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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國廠牌Quad在2014年推出

了Vena後，便以其精緻高

質感的美觀，以及功能性齊全、音

質表現優異，再加上它非常輕巧、

方便安裝的體型等特點，受到非

常多的使用者青睞。因此，原廠

特別在2018年推出了第二代Vena 

I I，與前一代最大的差別在於升級

了DAC，解碼規格從PCM 24bit／

192KHz提升至32bit／384KHz，並

支援DSD 256，同時新增了1組MM

唱頭放大輸入端子。

想當然爾，Quad在推出Vena II

後也獲得了市場上普遍好評。不過

隨著音樂迷的聆聽習慣改變，一間

有遠見的廠牌也絕對不會就甘於落

在人後，沒錯，近期Quad又推出

了新一代Vena II Play，它與前一代

有什麼差別呢？其實關鍵就在那個

「Play」，代表這台數位綜合擴大

機，加入了網路串流功能，搖身一

變成為數位串流綜擴了！

維持原有優點、新增串流功能
在Vena II Play身上，您可以看見

與前一代Vena II許多雷同處，例如

在輸出方面，它同樣採用的AB類設

計，可穩定輸出45瓦（8歐姆）功

率，基本上市面上一般體型的書架

喇叭幾乎都能夠推得動；並且同樣

搭載藍牙、USB DAC，以及前級等

功能；Vena II Play的數位類比轉換

晶片採用ESS9018K2M，最高可支

援PCM 32bit／384KHz與DSD 256

數位規格，可支援的最高音檔規格

也與Vena II相同。

如果要找出Vena II Play與前一代

的差別，可以仔細觀察兩者的背板

配置。對比它們的背板設計，可以

發現與前一代Vena II相比，原廠更動

了Vena II Play的部分配置；雖然保

留了各式類比端子，包括2組RCA輸

QUAD
VENA II Play

經典再升級，
性價比超高的數位串流綜擴！

文╱陳彥驊．攝影╱方圓．李春廷

英國大廠Quad推出的串流綜合擴大機Vena II Play屬於AB類設計，輸出功率為45瓦（8
歐姆），除了延續前作藍牙、USB DAC、前級等功能，還新增支援Play-Fi，使用者幾
乎能夠透過各種形式來聆聽音樂。Vena II Play維持Quad一貫的簡約美學，並且操作起
來十分輕鬆，無論新手玩家、想入門的音樂迷都可以考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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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1組MM唱頭放大、1組前級輸

出等，不過原廠拿掉部分光纖、同

軸輸入／輸出，只保留1組同軸、光

纖，及USB輸入，也就是縮減了實體

數位傳輸端子；同時，原廠多設置1

個RJ45網路孔，讓使用者將可以透

過連接網路線形式來聆聽串流音樂。

除了前述內容外，Vena II Play背

板配置還有幾個較顯著的更動處，包

括多了3根設置於背板上端的天

線，這幾支天線一方面用來接收藍牙

訊號，另一方面用來傳輸雙頻Wi-Fi

（2.4GHz、5GHz）訊號。它的藍

牙傳輸可支援Apt-X、Apt-X LL之規

格，因此無論是使用Wi-Fi或是藍牙

都能夠輕鬆播放高品質的音檔，當然

如果是追求極致解析度的玩家，還是

建議以Wi-Fi形式來聆聽。

值得一提的是，Vena II Play背板

圖示除了原有的Apt-X圖示以外，也

新增了「Play-Fi」、「DSD」的圖

示，表示這台Play可支援Play-Fi串聯

同一網域的影音器材的形式，讓居

家空間輕鬆充滿音樂聲；DSD部分

則表示它可支援高達DSD 解析度的

音檔（USB輸入、串流皆可），對

於追求高解析音質的玩家來說是非

常有意義的升級。

用串流也可聽高解析音檔
這邊詳細說明一下，由於Vena 

II Play可支援DTS Play-Fi，因此使

用者可以直接透過手機、平板等

行動裝置上的應用程式操控，並

能支援Spot i f y、KKBOX等串流

音樂平台。順帶一提，如果有聆

聽高音質需求的朋友，也可以聆

聽TIDAL、Qobuz上的音樂，不過

這2個平台之服務目前台灣還未支

援，這點必須要注意一下喔。

當然了，Vena II Play還能夠以

DLNA串流方式播放家中NAS與電腦

裡的無損、高解析音樂檔，甚至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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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免費的網路電台可以聆聽，還能

