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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夠藉著一條線，讓我們與音樂家、作曲家連結，情感

藉著電流帶動，讓本來冷冰冰的器材，重現出情感

的溫度，不濫情、不煽情、不矯情、不無情，不容易，AC-
4004 AIR進入了這個境界，當然，除了訊源，它讓你聽到
的，還有是你心愛的器材的聲音個性！

　　筆者與inakustik的淵源始於十多年前的LS-502喇叭
線，沿用至今，它們仍然是我們最常用的影音系統參考喇

叭線。在我們的試音室中，另有兩條多年前的Referenz
電源線與一對Referenz RCA訊號線，至今，仍然是我們
經常使用的參考發燒線，尤其針對測試入門至中階器材。

Inakustik的真正魅力，是盡量忠於訊源，在它們傳訊後呈
現的，是沒有丁點尖聲怪氣，聲音不扭曲、不加甜、不滲

濃、速度良好、細節豐富的聲音，唯一相對明顯的品牌特

色，是低頻夠紮實穩健，卻不會出現過硬、過多、過濃的

弱點。我會說，選擇inakustik的入門至中階發燒線，或許

讓空氣作電介質，為聲音重播藝術連線！
Inakustik

Referenz AC-4004 AIR 電源線
文｜珍納

不是你最喜歡、最能討好你聽覺的選擇，但一定是不會出

錯、不會令你失望、能讓你好好認識器材特性的選擇！

空氣絕緣
　　成立於1977年的德國inakustik，其實多年來一直主打
入門至中階發燒與專業用音響線材，直至五年前，inakustik
推出加入骨架的發燒線設計Air Helix，一直改進，甚至為
Inakustik開啟了高燒門檻。395期「封面故事」中，陳偉昌
指Air Helix技術令「聲音表現與舊旗艦差別之大，實在令人
驚訝！」來形容。可以肯定，他沒有誇大其詞，當時我也

有聽過LS-4004 Air Pure Silver喇叭線，我認為Air Helix帶領
inakustik進入另一個層次，與我從前認識的inakustik截然不
同，尤其是空氣感與空間感，令Air Helix名正言順一大步跨
進了高燒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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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不計獨特設計的HDMI線，其實發燒音響線中，數碼線、訊號線、喇叭線
設計也有不同的理論與設計方向，因為要針對該款發燒線應用時傳輸的電壓特

性、頻域要求、對射頻的敏感度等等而需要不同的幾何設計。AC-4004 AIR是
inakustik Referenz系列中的旗艦級電源線，採用多股式純銅導體，火線與中
線各有8條，總橫切面的面積是2x4mm²；中央一條地線，屬於Class 1保護級
別。除了好聲，發燒電源線仍然必須確保工作安全至上，廠方除了獨立測試其

電源線的音響實力，還獨立測試線內絕緣、150V AC電壓及16A高電流傳送的
能力，而當中的銅導體已經過防氧化處理。為杜絕贗品，inakustik為每條線加
入獨立編號。

難度
　　設計電源線的難度，來自電流峯值。當電流從牆蘇/拖板流入器材後便會
由交流電（AC）轉直流電（DC），由於電源電路上的濾波電容器只會在電壓
比其內部容量更高時才能充電，而這個過程其實只是一瞬間，當電容放電後，

便會重新充電。重點是，充電過程是以每秒50Hz（香港/中國）的頻率重複
100次，或以60Hz（日本/美國）的頻率每秒重複120次，峯值的斜度無疑會極
端陡峭。極端峯值不僅會影響正常電壓而引致電阻及損耗功率；另一方面，極

