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器材評鑑

TANNOY

Mercury V4 + Mercury VC + Mercury V1 +
Revolution Sub1001
難得一見的超值多聲道喇叭
多聲道喇叭 文╱黃有瑒 攝影╱方圓．李春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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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體振膜與金屬飾環顏色都是香檳金，質感看起來高雅，配色也很沉穩，很
難相信Mercury V系列的價格這麼平實。再聽過它們的聲音表現，更會佩
服TANNOY設計喇叭與調音的功力。

老一輩的音響玩家而言，TANNOY

系列就是最佳證明。這套組合中的左右聲

位置比較偏向上面，跟兩顆中低音單體的

可以說是同軸喇叭的代名詞之

道Mercury V4採用兩音路三單體設計，原

距離不同。原廠並沒有多做解釋，可能是

一，也是高效率喇叭的擁護者。除了歐

廠特地在單體框架外增加金屬飾環，除了

設計者發現這樣的配置相位更為準確吧！

洲地區之外，亞洲這邊就屬日本人最喜

遮住螺絲孔之外，也使得質感大幅度提

愛它們的喇叭，古典造型的Prestige系列

昇，一點也不像此價位帶的商品。

對

看起來不像是入門級產品

在日本擁有廣大支持者。其實，台灣喜

它雖然維持四四方方的傳統造型，但

再來是中央聲道部分，看得出來

愛TANNOY的人也不少，大部分是比較資

是內部進行諸多結構強化，減少箱體的諧

Mercury VC單體跟左右聲道一樣，不過振

深的玩家，而且幾乎都是Prestige系列的

振。原廠強調Mercury V4擁有非常低的

膜尺寸縮減成4吋。高音位置略微上移，比

用家。因此只要提到TANNOY，第一個聯

「箱體染色」，富有衝擊力的低頻能帶來

較靠近箱體頂部，擺放時請特別注意，高

想到的就是Prestige系列商品。

動態寬廣的聽感，表現就如體型更大的喇

音要偏向上方才是正確的。Mercury VC

叭一樣。

的低音反射孔左右兩邊各有一個，背板上

不過，年輕朋友的認知或許跟前輩們
不同，印象多半來自於造型現代化的產

在分音器方面，Mercury V4 也用了

品。 TANNOY新系列一樣採用招牌同軸

專利的「D.M.T.（Differential Materials

單體，但是箱體線條流線圓滑，並以金屬

Technology）技術，高通濾波部分使用

環繞聲道Mercury V1也跟左右聲道採

材質點綴出絕佳質感。就像本月來到公司

新材質的電容，可以讓高頻表現更加柔

用相同單體，但是低音反射孔則配置於前

的Mercury系列多聲道喇叭，外型已經脫

順，也更為精準。同時，四階分音設計使

方。在反射孔外圍特地加上金屬飾環，直

離古典框架，往現代化、時尚的方向邁

單體之間重疊的頻率減少，在聽感上也會

徑看起來跟高音單體相仿，在視覺上形成

進。更棒的是，價格屬於大家都能負擔的

呈現出較為乾淨平滑的音質。喇叭內部的

對稱感，應該是刻意安排的結果。Mercury

範圍喔！

線材也沒有馬虎，採用高純度的鍍銀無氧

V1背板一樣有用來壁掛的螺絲孔，顯然原

銅線。

廠希望用家考慮將它們掛起來，替客廳爭

用料實在，設計用心

原廠表示使用這種線材以後，不但細

除了反射孔之外，還有用來壁掛的螺絲
孔，增添Mercury VC的使用彈性。

取寶貴的空間。本套組合最後介紹的成員

或許有人質疑Mercury系列沒有運用招

節增加了，連細微的動態也更為明顯，就

牌同軸單體，還算是TANNOY的產品嗎？

算會增加成本也要堅持使用，可見提昇的

它使用10吋長衝程單體，內建擴大機

它們確實沒有同軸單體，難道沒有同軸單

效果一定十分顯著。另外，筆者觀察到一

輸出功率160W，箱體則採用低音反射式

體就發不出好聲音嗎？當然不會，Mercury

項小細節，那就是Mercury V4高音單體的

設計，從反射孔的巨大開口看來，原廠企

重要特點

1》高音採用硝酸氨基鉀酸酯阻尼層的絲質振膜
2》中低音採用多層纖維紙漿振膜，質量很輕
3》分音器引用DMT技術，並使用無氧銅鍍銀線
4》內部有強化結構，可減少箱體音染
5》中央、環繞聲道有吊掛專用螺絲孔
6》超低音喇叭使用長衝程單體與低音反射式設計

