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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在的QUAD Artera系列有三

款器材，我曾經在本刊257

期評測過Artera Play與Artera Stereo

的組合：前者是一部結合CD唱盤、

數類轉換器與前級的複合型器材、

也可以說是一部「內建數位訊源的

前級」；Artera Stereo則是一部每

聲道140瓦（8歐姆）的二聲道後

級。Artera Solus呢？我認為它相當

於「Artera Play加上簡約版的Artera 

Stereo」，Artera Solus將兩機功

能合而為一，長相、大小卻幾乎與

Artera Play幾乎一模一樣：機體的寬

度與深度都是32公分、高度僅10.5

公分。

充 分 對 應 H i - R e s 數 位 音
訊，配備時基誤差消除電路與
高階32bit DAC晶片

在訊源功能方面，Artera Solus

配備吸入式CD光碟讀取機構、可

直接播放CD唱片，內建的數類轉

換電路相當於一部功能完整的USB 

DAC，USB輸入相容DSD（最高

11.2MHz取樣率）與PCM（最高取

樣率384kHz），藍牙傳輸可對應

apt-X，還有光纖與數位同軸輸入

能相容薄型電視與其他數位訊源的

數位音訊輸出。在數類轉換電路部

分，本機配備了j itter消除電路，根

據國外實測報告，在24 bit數位音訊

（不論取樣率高低）輸入狀態下、

本機的時基誤差皆低於15 ps，原

廠選用ESS ES9018S高階32 bit聲

道DAC作數類轉換，將8聲道DAC

的每4個聲道結合為1個聲道的平

衡輸出、獲得更高的訊噪比與動

態範圍，DAC之後的聲頻電路採

用NE5534低噪音OPA晶片作為主要

放大元件。

在前級電路部分，由於Artera 

Solus還能對應二聲道類比輸入，所

以它必須用「類比音控電路」，此

處用上TI PGA4311四聲道音控晶片

作音量控制，這款晶片不僅有很低

的諧波失真與串音、還可以作高電

QUAD 
Artera Solus

結合CD轉盤、數類轉換器與綜合擴大
機的一體式Hi-Fi系統

Hi-Fi音響系統．文╱陸怡昶．攝影╱方圓．李春廷

「完美的擴大機是一條有增益的線」這句音響界名言是出自QUAD的創立者Peter 
James Walker，QUAD從1950年代起出品了許多經典製品，1953年上市的QUAD Ⅱ
至今仍有人收藏並珍惜使用著，到了電晶體時代，QUAD擴大機仍以真材實料的製作與
傳統英國美聲受到眾多玩家們的喜愛。本篇為您介紹的QUAD Artera Solus是一部相當
特別的器材，它的外觀簡潔，機體比大多數綜合擴大機更精巧，然而它的體重卻頗有份

量，而且還是一個結合CD、USB DAC與綜合擴大機的「一體型Hi-Fi音響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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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放大，既然已經有音控晶片就沒

