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d Elite QSP
器材評論

小巧的大力推手
兩聲道晶體後級擴大機。推出時間： 2012 年。每聲道輸出 140 瓦（ 8 歐姆負載）。
一組 RCA 輸入端子，一組 Amp Bus 連動插頭。總諧波失真 <0.025 ％（ 100 watt at
20Hz-20kHz）。輸出阻抗：0.05歐姆（1.5mH）。頻率響應：-1.0dB at 1Hz/55kHz。
輸入靈敏度：760mV（RCA）。輸入阻抗：10k歐姆（平衡Amp Bus）、15k歐姆（非平
衡）。訊噪比：108dB（20kHz）。外觀尺寸（WHD）：328×149×270mm。重量：
12.5公斤。參考售價︰86,400元。進口總代理：西隄（02-85227550）。

文∣洪瑞鋒

參考器材
訊源：Cambridge Azur 740C
擴大機：Audio Dream SP-3 MK4
喇叭：ASW Genius 410
前往本器材討論串，請掃瞄QR Code或輸入

www.audionet.com.tw/doc/view/sn/5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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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音響二十要」是評論員對單一器材的主觀感動指數，它的顯示結果會隨著器材搭配、空間條件、身心狀況的不同而改變。如果
拿來做二部器材的比較，將會失之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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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P的音質音色極佳，在優秀的

中兩者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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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軟體

焦點
巴哈馬斯的「封閉和弦」是筆者近期常聽的專
輯，不僅採用同步錄音方式表達鮮活無比的臨
場感，於小木屋錄製的樂器殘響更是將專輯添
加溫暖親暱的氛圍。巴哈馬斯沒有驚豔四座的
高難度演唱技巧，有的卻是樸實、真誠，可感
動人心的最真本質，讓專輯中充滿一聽上癮的
有機元素。（2788597，環球）

①聲底平衡中帶暖色調，驅動力一流。②寬深的音場，傑出的動
態表現。③優異的音質音色表現。④低頻紮實、反應快速。

建議
①QSP的聲音表現相當均衡，並無太多偏頗，希望獲得更討喜的
聲底，可在前端搭配真空管前級擴大機。②QSP的驅動力相當優
秀，一般中高效率喇叭絕對可應付自如。

外觀
QSP 的外型小巧方正，前方面板
上僅有一個電源按鈕，採用特殊設
計的黑色鋁殼不僅可有效抑制振
動，更可提大幅提高散熱效果。

背板
除了提供一組基本的RCA輸入端子之外，獨家的
Amp Bus接頭可與自家前級作連動，此時用家僅
需一個遙控器即可同時操作前後級擴大機。

忠實錄下大鼓的鼓皮彈性，巴哈馬斯

才有這般優秀的聲音掌握度。

略帶沙啞的迷人粗糙嗓音更是專輯中
的一大亮點。QSP不但沒有無病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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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感也彷彿萬花筒般暢快淋漓。不過
在聆聽電子低頻的下潛段落，雖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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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QSP的輸入僅提供RCA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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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風低鳴的吹奏聲緩緩流瀉，與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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