是Revolution Sub1001超低音喇叭。

試聽條件

本篇器材評測過程在本刊大視聽室
進行，空間長 6.6 公尺、寬 4.12 公
尺，約 8.2 坪。搭配器材為 D e n o n
AV R-4520 環繞擴大機、 P i o n e e r
BDP-450藍光播放機。

本文章同時在普洛影音網討論區開放討論

http://www.audionet.com.tw/a/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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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ury VC 中央聲道
●形式：兩音路三單體低音反射式●單體：絲質振膜高音單體× 1 、 4 吋多層纖維
紙漿振膜中低音單體× 2●頻率響應： 67Hz-25kHz（-6dB）●分頻點： 2.9kHz●
建議功率：10W-90W●靈敏度：90dB（2.83V@1m）●阻抗：8Ω●尺
寸：140×430×170mm（H.×W.×D.）●重量：4.9kg●參考售價：8,900元

Mercury V1 環繞聲道
●形式：兩音路兩單體低音反射式●
單體：絲質振膜高音單體×1、5吋多
層纖維紙漿振膜中低音單體×2●頻率
響應：45Hz-25kHz（-6dB）●分頻
點：3.2kHz ●建議功率：10W-70W ●靈敏
度：86dB（2.83V@1m）●阻抗：8Ω●尺
寸：300×170×254.5mm（H.×W.×D.）●
重量：4.5kg●參考售價：9,900元

Revolution Sub1001 超低音喇叭
●形式：主動式低音反射式●單
體：10吋長衝程低音單體×1●
內建擴大機功率：160W●高
通濾波：50Hz-200Hz連續可
調●相位切換：0-180度可調
●尺寸：390×310×335mm
（H.×W.×D.）●重量：13kg●參
考售價：28,000元

Mercury V4 左右聲道
●形式：兩音路三單體低音反射式●單體：絲質振膜高音單體×1、6吋多
層纖維紙漿振膜中低音單體×2●頻率響應：32Hz-25kHz（-6dB）●分頻
點：2.6kHz●建議功率：10W-140W●靈敏度：91dB（2.83V@,1m）●
阻抗：8Ω●尺寸：970×204×281mm（H.×W.×D.）●重量：14.2kg●
參考售價：29,000元

圖增加更多低頻量感。透過以上的基本資

質，搭配背景中出現的蟲鳴鳥叫，身處於

樂器都清清楚楚的，彼此之間的位置也不

料解說，Mercury V系列怎麼看都不像是

大自然中的愜意油然而生。從接下來的曲

會錯亂。Mercury V4中頻走得是強調形體

跟成本妥協後的產物，它們依然是照著一

目中，Mercury V4展現出過人的細節再生

的路線，內聚力很好、密度高，沒有刻意

般多聲道喇叭規範來製作，該注意的部份

能力，同價位產品與之相比，恐怕要相形

營造豐腴的感覺。因此，只能說歌手的骨

都顧到了。因此在發出聲音之前，筆者就

見絀了。再多聽幾張唱片，Mercury V4偏

架稍大，表現沒有特別有肉，也能感受到

已經有了先入為主的好印象。

向華麗的音色更是一覽無遺，音像的線條

歌聲中的情感。

清晰，感覺毛邊很少，完全不像這個價位

令人激賞的好音質

帶該出現的表現。

調聲功力出類拔萃

趕緊放入「天人合一」CD來聽

在豐富細節的幫助下，音場具有穿透

受到上述特色影響，低頻顯得快放快

聽看，在第三首清脆的古箏音色帶領

力，空間感格外出色，雖然音場不是特別

收，也帶有衝擊力，鼓聲的邊緣清晰，形

下， Mercury V4 發出令人激賞的好音

寬深，但是在它營造出來的舞台上，每樣

體完整，鼓皮抓得緊，帶來一種小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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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NOY Mercury V系列 重點特色
▍暗藏玄機的高音

▍漂亮又厲害的單體

這顆高音看起來與一般絲質振膜單
體實在沒什麼不同，不過規格顯示
高頻延伸可以達到25kHz，透露出不
能輕忽的實力。深黑色振膜比一般
絲質顏色深了許多，原來是增加一
層硝酸氨基鉀酸酯材質作為阻尼物
質，可以提昇振膜本身的內阻。同
時，磁力系統改用釹鐵硼磁鐵，其
實目前很多高音單體都已經採用這
種磁鐵，但是使用在價格這麼平實的產品上，筆者還是第一次見到。

