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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rad-Johnson CAV45
音樂聽起來就該如此
CAV45的電路來自經典的CAV50，所用的功率管是常見的EL34，但出來的聲音卻是難得少見的清麗甜美。背後的原因當然
不會只有一個，但總的來說，就是Conrad-Johnson累積了40年的管機設計功力，用這樣的價錢能獲得這樣的聲音表現，在當
今的音響市場上幾乎已是不可能。
文｜書世豪
音響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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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rad-Johnson CAV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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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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熱情衝擊

火

水

柔美中性溫潤

年 是 C o n r a d - J o h n s o n的

CAV45的前級部分並沒有傳統前級的

樂器人聲十項評量

四十週年，前一陣子他

放大功能，獲得的好處是少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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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放不下大喇叭，又或著您喜歡的

男聲成熟度

年輕

中性

成熟

出功率，而單聲道的ART300則有300

是小而美的精緻聲音表現，那CAV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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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的輸出功率，比較特別的是他們首

絕對是您不二的首選。

腳踩大鼓形體

緊密

中性

蓬鬆

Bass形體

緊密

中性

蓬鬆

鋼琴低音鍵弦振感

清爽

中性

龐大

管弦樂規模感

清爽

中性

龐大

今

度採用了KT150這支真空管。從今年
年初他們推出Classic 62與Classic 120

經典電路再優化

兩款新後級就已經可以秀出端倪，算

CAV45的電路源自CAV50，每聲

一算，光是2017年到現在，他們就已

道採用2支EL34真空管作為輸出級，

經推出了4款新產品！Conrad-Johnson

在4歐姆的負載下，可輸出45瓦的功

一直是家很實在的公司，不會只顧高

率。CAV50的輸出功率也是45瓦，但

參考器材

價市場，所以他們在去年也將長青的

是前端的小管子用的是12AU7、2支

經典型號CAV50改版，推出CAV45，

12AX7及2支6SN7，CAV45則用了1支

目的就是要造福入門級的音響迷，讓

6922與2支5965。5965是非常少見的軍

訊源：Cambridge Audio Azur 640C
喇叭：PMC Twenty5.23
Sonus Faber Olympica I

更多人可以親耳聽到傳說中的Conrad-

規真空管，連本刊技術主編陸怡昶都

Johnson美聲。

沒聽過，他推斷應該是冷戰結束後，
美國軍方淘汰下來的NOS備品，所以

Stereo Control Amplifier

型號並非一般商用編號，但規格特性

Conrad-Johnson CAV45

類型
推出時間
輸出功率

應該接近常見的12AU7這一系列的真

出Classic 62與Classic 120差不多，

空管。之所以會選5965當作驅動管，

使用真空管

只是面板上多了兩個旋鈕，造型非

應該是因為聲音特性剛好可以用來平

輸入端子

常「經典」，就是傳統管機給人的

衡前端6922稍微明亮的個性。Conrad-

頻寬

印象。Conrad-Johnson將CAV45定位

Johnson還特別強調他們所附的真空管

在「Stereo Control Amplifier」，依

都是精心挑選的，像是EL34就是選用

照一般的分法，Control Amplifier指

復刻的Mullard EL34，前端的6922則

的應該是前級擴大機，但在Conrad-

是Electro Harmonix的製品。CAV45採

Johnson卻是綜合擴大機。原來他們

用固定偏壓的方式，所以在換管或使

哼聲與噪訊
靈敏度
輸出阻抗
外觀體積
（WHD）
重量
實售價
進口總代理

所指的Control Amplifier其實是「加

用一段時間之後，就要調整偏壓，手

了音量控制與訊源選擇的『後級』

續並不會太複雜，只要照著說明書做

（Amplifier）」，換句話說，這部

就好了。

17.375×6.625×13.375英吋
42磅
88,000元
鈺笙（04-2622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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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V 4 5 的 外 觀 看 起 來 就 跟 新 推