有理由使用DAC晶片（ES9018S）

的數位音控功能，所以數類轉換

電路的左右聲道平衡輸出也是

以PGA4311作音量控制，與數位音

控方式相較，這種正規的作法更能

讓數類轉換電路完整發揮高動態與

低噪音特性。

功放與電源電路採取高電流的
配套設計

以Artera Solus的箱體容積來

說，原本該像Artera Play一樣、作成

「數位訊源+前級」，但是原廠還是

設法把「後級」加進去，這樣必須換

用更大的電源變壓器、加裝更多電源

電路與二聲道功放電路。如果我只是

看本機的外表猜測，我大該會猜它

每聲道大約是40瓦輸出，但是當我

將它從紙箱中取出、感受到它的重

量，我就知道它沒那麼簡單。

我在開頭已經講明了Artera Solus

的功放相較於Artera Stereo是「簡約

版」，所謂的簡約是沒有採取Peter 

J. Walker的「Current Dumping」

設計、而是採取典型的AB類放大電

路。本機每聲道額定輸出功率為75

瓦（8歐姆）、約為Artera Stereo

（每聲道140瓦）的一半，後者使用

三對功率晶體作推挽輸出，而Artera 

Solus每聲道卻也用了兩對有15安

培輸出能力的On Semiconductor 

MJL3281A / MJL1302A功率晶體作

推挽輸出，它的電流輸出能力約為

多數功率相近綜合擴大機的兩倍、

顯然是一部高電流擴大機。

在電源部分，Artera Solus配

備Noratel製作的300VA環形變壓器、

確保能「餵飽」本機每聲道75瓦的

功放電路，多組次級圈輸出個別供

電給前級與訊源各部的整流、濾波

與穩壓電路，左右聲道採取分離供

電，各聲道使用獨立的次級圈、橋式

整流，每聲道以兩枚15,000μF/50V 

ELNA音響專用電解電容作濾波，總

外觀特點

QUAD Artera Solus比一般綜合擴大精緻小巧，面板有著相當細膩的

金屬加工質感，它擁有豐富的機能、面板卻作得十分素雅，文字顯

示器在左方，面板中央可以直接CD播放，原廠為了讓它顯得簡單而

美觀，還特別把6.3mm耳機端子藏在文字顯示器下方黑色機體的前

緣，乍看之下還以為它沒有耳機輸出呢！

原廠公布規格

●型式：Hi-F i音響系統●訊噪比：前級100 dB以上
（1kHz,A加權）、後級100 dB以上（75瓦,A加權）●額
定功率（RMS）：75瓦×2（8歐姆）●頻率響應：前級
20Hz∼20kHz±0.2dB、後級20Hz∼20kHz±0.5dB●
總諧波失真：<0.002%（20Hz∼20kHz）、後級
<0.009%（10W,20Hz∼20kHz）●聲道分離度：前級
>100dB、後級>82dB●動態範圍：>82dB●輸入端
子：USB B×1、Toslink光纖×2、數位同軸×2、二聲
道類比（RCA）×2●輸出端子：Toslink光纖×1、數位
同軸×1、二聲道前級單端輸出（RCA）×2、二聲道
前級平衡輸出（XLR）×2、耳機端子（6.3mm）×1、
喇叭端子×2●尺寸（寬×高×深）：320×105×320 
mm●重量：11.84公斤●參考售價：89,000元。

重要特點

● 結合CD轉盤、USB DAC與綜合擴大機三者的功能
● 最高相容PCM 384kHz/32bit與DSD 256
● 對應藍牙aptX
● 配備ESS ES9018S高階32 bit DAC晶片
● 高電流設計、每聲道以兩對功率晶體推挽輸出
● 具備單端與平衡前級輸出端子、可加接後級升級PRIME 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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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波容量約為Artera Stereo（每聲道

