清甜（原味），絕

成的管弦樂團，透過一對ProAc仔重播亦有板有眼，各聲部

非加糖加奶般勁甜，而且口形聚焦準確恰當，絕非那些具

的音色自然悅耳，泛音豐富肯定是EL 34的特色，全無乾寡

有強烈膽味（味精）的膽機，音色有自然美感，不是濃粧

感，定音鼓聲不肥不散，音色亦算自然，整體感覺良好。

艷抹的人工美化味精聲。此碟伴奏的樂器亦有高清音效：

同碟還有同一樂團與指揮，與Martha Argerich合作演出的

「咚」、「咚」、「咚」的鋼片琴發出晶瑩通透的悅耳高

貝多芬第一鋼協實況錄音。樂團與鋼琴的比例合理，合成

音，acoustic結他聽出是用鋼弦，低音大提琴、鋼琴的聲音

出一個3D織體，我不會留意什麼定位結像，只會全心全意

質感很真，細聲聽低音也無吊腳，小喇叭能有如此高水準

欣賞音樂，享受音樂，PrimaLuna＋ProAc就是一個讓你忘

的低音量感與分析力，PrimaLuna的功勞不小。

記Hi Fi，專心享受音樂的組合。

歌聲如此美妙動聽，我欲罷不能，繼續聽靚女聲。

這個組合的強項始終是播人聲和幾件樂器的簡單

Carpenters出新碟？對！是加入了英國Royal Philharmonic

音樂。最後我聽了近期必買的發燒錄音：Blue Coast

Orchestra伴奏的全新混音Carpenters！仍然是我們由小聽

Collection 3，一聽就知是頂級錄音！用來試「膽格」一試

到大的Karen Carpenter唱出的溫馨歌聲，但每首歌均巧妙

便知龍與鳳。我先聽EL 34版本，然後換機再聽KT 150版

地加入了管弦樂團伴奏（由Richard Carpenter重新編曲及

本，兩部機均選三極放大工作，結論是我覺得EL 34版本的

指揮），感覺是錦上添花。這是任何一位Carpenters歌迷

泛音明顯更多，無論人聲或acoustic結他聲，聽來更覺自然

都不能錯過的新＋舊錄音，17首經典金曲經PrimaLuna＋

好聽。如果你偶然想爆機聽rock、pop，拔掉兩對EL 34跟

ProAc演繹感覺是混合了熟悉的親切感和天衣無縫的新鮮

機膽，插入兩對另購的KT 150，你會聽到更強烈、刺激的

感，一方面令我回味無窮，另一方面又增添了新生命的活

動感。

力，真的有意思。甜滑的歌聲、豐滿有力的鼓聲，Karen唱

擁有ProAc Tablette Anniversary或其他品牌小喇叭的

至最強音也不吵耳，雖非發燒級的高清管弦樂音色動態效

朋友如想物盡其用，升級換用PrimaLuna EVO 400前、後級

果，但在優美自然的管弦樂襯托下確實令Karen Carpenter

是明智之舉，它們就像一支魔術棒，一揮棒便帶你進入另

的歌聲增添豐富的色彩。用PrimaLuna＋ProAc欣賞這類音

一個更美好溫馨的音樂世界！

樂的確是極度醉人的聽覺享受，人聲與配樂聲絕無奀瘦薄
弱，小喇叭都不覺得「小」。
轉轉口味聽Jazz ，聽96年錄音的《bob james trio:
Straight Up》，鋼琴、鼓、double bass雖不是左、中、右
式定位，但每件樂器的音質錄得很真很清晰，我可以清楚
聽到每件樂器應有的準確音色與質感，高音沒有磨圓、暗
啞或模糊不清，相反是起音快而準，節奏感與動感皆具有
現代爵士樂的色彩。樂器的件頭雖然不及大喇叭那種實物
原大感，但在小房間內聽小喇叭便有恰到好處的大小比例
感，沒有偏小偏薄的聽感，能夠使ProAc仔出全頻由高至低
有良好的平衡度與有形實在的樂器件頭感，這套PrimaLuna
前後級應記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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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初月」的各種味道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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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者並非首次嚐膽，聽得最多的膽機用300B，至於評論膽機，則是首回。說是評，倒不如說是
去品嚐PrimaLuna EVO 400前後級味道與探索它們的玩味，其實我是首次特別留神去聆聽、