端電流峯值會產生磁場，形成明顯的集膚效應（訊號集中在導體表面傳輸），

換言之，降低了導體的使用率，即降低導體工作效率。若然重播動態極大的音

樂訊號時，因電流極端峯值而產生的磁場峰值，更會對其他器材形成干擾。

迎難而上
　　針對電流極端峰值的問題，AC-4004 AIR便藉著地球上最強的絕緣體 ― 
空氣，解決問題。其實不少發燒線品牌也強調其中會利用空氣進行絕緣，當

然，理念類同，方法明顯不同。Inakustik便以多股、多芯導體來抵消極端電流
峰值帶來的問題。使用多芯結構的原則，是為了讓導體與導體之間作相互抵消

磁場的效果。此外，藉著密集式的鍍錫純銅導體編織的屏蔽網阻隔殘留磁場干

擾其他音響器材。多芯導體的另一優點是每股導體的直徑較小，同時可以藉著

多股結構改善電流傳輸效率，降低集膚效應的失真。

▲AC-4004 AIR

▲AC-2404 AIR

▲AC-1204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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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骨
　　不少資深發燒友也明白到空氣是發燒線的最佳電介

質，但如何引入空氣作為導體絕緣，卻有不同的方法。多

股導體可以藉著重疊的磁場去互相抵消，亦能將電感降到

最低，而大量空氣流動，則可確保導體之間保持低電容

值，降低傳輸時的失真。

　　Air Helix的設計方向，就如我們的脊柱，一組扣著一
組。廠方特別設計了圓形線夾，或稱線架，在夾的平面上

開著多個圓孔，而不同類別、不同級數的Air Helix發燒線的
線夾直徑、開孔面積、開孔數目，還有導體與包裹著導體

的絕緣物料要穿過每個線夾的哪一個孔，也是經過精密計

算，不能穿錯，這才能讓每股導體呈螺旋走向，並讓空氣

充斥於導體與導體之間進行電介體。當導體與導體之間的

距離越充裕，也代表著有更多空氣進行電介體來達至空氣

絕緣的目的。AC-4004 AIR的粗身設計亦明喻了空氣絕緣的
比例特別充裕，而每片線夾之間的扣件，亦能讓AC-4004 
AIR的粗線徑能保持最靈活的屈曲彈性，確保了兩端插頭
可以在不受壓力下連線，確保了這款發燒電源線的耐用優

勢！

製作
　　的確，今天的空氣仍然是免費的，然而人手裝置的成

本不低，而整個過程是在德國組裝，成本不低可想而知。

AC-4004 AIR的插座端可選Hi End C19或C15/C13的IEC插
座，美式插頭是鍍銠SCHUKO頭。還有，組裝後的檢測、
PE編織線皮檢測是每一條線出廠前的必備程序，AC-4004 
AIR成本之高，其實可想而知！

最佳位置
　　在我們測試發燒線的經驗中，包括筆者自己，不同設

計的電源線，其實也有其最佳位置，訊號線有，電源線一

定有，AC-4004 AIR也不例外。別以為粗身電源線必適合
接後級，事實是，線身粗不代表線芯粗，每一次也必須要

試。今次，在訊源、解碼、前級與後級之中，我認為最理

想的接入位是解碼與前級。接解碼器，聲音的聚焦力比較

強，聲音線條比較「搶鏡」，會第一時間抓緊我的注意

力，喜歡銳利線條及較鮮明的刺激效果，接解碼是不錯的

選擇。我更喜歡它接前級，是因為它能把整個系統在本社

大房的測試時空中，表現出當下我認為最自然、最立體、

最富趣味、最耐聽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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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音場
　　久違了《Händel goes Wild》
這張 C D，即使我近期移情至
Quadro Nuevo《Tango》後，我
仍然認為前者更容易讓我找到發燒

線的特點與最佳狀態。Track 1 – 
Sinfonia的吸引力，來自此曲可以
被器材把音場壓得扁平，亦可以播得立體，AC-4004 AIR
當然是後者，它讓不同樂器的3D定位描繪得非常清楚，用
樂器炮製的風聲、叮叮聲，不僅是音場，就是每粒音也跳

出2D，以3D立體感呈現！要播得極致，我認為大約兩分鐘
時，當小提琴出現，我是聽到AC-4004 AIR能把弓貼著小提
琴弧形排列的弦線拉奏時，聲音是有弧度的，是聽到弓在