四枚10,000μF濾波電容）的3/4。

高電流設計加上重量級的電源，從

電路觀察就能知道原廠為Ar te ra 

Solus做了「有很大餘裕」的配套設

計、這正是QUAD高級機種的優良

傳統之一，讓內部元件即使在本機

逼近額定最大功率輸出依然處於輕

鬆工作的狀態、使擴大機更安定可

靠、經久耐用，擁有非比尋常的喇

叭驅動能力。本機體型雖小、卻能

充分駕馭低阻抗喇叭，倘若您的喇

叭阻抗在4歐姆左右，Artera Solus在

4歐姆負載狀態下每聲道的輸出功率

大約可以達到140瓦。

數位濾波與音量上限的設定
我知道有不少玩家拿到新器材

就急著接上去試聽、完全沒看說明

書，只要接線正確當然不會有問

題，但我要在此提醒玩家們：Artera 

Solus還有許多實用的功能，沒看

說明書可能就不知道喔！例如數位

濾波型態選擇、音量限制、輸出增

益與左右平衡等機能設定。長按遙

控器的「prog」按鍵就會進入設

定選單，在「Digital Filter」項目可

選擇四種數位濾波型態，它們可以

在對應多位元音訊輸入的狀態下各

自表現出不同的聲音特質，我認

為預設的「Smooth」模式最能顯

露QUAD的傳統風格，聽感非常柔

和舒適、聲音非常流暢、自然而富

有韻味；「Wide」模式則是屬於純

淨清晰的類型，能夠讓聆聽者明確

感受到Hi-Res音樂檔解析度高、細

節豐富的特性；「Narrow」則是如

同其他數位訊源採取的標準數位濾

波型態，聲音是屬於正規、中性的

類型；「Fast」則會讓聲音變得較

為年輕、活潑而明朗。這四種數位

濾波型態都是沿用自Artera Play的

設計，讓玩家能依照自己的聽感喜

好，對應不同的音樂檔規格或音樂

型態為音響系統作調聲。

在 D S D 音 訊 輸 入 狀 態

下，您還可以試著比較「D S D 

Bandwidth」Normal / 50k / 60k / 

70k四檔在高頻上端微妙的差異。

Artera Solus在新機出廠狀態下、

它的音量上限是設在80，我試著

把音量轉到最大，無論軟體錄音電

平高低、本機幾乎都不會發生切割

失真（破音），這很安全，但也表

示我們沒有辦法用到它的最大功

率輸出，如果您想要再提高Artera 

Solus的音量，請進入本機選單、將

「Volume Limit」從原本的80提高為

100。

以精緻的質感、柔和而優美
地表現出高解析特性

本篇試聽我以Pioneer S-1EX落地

喇叭作搭配，在比較過四種「Digital 

Filter」之後我選擇以「Smooth」模

式為主。Artera Solus給我的第一印

象是「氣定神閒」，它雖然只是一

部中功率擴大機，但是推起S-1EX

落地喇叭卻像是一部大功率擴大

瘋音響 | 器材評鑑

POINT

背板端子

Artera Solus幾乎等同於「加了功放電路的Artera Play」，不僅數位、類比輸入端子齊備，有數位輸出讓它能當成CD轉盤

外接數類轉換器，還有平衡與單端前級輸出可以外接後級。不過我認為QUAD設計Artera Solus的原意是用本機接一對喇

叭、組成一套極簡的音響系統就能讓玩家好好享受音樂，若以後系統升級、喇叭需要更大功率的後級驅動，到時候才把

Artera Solus當成前級使用。

PRIME 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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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不疾不徐、輕鬆自在，表現得從