辨識、感受、享受用膽放大訊號的模擬式無稜角無生硬的模擬音樂魅力，由8支EL34到換上8支
KT150，EVO 400前後級的變化、玩味、享受的層次原來可以如此豐富。
據代理指，香港比美國還要早收到PrimaLuna EVO 400膽前、後級，新鮮度即使是官方網頁
還未有介紹。與其他筆者不同，筆者是膽痴，傻痴痴的那個痴，本文的角度是非常單純地由聲音
出發。筆者實試過EVO 400的其中兩種玩法，其中一種是換膽，由跟機的8支EL34開始聽，再換上
KT150，這種玩法於我而言，是聲音特色的變奏，升級部分理所當然是聲音能量。我認為不同膽的
個性帶來截然不同的聆聽味道，是EVO 400的最強魅力；另一玩法是轉換TR/UL設定，這也是不同
口味的設定，若然只玩EVO 400後級，廠方會隨盒附上一個只有一鍵的切換遙控器。我的選擇是由
Electrocompaniet EMC 1 MKIII SACD機的平衡端子輸出（用analysis plus Silver Apex平衡線）至
EVO 400前級與後級（用Dignity Audio Bravo平衡線），配一對Pro AC Tablette Anniversary書架
揚聲器（Dignity Audio喇叭線）。
先由8支EL34開始，PrimaLuna EVO 400明顯不屬於要強調聲音線條銳利感的設計，其實品牌
名為「初月」，筆者有理由相信設計師的目標是追求氣氛、情感多於單純地追求High Fidelity。開
聲，其實亦證明了這一點，EVO 400的本質亦非追求高速、特別勁抽的效果聲，個性上，音場有良
好的寬度，亦有恰如其份的舞台深度。TR/UL的綠燈模式，即三極輸出模式在EL34的放大演出下，
味道是略帶旖旎、韌度較濃、輕帶黏度，對，是屬於有色有味的聲音，立即令我聯想起電影《阿飛
正傳》選用的拉丁音樂；切換至五極輸出，聲音呈現出生命力、肉緊、熱情、勁度，細節亦相對分
明，EL34的感情偏向濃郁，高頻與低頻也有偏厚與潤的特色。