連接多組播放器、或主動式喇叭來

建構成多房間系統。看到這裡就可

以知道，雖然它的名稱上只是多了

個「Play」，但以功能來論可是有

全面的升級感喔，特別是當家裡訊

源多元的話，無論電視、電視遊樂

器、CD播放器、黑膠唱盤，以及串

流平台都能完整對應。

代理商送來本刊的Vena II Play是

銀色的版本，筆者實際開箱時，光

是看到它的機身就感覺到原廠滿滿

的誠意。它的外觀採用噴砂處理，能

夠減少髒污、放久仍然好看，前面板

則維持Vena高質感的外觀，包括大

顆的音量旋鈕、柔白的LED音量指示

燈等，都顯得非常雅緻。而其友善操

作的特色，如簡潔的前面板設計、

直覺的訊源調整，也讓使用者能夠

輕鬆上手、無負擔。

典雅外觀，英式美聲更解析
實際使用時筆者發現，Vena I I 

Play的體積非常輕巧，基本上一般

成年人都能夠輕鬆安裝，而且由於

設計得相當簡潔，只要接上喇叭、

電源、啟動後，便能夠直接播放音

樂，無論是新手玩家、想升級數位

串流器材的音樂迷，相信都能夠1

秒便上手。筆者一邊在心中讚賞這

台串流綜擴實在做得有誠意、非常

友善使用者，一邊接上喇叭、訊

源，接著調整好擺位後開聲；果

然，它的音質也不讓人失望！

這邊補充說明一下，筆者搭配的

喇叭是Wharfedale Denton 85th以及

本刊參考器材Pioneer S-2EX對照使

用，訊源則是電腦裡的無損音檔。

為什麼筆者前面會說Vena II Play的

Vena II Play的操作介面仍延續Vena的特色，前

面板有大顆的音量旋鈕，旋鈕旁以柔和白光LED

顯示；訊源選擇也非常簡單、一目瞭然。實際

操作起來非常直覺、友善，而且還維持了Quad

英式血統的優雅質感，非常有品味。

原廠公布規格

●型式：無線藍芽串流擴大機●平均輸出功率：AB類，45W×2（8 ohms）／65W×2（4 ohms）●功率阻抗：32dB●DAC晶片 : ESS Sabre 
32 ES9018K2M●數位輸入：USB Type-B、同軸×1、光纖×1●取樣頻率（USB）：PCM 44.1-384kHz、DSD 64／128／256●取樣頻率（其
他）：PCM 44.1-192kHz●類比輸入：RCA×2／PHONO MM●前級輸出：RCA×1●無線傳輸：藍芽，支援Apt-X／Apt-X LL；Wi-Fi，支援2.4與
5G雙頻●有線網路：Ethernet Gigabit●耳機輸出：6.3mm●頻率響應：20Hz-20kHz（-0.5dB，ref.1kHz）●訊噪比：>110dB●THD：<0.002%
（10W，1kHz）●外觀：銀、黑●尺寸（W.H.D）：301×95×313 mm●重量：6.1kg●參考價格：39,900元

重要特點

● AB類設計，標準英式風格暖聲
● DA晶片採用ES9018K2M，可支援高解析音檔
● 具備數位、類比等多種訊源輸入
● 藍芽支援Apt-X／Apt-X LL傳輸規格
● 支援Play-Fi，可聆聽串流音樂平台
● 可連接6.3mm耳機導線聆聽PRIME 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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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質沒讓人失望呢？他所推出的聲

音，除了英式美聲熟悉的溫厚中頻

以外，更多了不少清晰度以及凝聚

感，且低頻雖然不是生猛有力的類

型，但仍有相當好的紮實感，整體

聽起來既有英國式的暖聲調，卻又

不會過於濃稠化不開。

接著詳細描述Vena II Play的音

質。在聆聽小提琴演奏曲目時，琴聲

清晰可見，並且還有些微堂音，能夠

感受到拉弓時移動的線條，同時弦

聲仍帶有微甜的暖感，是能夠順順

聽、長時間聽的高頻表現。又如鋼

琴，它能表現出粒粒分明、穩健的顆

粒感，甚至當樂手指頭滑過琴鍵時的

畫面感也非常自然。

其他樂器如吉他撥弦可以聽見弦

在被彈動的畫面、銅管樂器則有清

楚的空氣摩擦聲、定音鼓與大鼓噗

噗的鼓皮紮實感等，都能夠完整的

呈現。筆者接連聽不少曲子，發現

這台Vena II Play順順聽實在是很不

錯，講白話點就是它有著十分耐聽

的特質，無論是在家長時間播放串

流音樂當作背景樂，或是坐定位聆

聽高解析、類比訊源，想必都能好

好陪伴音樂迷。

整體來看，Vena II Play是一台無

論使用形式、播放音樂類型都非常

多元的一台串流綜擴，再加上它4

萬元不到的實惠價格，堪稱是目前

平價器材中的一線選擇也不為過。

非常推薦想入門的音樂迷、想升級

器材的新手玩家買來整合家中訊

源，這也是好好認識英式美聲的好

機會喔！

進口代理│迎家音響 02-2299-2777

右／只要在手機、平板，以及電腦下載「DTS 

Play-Fi」應用程式後，即可操作Vena II Play，等

同搖身一變成為帶串流功能的遙控器。不過為

方便使用者操作，原廠仍隨附1個名片大小的遙

控器喔！透過它，使用者能夠操作開關機、切

換訊源與調整音量等功能，相當貼心。

下／Vena II Play仍然搭載了類比輸入／輸出端

子，包括2組RCA類比輸入、1組MM唱頭放

大，以及1組RCA類比前級輸出，您可將它當作

前級擴大機使用，來串連功率較大的後級，讓

喇叭完全伸展手腳。

Vena II Play共有銀、黑等2

色外觀可供選擇，音樂迷可

以依照自己家中的裝潢、喜

好選擇合適外觀的機款，高

品質的外觀擺在家中也能夠

為居家增添生活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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