容、大器而沉穩，低頻寬鬆飽滿、用

正常音量聽交響樂就能感受到樂團的

規模感與氣勢，各種音樂型態只要

是錄音中含有非常低沉的極低頻成

分，即使極低頻是比較微弱的（在

多數系統上往往察覺不到）、Artera 

Solus還是能讓人清楚聽見並感受到

極低頻的音高與強弱變化。

資深玩家們都知道傳統英國聲的

優勢在於音樂性，溫暖飽滿的中頻加

上甜潤柔和的高音、表現出成熟柔順

的個性，就算是大聲聽狂放的搖滾樂

也不會刺耳、前衝，音場總是在左右

聲道喇叭的後方（聆聽者的前方）呈

扇形展開，讓聆聽者更能感受到音場

深度與舞台的距離。Artera Solus同

樣也具備這些傳統英國聲的特質，但

英國系擴大機等級有別，Ar te ra 

Solus是價位較高的製品，它跟其他

英國系中價位製品還有哪些差別呢？

在均衡性與解析度兩方，典型的英國

系擴大機顯然是比較傾向於重視均衡

性，然而不硬、不亮較為保守的高音

也比較不容易讓人感覺到高解析特

性，相對來說，Artera Solus沒有那

麼保守、高頻有著自然的光澤感，它

顯然不是以明亮的高音給人解析度高

的假象，它展現出來的高解析特性是

更細膩地表現出樂器與人聲的音色與

質感，質地精緻卻不銳利，聽鋼琴、

小提琴、大提琴獨奏的曲目就能夠察

覺到：即使是只有單一樂器這麼「簡

單」的演奏，自然樂器的泛音成分與

演出空間的聲響仍然顯得豐富、綿密

而富有層次，更趨近於音樂會現場的

聽感，像這樣的高解析表現方式完全

不會破壞聲音的均衡性與音樂的美

感，而且它能忠實、敏感地反映出類

QUAD Artera Solus的電路結構

Artera Solus的機體大小與Artera Play相同，但是它多了後級、

或許玩家會懷疑它驅動喇叭的能力，請看圖1您就會知道本機

真材實料的程度，整個機內空間塞到滿，還有許多地方採取雙

層、甚至三層結構，中央前方是本機CD唱盤的光碟機。功放電

路在本機的左右兩側呈對稱配置，採取高電流設計，每聲道On 

Semiconductor MJL3281A / MJL1302A功率晶體作推挽輸出。

大型環形變壓器在機內中央，它是Noratel的製品（圖2），有多

組次級圈輸出，左右聲道功放電路以獨立的次級圈供電，分別

整流過後、每聲道使用兩枚15,000μF/50V ELNA音響專用濾波

電容（圖3）。圖4是在機內左後方的位置，它是本機的數位輸

入電路板、上面配置了一塊藍牙子

板，在這塊電路板的下方則是本機

的前級部分，以TI PGA4311控制

音量並作小信號放大。在數類轉換

電路部分，本機以XMOS USB接收

晶片充分對應PC送來的Hi-Res音

訊，用8聲道32 bit高階DAC晶片作

2聲道的數類轉換、取得更高的動態

範圍（圖5）

POINT

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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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層頂板設計

除了重視電路製作以外，Artera Solus還相當注重抑振，它有著厚實的

面板、兩側散熱片與堅固的底盤都讓它的機體有更高的剛性。它還採取

了雙層頂板的設計，除了機體本身的頂板之外，原廠還加上一塊裝了4

個抑振腳的玻璃頂板，讓厚重的玻璃頂板擋住上方外部聲能造成的的振

動，四隻腳把玻璃頂板墊高讓它與兩側的散熱片齊平、顯得更美觀，並

且能讓玻璃頂板與金屬頂板保持一些距離，以利機內散熱。

比時代老錄音與近年Hi-Res數位錄音

「風味」的差別。

最佳推薦
對年長的資深玩家來說，我認

為Artera Solus「就算只播放CD」

已經能好好享受古典音樂與爵士

樂，它的聲音會讓人自然安靜、放

鬆、專注地細細聆聽，非常寧靜的

背景、使它在夜晚輕聲播放音樂就

能展現出細膩優美的音質，PC世代

的青壯年玩家當然還是要聽Hi-Res

音樂檔、完全釋放本機的潛力。在

Artera Solus所屬的價格帶，像它

這樣「把一套音響器材作成一部」

的例子相當罕見，更重要的是花相

同的預算、甚至把總預算提高到十

多萬「分開買」數位訊源與擴大機

組成系統、想要達到與它相同的音

質水準並不容易。講得更現實一

點：Artera Solus的訊源與前級電路

結構和Artera Play的相似度高達九成

以上、價格卻更便宜一點，根本就

是「加送後級還倒貼」！當然應該

獲得我們的最佳推薦。最後我再提

醒玩家們：若您對Artera Solus有興

趣，唯一的問題是它沒有網路串流

功能、在客廳又不方便接電腦，這

問題很好解決，只要再添購一部I-O 

DATA Soundgenic HDL-RA2HF（參

考售價16,900元）取代PC儲存播放

音樂檔的角色、用手機就能點選播

放曲目，這樣不僅能把Artera Solus

從USB升級到網路數位流、還能得

到比PC播放音樂檔更好的音質。

進口代理│迎家 02-2299-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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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ly Manne / Bi l l Evan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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