聽玉置浩二《酒紅色的心》-

是五極輸出，聲音的動態、力量、細節、嗓音的色彩與味

To Me，三極輸出輕柔中感受到濃

道也較少，比較接近無添加的原味，卻沒有明顯令聲音輪

烈韻味，聲音有按摩般的舒服享

廓過分突出或令聲音線條硬化的負面效果。

受，亦配合歌曲的味道，有令情緒

重溫用EL34聽過的CD，人聲的能量感明顯強烈起

沉澱的魔力；切換至五極輸出，歌

來，不論是三極或五極輸出。分別，是三極的聲音比較幼

聲的生命力比較強，唱得比較肉

細順滑，五極相對原始。三極輸出聽玉置浩二合晒合尺，

緊，能量感與清晰度比較高。誠然，三極與五極的變化只

溫柔的感情與生命力兼備；五極聽搖滾有未經加工的特

屬於相對，我並不認為用EL34的五極輸出聲音比較粗糙，

質，表現與音樂更是fit到爆，聲

而是比較分明。針對此曲而言，我比較喜歡三極的演出味

音的能量、搖滾應有的狂野、電

道。《In These Times》- Union

結他的能量、歌聲的哀與怒、歌

Medley，Peter, Paul & Mary的聲音

手本身的聲音能量特別到位。

細滑柔順，有美國鄉間小屋外燃起

忍不住要聽一聽MUSE《The

柴火大家圍爐取暖拿著結他邊彈邊

Resistance》- uprising，現場錄

唱的和諧氣氛；換上五極，聲調不

音的粗、樂隊的能量與激情，氣氛的強烈與搖滾能量充滿

變下，歌詞的控訴力、諷刺味道比

激情的感染力。

較強，牛仔應有的粗樸味有比較濃烈，我比較喜歡五極演

換上KT150，必須要聽古典音
樂，《The Perlman Sound》奏孟

出。
《A Star Is Born》電影原聲

德爾遜，小提琴的調子自然流暢，

大碟有不同的歌曲風格，我每首歌

弓黏著弦的拉奏動作與細節描述得

也有不同的味道喜好，聽「Black

清晰細緻，舞台有深度與闊度，設

Eyes」搖滾味濃的歌曲，毫不猶

定當然是選擇演繹屬於幼細的三

豫必選五極享受刺激。接著的清唱

極輸出。鋼琴演奏則視乎曲目，比較激情的演奏，要選五

部分，氣氛是三極輸出的味道更

極，至於輕和細緻的演出，便要選

濃。Lady Gaga演出名曲La Vie En Rose，我認為她的能

三極，因曲而異；若然要聽指力、

量稍為過強，三極輸出的情感比較豐富動聽。「Maybe It's

指法、手藝，選擇五極輸出重播。

Time」與主題曲「Shallow」，又以五極輸出的爆發力、爽

最近迷上《Händel goes wild》，

敏度更適合曲詞與演唱的情感。用EL34聽人聲調出最適合

選三極輸出，幼細的音樂，足夠的

自己的聲音味道與感情，感覺上與調酒有相近的魅力，尤

樂器分離度，具立體感的舞台透過

以晚上，有助情感藉著歌把個人的情感、情緒、壓力釋放

腦內的重組，仿若有畫面地呈現面前。藉著不同模式聆聽

出來！

《A Star Is Born》原聲大碟，我不知不覺就把這張CD的樂

換上8支KT150，聲調與EL34截然不同，不管是三極還

曲重溫了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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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聲又多玩法的管機

「

我等著你回來，我等著你回來。」哼著白光的金曲，我歡迎荷蘭PrimaLuna這個品牌重回香
港市場！

利申：我是PrimaLuna管機的用家。你甚至可以稱我為忠實支持者。用了之後，從未認
真想過換機！我使用經年的是Prologue 3前級與一對Prologue 5後級（經余景倫師傅橋接為
monoblocks）。
為什麼咁「長情」？抵玩，好聲，耐用！
Evo 400管機強勢駕臨本刊，同樣是一台前級與一對後級。不過，新代理希望我們嚐嚐Evo 400
後級採用不同功率管的味道，所以，其中一台付出廠default的EL34管，另一台則換上Tung-Sol
KT150！PrimaLuna其中一個吸引消費者的產品設計，是功率管使用之兼容性；事實上EVO 400除
了可以用EL34和KT150，也可以插6550, KT88, KT120；讓您買一台擴大機就能享受多變音色！
EL34管子的韻味與樂器質感從來受到人們青睞，而KT150是較現代的、大型的五極管。KT150
可以容忍70W的屏耗（這個數字幾乎是KT88/6550的雙倍），屏壓在五極接法可承受到850V；三級
接法也能達到600V。KT150可謂當今氣勢最猛的管王，低頻權威性毋庸置疑；重要的是它解決了推
挽機低頻量雖足夠，但質感卻不足的問題。
管機有個特色：看見是何種管子，聲音個性已略知一二了。三兩下功夫便接上B&W 802 D3
了。對PrimaLuna認識不夠的人大概會懷疑，使用「區區」八隻EL34的EVO 400後級能否推得
動或控制得住B&W 802 D3；我作為這個品牌的用家就沒有懸念。事實證明，不但播放林子祥
「活色生香」裏王衛明那支小提琴，效果sexy撩人，播西班牙作曲家法雅（Falla）的「火祭舞
曲」（Marriner指揮聖馬田樂團）也熱辣辣，瞬變夠迅速。Jakub Jozef Orlinski（專輯ANIMA
SACRA）是聲音美、氣息通暢的高男高音，使用八隻EL34的EVO 400後級去唱，他的嗓子多香
甜！
「樓上」同文必定交待了EVO 400後級既有高/低偏壓（high bias/ low bias），又有三極/超線
性（Triode/UltraLinear）的使用選擇；後者更毋需你移玉步，坐在原位、一按遙控器位置最高的那
顆按鈕，便進行切換。是時候試試這些選擇對聽音樂究竟有沒有實際幫助。