真空管綜合擴大機
2016年
每聲道45瓦
（RMS，4歐姆負載）
6922×1
5965×2
EL34×4
單端（RCA）×3
20Hz-200kHz
+0/-0.5 dB
-96dB
0.35 V（RMS，額定功率）
100k歐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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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細節的堅持

參考軟體
「莫札特專輯」：光是看到聶翠柯、夸斯托
夫、特菲爾這些大牌就知道這張專輯一定效果
不俗，事實上正是如此。這張專輯精選了莫札
特歌劇作品中經典的詠嘆調與二重唱，不但曲
目好聽，錄音效果也很傑出。（DG 4776297，環球唱片）

聆聽環境
本刊2號聆聽間（長5.4米，寬4.4米，約7坪）
使用調音設備：聲博士擴散板
Lovan音響架

首時，可以聽到男歌手渾厚又有力的

在Conrad-Johnson的產品線中，

嗓音，管弦樂靈巧又清晰，還帶有綿

同樣稱為Control Amplifier的還有一

密的質感。第8首可以聽到聶翠柯與夸

部CA150，不過它是晶體機，輸出功

斯多夫兩人聲線絕美的融合，搭配著

率達到135瓦，定價也比CAV45高一

管弦樂的輕柔伴奏，讓人讚嘆「音樂

些，也就是說這部CAV45就是您品嚐

聽起來就該如此啊！」接下來第9首

Conrad-Johnson的獨特韻味最划算的選

「夜后之歌」更是精彩無比，不但可

擇。相較於同等級的後級產品Classic

以聽到女高音清亮透明的嗓音，唱到

62，後端雖然同樣是4支EL34，但前

高音拔尖的時候，依然維持著非常好

端則是用了3支6922，看來C o n r a d-

的形體與線條，完全不會過於尖銳或

Johnson還真是對EL34這支真空管情

是潰散，讓人聽到豐沛的情感表達。

有獨鍾。在我的聆聽經驗中，採用

第10首裡面人聲聽起來不但線條凝

EL34當作功率管幾乎就已經成功了一

聚，形體也非常飽滿，點綴出現的短

半，而CAV45採用的又是經典的Ultra-

笛聽起來充滿空氣感，讓人感受到樂

Linear（超線性）接法，使得EL34的

器真實的美感。

輸出有著接近三級管的線性表現。但
Conrad-Johnson做的當然不僅只於此，

充滿陰柔的美感

打開它的底板就見真章，原來裡面所

接著聽「舒曼鋼琴五重奏」

用的交連電容全都是Conrad-Johnson

（TACET144，響韻）的第三樂章，

訂製的高檔CJD電容，難怪聲音這麼

大提琴引領著音樂緩緩現身，厚實又

好。當然輸出變壓器也是關鍵，總

有重量感，接下來小提琴的琴音則顯

之，Conrad-Johnson就是沒有一個地方

得清甜，帶有一絲迷人的氣息，不會

馬虎，才足以成就獨特且優異的聲音

有一般平價管機的濃濃鼻音。CAV45

表現。而這些都是別家模仿不來的好

的音染極低，整體表現中性而且清

聲秘訣。

晰，但又有著淡淡的甜味。小提琴聽
起來悠揚婉轉，那是一種屬於女性的

焦點
① Conrad-Johnson旗下經典的CAV50之
後繼產品，每聲道採用兩支EL34推挽
輸出，達到每聲道45瓦的輸出功率。
② 雖然是平價機種，外觀作工與內部用
料依然高級，以聲音表現看來，同價
位難逢敵手。
③ 延續Conrad-Johnson一貫細膩動人的
音質表現，解析力與細節表現均屬上
乘，韻味十足。
④ 音染極低，速度感適中，是具有現代
感的聲音，能表現出音樂中的真與
美。

建議

音響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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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書架喇叭應該都難不倒這部小巧的真
空管機，若是不太要求低頻的表現，
落地喇叭應該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② 音質非常好，前端訊源請盡量搭配同
樣質感表現優異的產品。