弦上滑動的形態，讓AC-4004 AIR接前級時，聽得滿足！當
然，古鍵琴的音色，也是此專輯的吸引力所在。

滲透情感
　　讓AC-4004 AIR接解碼器時，我認為整個系統傾向聽
音響的比例較重；讓AC-4004 AIR接前級，我則認為聽音

樂的興味更濃，原因，是它能為

系統處理每粒音時呈現出應有的

3D立體感。《Tango》中，那支
色士風順滑有立體感，少不了由

風聲鼓動起變化複雜而音色和順

音樂動聽的手風琴，其豐富的聲

音播得立體時，音樂的感動力強，當然，還少不得其他樂

器的精彩演出！《Man of Steel》
電影原聲大碟的抽鼓立體好力，不

是特別大力、不是為錄音動態以外

加力，而是能反映錄音的好力與勁

抽，與從前的inakustik Referenz相
比，今天的Referenz的全頻平衡實

力無疑高出一大截！

　　《 A G A  G I N A D O L L 
CONCERT》中，Track 2 – 
Superman的演出方法其實相
當豐富，AC-4004 AIR讓觀眾
的掌聲不僅是單調地拍得響，



▲可選C-15或C-19 IEC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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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拍出肉掌互擊的質感與動感，

音場展開得寬闊，她由帶鼻音、直

率表達、輕重、假音等變化也很豐

富，情感與歌詞絲絲入扣，音場

自然立體，不帶任何壓縮感，音

樂從容動聽！另一把活潑女聲是來

自WINTERPLAY《two fabulous fools》，讓AC-4004 AIR
接前級，她的嗓子特別活潑，前方的音場畫面中，竟然能

讓我從腦海中為音樂畫上多個開心花朵的漫畫式想像，有

趣！

聽得更多
　　Pink Martini《Donde Estas 
Yolanda?》，AC-4004 AIR接不同
器材時，聲音的立體感與定位也有

不同，無疑，接前級最自然，女主

音居中較前，一眾男和音較後而稍

為靠右（若然系統不能播出3D感強
的音場，女聲與男和音是平排而唱，而男和音有嚴重右傾

的發聲方位），有前後、方位的距離，以接前級播得最立

體豐富，更沒有變成左右並排的弱

點，歡樂的音樂，越聽，越過癮！

《The H8FUL EIGHT》的首曲原
來可以如此立體豐富，從前也未曾

察覺到原來此曲用了如此豐富的樂

器，吹動顫音的動感強烈立體、Hi 
Hat高音從容而層次豐富，氣氛詭異肅殺刺激，樂團隊形舞
台感鮮明，是另一種聽得過癮！

　　如果說，五年前的inakustik Referenz系列是屬於穩打
穩紮的參考式發燒線，而今天的Referenz – Air Helix，是要
我享受音樂與系統實力能夠為我帶來的盛宴！

總代理：新和偉音響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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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森

本
刊的長期讀者應該知道我們每期的試聽報告均使用了下列的電源線：我們習慣用Burmester Power接
AA Drive II CD轉盤， AA Tube DAC II MK II解碼、Soulution 325前級均使用Analysis Plus Power Oval 

2 MK II，Grimm Audio CC1 MKII時鐘則用Analysis Plus Silver Apex， Soulution 311功放則用今年發現的
Best Buy新精品Clarus Audio Crimson。其中Power Oval 2 MK II的使用率最高，CD機、串流橋接器 / 播放
器、唱頭放大器、合併式擴音機（晶體管或真空管機均適用）、膽前級及膽後級均通常用它。上期「煮酒」

主角全套售四十萬元的Octave HP 700 SE前級、MRE 220後級（mono）便用了三條Power Oval 2 MK II。使
用這些電源線並非「指定動作」，本刊兩間試音室常備多個品牌的電源線供各位寫手自由選擇去配搭不同的

器材，當中有更名貴、個性更強烈的電源線。

　　我認為上述我們樂意選用的電源線均沒有介入「自己的聲音」，同時全頻段又能提供優異的分析力、

良好的平衡度、正確的音色、準確的速度 / 節奏感、明確的動態對比、3D音場有清晰的層次感，重播各種
acoustic樂器 / 歌聲自然，具活生感、動感、聲音個性不偏不倚，能準確傳達出音樂的感情與意境。個性強
烈的電源線不宜用作試聽工具，因為接受測試的器材若然增添了來自具有強烈個性的電源線那種揮之不去的