不單好玩，實際有效用
我轉用兩首「女聲」歌曲去進行這個回合的試音：陳潔儀唱的「今生今世」與Jenna
Mammina 唱的｀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後者在Blue Coast Collection 3內）。用「低
偏壓」配合「三極」，聲音柔情、唯美得可以。別的管機偏壓調得低，聲音會偏冷偏薄；EVO 400
後級沒有這個問題。大概所謂「低」，並非很低。
追求微絲細眼的details的發燒友可以轉檔：在機體右側打掣，切換為「高偏壓」，聲音即變得
較飽滿（音壓會稍大些），音場寬闊些，聽來也有力一點；歌者的呼吸聲也明顯了，情緒好像也積
極一點。
「高偏壓」配合超線性mode呢？音壓大了，整個聲音再積極一點，變得甚有張力，音像更立
體了。簡言之，最Hi Fi。不過，有些「膽迷」寧願從容些，那麼可以試試「低偏壓」配合超線性
UltraLinear模式，那又是另外一種表現，從容而不乏分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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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剛才播ANIMA SACRA專輯、播Shchedrin/
Farberman的UHQCD碟是「爆得起」、「爆得好開
心」，如今改用一對EVO 400 後級作「雙monoblock」，
就是「爆個翻雲覆雨，落花流水」。你以為必須「高偏
壓 +超線性」模式才夠爆？非也。事實上，一轉用「雙
插上八支Tung-Sol KT150的EVO 400後級又會是何光

monoblock」，即使聽陳潔儀唱的、聽Jenna Mammina唱

景呢？不用關機、待EL34降溫，才拔出來並換上KT150；

的抒情歌，也容易感到套Hi Fi再從容自然些——即使是用

而是立刻有得做「AB比較」 —— 真感謝代理商設想週到

「低偏壓 +三極」模式。沿用同樣的模式去播放爵士鼓手協

——一台插上八支KT150的EVO 400後級隨時候命（我當然

奏曲，動態起伏比剛才插了KT150的一台後級時，更矯若游

不會忘記「事前暖機」）！

龍。如果轉換「偏壓」或「三極/超線性」任何一種，效果

「聲威力猛」是想當然的聯想，不過用KT150的EVO

都更Hi Fi。也許是個人口味，私認為，「高偏壓 +超線性」

400後級技不止此。B&W 802 D3配合之，令我想起踩油門

模式下，音效雖刺激但有點overblown，不是最悅耳；不過

加起速來很有爽勁的房跑車，動態與音響畫面均比剛才寬

這是因人而異的。最緊要係：有得揀，你至係老闆！

大。畢竟KT150是大型五極管，整個聲音的「份量」當然厚

也許是對B&W 802 D3已經熟悉吧，我明白到用十萬元

實過剛才的；全EL34的那台低頻的authority未及這台，非

多一點兒的分體擴音器去推一對802 D3可以做到這「靜若

戰之罪。中高音的分析力好，聚焦準確且透明。感性派或

處子動若脫兔」的整體全面性，是難能可貴的。

會說它的聲音較理性（而EL34是感性的代表），我說各花
各香。

結語：當年買Prologue 3前級與Prologue 5後級，便宜
得掩著半邊嘴笑。Evo 400前級與後級，技術上高了不止一

說回插上八支KT150的EVO 400後級。最初是採用「低

班，在今日音響界物價指數中，它倆依然是「平」；卻有

偏壓＋Triode」工作模式，切換為「高偏壓」後，聲音即變

如此超群的實力。我再一次佩服PrimaLuna可以在同價位中

得較飽滿溫暖，更有力氣了。剛才講到「歌者的呼吸聲明

脫穎而出的本事。而由於EVO 400 後級有「高/低偏壓」、

顯了，情緒好像也積極一點」，照樣發生在配置了KT150的

「三極/超線性」這兩個玩法，「夾機」、「夾喇叭」完全

EVO 400後級上。使用EL34的EVO 400後級是推得動、控

沒難度。甚至可以作為發燒友「夾播放的軟件」以配合個

制得住B&W 802 D3的；但配置了KT150的後級是推與控制

人口味的工具，真是太美妙了！

得更好。Jakub Jozef Orlinski唱的炫技的arias時，更有噴
火之感！金蘋果樂團雖然用的是古樂器，但音樂要興奮、
要狂暴時，用KT150的EVO 400後級自然是更「爆」得起。
見這麼「爆得」，即加插一張試音碟：Shchedrin「卡
門組曲」/Farberman「Jazz Drummer協奏曲」的UHQCD
版。哈哈，爆得好開心。雖同屬五極管，用KT150，瓦數比
EL34大一截，如果閣下平時經常聽「爆棚」，對低頻要求
又較高，須考慮這一點。
現在是戲肉：終極玩法。
我將插了KT150的那台後級的KT150一一卸下，安裝
上一套EL34。為的是以兩台EVO 400後級，每台調到單聲
道工作模式，驅動B&W 802 D3。採用EL34選擇「三極」
（Triode）檔，一台EVO 400 monoblock便輸出82W；要是
選「超線性」（UltraLinear）檔，輸出便達14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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