一般中低音單體的振膜常常是黑
色，表面有時還會出現皺折，看
起來跟美觀一點關係也沒有。
然而， Mercury V 系列標榜外型
出眾，振膜自然不能是庸俗的黑
色，原廠把它的顏色變成香檳
金，平整的表面看起來像是金屬
材質，其實它的材質是紙漿。一
般紙質振膜的聲音雖然好聽，卻有質量較大的問題。而多層纖維紙漿
質量很輕，所以低頻速度很快，衝擊力道強勁。

▍提供壁掛用途

▍小腳釘帶來的改善

在中央與環繞聲道的背板上有兩個
螺絲孔，這代表它們可以用螺絲
固定住。如果視聽空間或客廳經過
裝潢，一定可以把喇叭線隱藏起
來，有些人甚至想連喇叭架也隱藏
起來。此時，允許壁掛的設計就顯
得格外重要，方便把喇叭固定於牆
壁上，不但看起來美觀，也節省了
些許空間。

M e rc u r y V4 是本系列中唯一的
落地型喇叭，所以下方設有四根
金屬腳釘。腳釘除了具有隔離
震動、提供穩定的支撐用途之
外，還兼具調音的效果。建議使
用的時候不妨換上其他材質的腳
釘，聲音就會產生不同的改變。
另外，如果地板不是很平整的
話，透過調整每一根腳釘的高低調整水平，也能使喇叭站得更穩定。

參考軟體

表現力評量

「2013 dts Demo Disc」BD

細節再生
衝擊力
承受功率
整體平衡性
超低音表現

平均水準

選擇「哈利波特」的片段，一群人在密室中遭受火焰攻擊時，火焰化
成猛獸發出怒吼，聲音規模龐大、氣勢驚人，Mercury V系列竟然可
以把包圍的感覺，營造得如此綿密。在滾滾而來的火焰音效中，雜物
爆裂、撞擊、崩落的細碎音效還是聽得很清楚，可見出現複雜音效也
難不倒它們。

「女神卡卡：超人氣魔神麥迪遜花園廣場演唱會」BD

個性傾向評量

連續播放幾首常聽的歌曲之後，發現Mercury V系列呈現出低頻節
奏輕快的特性，鼓聲快放快收，一聽就知道速度敏捷，腳踩大鼓的
形體也很鮮明。每首歌曲演出之間，觀眾席上傳來的歡呼聲不但綿
密、連續，聽起來像從深遠處飄送過來，讓人感受到演唱會場地那
種巨大的規模感。

外觀作工
音質表現
高頻特性
中頻特性
低頻特性

樸素傾向
軟性傾向
細柔傾向
凝聚傾向
收斂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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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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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精緻傾向
剛性傾向
明亮傾向
飽滿傾向
豐滿傾向

的緊湊感。不過受限於單體尺寸，量感表

凸顯Sub1001製造量感的實力。不過，想

現比較保守，還好聽感不會讓人緊張，形

突破10吋單體的物理限制非常困難，更低

這套Mercury V系列讓人見識到喇叭

體也不會弱小，只是量感能再多一些就太

沉的頻段就比較收斂一些，音量過大反而

老廠的雄厚實力，在成本受到限制的情況

好了。印象中，紙質振膜的聲音通常偏向

會讓形體開始鬆散。

下，外觀依然有其獨到的美感。同時，華

軟糊，Mercury V4卻不會這樣，不得不佩

同價位商品中的佼佼者

外星船艦衝出海面的表現扳回一

麗的音色，充滿細節的聲音表現，更強化

城，大量海水噴出的音效變化連續而細

了Mercury V系列的競爭力。通常相同價位

接著改成測試多聲道，播放「 2013

膩，聽感十分真實，好像海水都要噴到眼

的多聲道喇叭不是套裝規劃，就是衛星喇

dts Demo Disc」BD中的「超級戰艦」片

前了。加上聽起來讓人很緊張的背景音

叭那種小尺寸產品，預算有限卻想尋找標

段，當外星人升起防護罩時，人工炮製的

樂，Mercury V營造聲音氣勢的能力真是

準5.1聲道設計的喇叭嗎？恐怕Mercury V

電磁波音效拔地而起，形成如同一面牆壁

出類拔萃。

系列是極少數能滿足你需求的目標喔！

服Tannoy調整聲音的功力。

般的規模，尤其極低頻宣洩而出以後，更

■ 進口代理：勝旗02-2597-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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