聲底，我們便沒法「聽真」受測試器材本身的音質，聽每張碟都聽多了一「浸」線聲。加了調味品可能更好

味，但就不能嚐到食物的原汁原味；在不同色溫的燈光下或加了調色鏡便不能「看真」每個人在自然光下的

真面目，和藍天白雲、花草樹木的天然色彩了。

　　我用了上述的電源線為參考標準，然後逐個位置換入AC-4004 Air電源線，主要用三張天碟級音質的試音
CD，選取適用的片段細心AB比較，前後用了兩天時間，終於可以下結論。
　　根據我過往試電源線的經驗，三萬元級的電源線甚少是百搭線，通常是（A）：特別適合接數碼音源；
（B）：特別適合接前級 / 唱放；（C）：特別適合接功放。
　　實試證明，AC-4004 Air屬於A類別，功能強化數碼音源的音質。無論用它取代Burmester Power接AA轉
盤，抑或用它取代Power Oval 2 MK II接AA解碼，我都可以聽到聲音在各個環節的表現均有或多或少的可聞
提升。二選其一，我較喜歡聽用AC-4004 Air接AA解碼器。

每
種
樂
器
的
質
感
更
強
、
件
頭
感
更
壯

　　聽《Blue Coast Collection 3》，各款acoustic結他聲明顯更清晰、彈
撥弦線有更強的張力，結他和其他樂器的質感明顯更強、件頭感更壯，歌聲

更有力更有感情，血肉感更強烈，那種更真摯的互動效果令每首樂 / 歌曲更
感動傳神，我想像自己置身錄音現場的真實感更強烈。AC-4004 Air強化了
這個天碟級錄音，令每段音樂演奏變得更自然真實、音像更壯更立體、在試

音室裡的存在感更強烈。

　　聽《Audiophile Analog Collection VOL. 2》，同樣地，聽某幾段特別
好聲的錄音片段，我覺得樂器的質感更強烈，如實物原大的件頭感更真實，

結他、手風琴、cello、double bass、octobass（11呎5吋高）如在眼前般
活生生地演奏着，一高一低的伸延均明顯更像真樂器般有質感和密度感。若

然你覺得Opus 3以Nagra便攜式模擬式開卷式錄音機錄音的《當舖爵士》
CD好聲，我此刻聽到的CD聲更是好聲到難以形容，Nagra開卷式錄音座模
擬式錄音的質感與自然真實感更強！用了AC-4004 Air後，Track 3管風琴的
超低頻明顯更深沉，Track 3/11/12的教堂堂音明顯更強烈，空間感更寬宏，
女高音/男高音的歌聲更具血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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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Celebrating John Williams / Gustavo Dudamel指揮Los Angeles 
Philharmonic》CD2，Track 6~8三個來自《星球大戰》的選段。換用AC-4004 
Air後整個管弦樂團的規模明顯更宏偉，銅管樂明顯更強而有力，每組樂器的質感
更像真、弦樂群奏更有質重感與韌性，樂團的氣勢如虹、場面偉大、動態對比更

強烈、威風凜凜的權威性演奏更具震撼力。音質在各方面的明顯提升令這個live 
concert現場錄音的現場感，提升至一個令我聽後也想起立鼓掌的更興奮境界。
　　總括而言，我認為AC-4004 Air是同廠同類型結構的AC-2404 Air電源線的
強化版，火線、中線各用了8條，是AC-2404 Air的4倍！更強大的電流承載力讓
AC-4004 Air由高至低頻均有更強的能量感與聲音密度感，使音場裡的各件樂器
有更壯的件頭感和更高的密度感，若然用家的聆聽空間寬敞（如本社大房有18
呎闊），相信發燒玩家們十居其九會更喜歡用AC-4004 Air接解碼器 / CD機的效
果——音像更壯更立體、音場更寬宏！如果聽音室闊度不足15呎，我覺得先嘗試
用AC-2404 Air電源線可能更合適，重播大型管弦樂，音像更壯大也許會因此引致
過於擠迫，反為令音像與音像之間的距離感變得含糊不清。