音樂就該如此

陰柔美感，但絕不會聽起來暗沉，弦

我在本刊337期曾經寫過GAT S2

樂器該有的光澤一點也不少。鋼琴演

與LP260m的前後級組合，對Conrad-

奏時能聽到非常清晰的篤篤聲，與小

Johnson獨特的聲音魅力至今依然印象

提琴合奏時，又散發出絕美的合鳴質

深刻，這次的CAV45不論是外觀作工

感，彷彿演奏家手上的樂器活了起

或聲音表現，卻都沒有給我任何廉價

來，在聆聽著的面前歌唱。讓我驚訝

的感覺。在本刊2號聆聽間，我先搭配

的還有CAV45的音場定位表現也特別

了PMC的Twenty5.23落地喇叭，之後

好，五件樂器在音場中的定位完全不

又搭配了Sonus Faber的Olympica I，我

會混淆，可以明顯的聽到各種不同樂

發現CAV45的驅動力都足以應付，而

器的形體比例都非常正確，小提琴也

且聽各類型音樂都不會有缺憾，表現

充滿甜味與光澤，與中提琴、大提琴

讓人驚艷。推Twenty5.23可以清楚感

和鳴的時候更展現出絕美的和聲。

受到這次Twenty5系列的大幅躍進，而
推Olympica I時，雖然是書架喇叭，聽
起來就像是落地喇叭。
在聆聽「莫札特專輯」裡面的第2

大動態依然出色
最後我拿出伯恩斯坦指揮紐約
愛樂演出的「憨第德序曲」（S o n y

Conrad-Johnson CAV45

外觀
金黃色的面板一直是Conrad-Johnson產品外觀上的最大
特色，CAV45也不例外。原廠所附的護罩作工一樣非常
紮實，要拆下來還要費一番工夫，但我想除了要換真空
管或調整偏壓，基本上是不需要把護罩拆下來的。

背板
CAV45背板很簡單，就是3組高電平的RCA輸入端子，
還有喇叭端子與電源插座，完全沒有任何多餘的東西。
比較特別的變壓器旁邊有兩個保險絲的燈號，是為了防
止真空管故障時燒毀擴大機，如果燈號亮起，請更換保
險絲。

內部
CAV45內部看起來整潔乾淨，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白色
的巨大CJD電容，那可是Conrad-Johnson管機好聲的秘
密之一。下半部則可以看到由抗流圈與電解電容構成的
π形濾波電路。

SK92728，台灣索尼），這首曲子聽

音樂沉靜下來時，又能讓人細細品味

美國當地的崇高地位。CAV45的聲音

起來暢快淋漓，CAV45的表現讓我折

其中的細微變化。最後樂團齊奏時，

表現當然也是好得沒話說，但是只定

服。聆聽這首曲子時，請您別只注意

搭配定音鼓的奮力敲擊，直達情緒的

這個價錢？我只能說代理商真是佛

前面弦樂的綿密質感與後面銅管的磅

最高峰。

心來的。從這部CAV45身上，我發現
Conrad-Johnson雖然已經40歲，但卻依

礡氣勢，中間的木管表現才是最迷人
之處，CAV45的木管聽起來靈巧又輕

歷久彌新

然未顯老態，而且還歷久彌新。雖然

美國許多音響媒體的評論員都給

是平價產品，卻依然維持獨特的聲音

然自得的感覺真是讓人會聽得著迷。

予Conrad-Johnson極高的評價，同時

品味，如果您有幸能購入，相信一定

CAV45讓您不會少聽了樂團中任何一

不是曾經擁有，就是正在使用Conrad-

可以帶給您滿滿的音樂感動。

個分部的聲音，合在一起演奏時又是

Johnson的擴大機當作參考擴大機，

這麼的彭湃激昂、這麼的有氣勢，當

從這點就可以知道Conrad-Johnson在

音響論壇

盈。弦樂群齊奏的片段時，那股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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