　　AC-2404 Air與AC-4004 Air都屬於高清自然的電源線，全頻純潔訊息量豐
富、音樂充滿活力與感情，不賣弄緊張刺激的抽鼓音效，不誇張高頻的亮度、不

加強低頻重厚感，重點是無論重播音量大小都能保持高頻順滑悅耳，不會發出鋒

利、尖削、響叫或乾硬的不悅耳高、中音。我欣賞它們的親切自然美態、全頻溫

暖柔順、可剛可柔的質感和可以長時間欣賞各類型音樂而不會耳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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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論係將複雜問題簡單化，抑或將簡單問題複雜化，其實都係一種手法或過程的一部份，本質上並無高低

之分，因為一切以結果為本。作為消費者、發燒友、最終用家，至關心的始終是結果是否合乎預期？是

否符合自己口味？當發現合乎預期又符合口味之後，自然會有興趣去探究其背後的設計過程、手法與技術，通

過更深入了解，從而進一步確認是否有充份理由入貨。

　　於我而言，AC-4004 Air電源線的確合乎我對Inakustik的期望、符合我口味，好正路、極細緻、音樂感染
力非常之強。至於設計與技術，確實精彩，尤其核心技術「Air Helix structure / 空氣螺旋絞繞結構」就更令我
佩服，將那些一直存在的物理問題，以一個看似複雜的結構，實則係將複雜問題簡單化的手法去對應。

　　Inakustik這「Air Helix structure / 空氣螺旋絞繞結構」，內裡所牽涉的理論、技術及製作技巧不是甚麼秘
密、秘技，想必有「高人」會說，無甚稀奇？都是些物理ABC，構造上不見得有秘技，用料亦不見得特別名
貴……！世事往往如此，物理、理論、技術一直都在，懂得運用、融匯貫通且比人行先一步者出頭；知而不懂

運用，甚或只會葡萄人家者則落後。

　　目的為本，Air Helix structure / 空氣螺旋絞繞結構所要取得的效果，其實過去已有不少設計者，透過
不同手法以求達到目的。或先了解交流電 / 交流訊號的定義，世有AC（Alternating Current）交流電模式，
亦有相對的DC（Direct Current）直流電模式，音響上，於發燒友或消費者層面要面對的，大都只是相關
AC（Alternating Current）交流的事宜，因由訊號線、喇叭線以至電源線，所傳遞的都是AC（Alternating 
Current）交流電。
　　以電源線為例，正因為交流，而本港公用電力規格為220V / 50Hz，其中交流頻率為50Hz，亦即電流極性
變化於（零→正→零→負→零）之間一秒鐘來回了五十次。這極性交流運動下，火線L（Live Wire）及中線N
（Neutral Wire）之間必產生磁場、干擾，要消除干擾，就要令兩線之間全程保持適當地近的相互距離。
　　過去多見以不同質料或厚薄的線皮、線狀物、管狀物、填充物、泡沫物料等去分隔，令導線形成適當地近

的相互距離。而Inakustik的工程師卻想到一個巧妙的設計與結構--Air Helix structure空氣螺旋絞繞結構，以塑
料製成支架（骨架）兼定位裝置，令兩導線全程以空氣作相互隔離、並保持適當地近的相互距離，加上將火線

及中線各分拆成8束獨立線心，通過在各支架及定位裝置之間特定的穿線序列（必需藉人手細心穿製），令各
自獨立的8束火線及8束中線，呈相互包圍格局之同時，並使火線及中線形成穩定的螺旋絞繞狀態。這既確保導
體之間的低電容狀態，亦有抗噪功效。

　　火線加中線共16束銅線、總橫截面2x4.0mm²，並採取大量單支線格局，可大大降低集膚效應。於最外層
保護網底下，再以細密的銅鍍錫編織層包裹整個空氣螺旋絞繞結構及所有導線，以屏蔽、杜絕干擾。

　　好了！講完一堆理論層面之事後，當然輪到講這粗身得來軟身亦不算重身的電源線，AC-4004 Air的聲音
表現。

　　確實，其頗粗的線身，很容易令人有重又硬的假設，但攞上手即知比想像中輕軟得多，但得表明，這跟聲

音輕重、軟硬並無直接關係。透過B&W 802 D3去鑑聽，先後將AC-4004 Air插到AA CD轉盤、AA膽解碼器、
Soulution前級、Soulution後級，令我感受至深是用在Soulution前級之時，有驚喜！且驚喜不斷！
　　將AC-4004 Air電源線插在前級，這在整個重播系統中主要處理低電平訊號放大的
環節上，我所得到的驚喜最多且驚喜不斷！之所以多且不斷，不在於高音如何如何、

中或低音又如何如何的純粹聲音物理反應，而係在於音樂與音樂畫面整件事。

　　簡單如單一把小提琴演奏、錄音， Isabelle Faust《JS Bach–Sonatas & 
Partitas》，小提琴結像按比例、有層次地構築出一個合乎常理的音響空間之餘，自身
的結像氣團不大、聲音線條明確，所散出的諧波空氣，表現出由內而外的動感擴散，

令
我
感
覺
到
音
樂
正
在
醞
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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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跟堂音耦合，拓展一個寬廣的空間。就只是做到這些的

話，過去我在好些高水準系統中早已領略過，故談不上驚

喜！但AC-4004 Air給我的驚喜在於，它令我聽到前所未有
地清晰的小提琴核心，結像氣團中的核心前所未有地實在

又自在，令運弓的動感變化感覺更立體，更有層次地散發

的諧波，加上堂音空氣，置身其中的空間感，完全打破了

四面牆壁與天花的限制，我就像獨個兒身處於一個超寬廣

的空間中，欣賞著面前舞台上的小提琴獨奏。演譯加上虛

擬空間與舞台感，一份難以形容的自在加恬靜感覺，於同

一這錄音重播下，過去感覺從未如此強烈過！

　　再播出René Marie《Live 
at the Jazz Standard》後，我
開始找到重點，或許因AC-4004 
Air電源線插在前級，即在整個
重播系統中，主要處理低電平

訊號放大，故對電噪特別敏感

的環節上，就足已令整體的底噪大幅度消減，使到錄音中

的音樂、環境堂音，以至整個音樂空間都來得更清晰、更

傳神。〈Where Or When〉引子上爵士鼓的各式銅鈸，由
右前向開始敲響，再逐步向右中後擺開的描繪感、構築動

感上，當中驚喜位在於整串「影像」前所未有地清晰、立

體、傳神，各式銅鈸的金屬敲擊聲響、顫音，均生動、玲

瓏得叫我有眼前一亮的感覺！René Marie及鋼琴的聲音及
演譯情緒變化，同樣份外清楚、細膩，令音樂感染力、臨

場生鮮感驟增！

　　整體的底噪大幅度消減之下，播出訊息更複雜的錄

音，如吳懷世指揮「Ensemble 
Omnia Hong Kong」演奏《馬
勒第一交響曲「室樂版」》，又

或Riccardo Chailly指揮「萊比
錫布商大廈管弦樂團」，演奏

《布拉姆斯第一交響曲》。最叫

我驚喜者，不單是音響畫面的清晰、細緻、立體，又或份

外寬宏深縱的音場，更重要是音樂

氣氛之連貫，以及音樂正在醞釀、

下一輪變化正在醞釀的感覺。能夠

演譯出、又重現得出這份感覺，這

重播即能牽動人情緒，動人心神！

即使播出《Jason Mraz's Beautiful 
Mess：Live on Earth》，這大型戶
外演唱會現場錄音，亦一樣，驚喜

位就在現場觀眾聲浪效果、臨場感

之傳神兼盛大，更在於Jason Mraz
歌聲、演譯情緒變化細膩加到肉。

　　總言之，只要我不斷播出不同

錄音、不同類型音樂，AC-4004 Air電源線就似要讓我驚喜
不斷。另外，底噪、失真驟降之下，比平常扭得更大聲亦

不覺吵耳。至於其施用位置，如你只用一條AC-4004 Air，
我強烈建議插在前級。當然，我的建議未必放諸所有系統

皆準，待煲熟條線後、即也聽熟插在前級的效果後，不妨

插到其他環節比較一下，然後……或令你心癢癢要多買幾

條亦說不定！

▲接Soulution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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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過inakustik AC-4004 AIR電源線後，放在手上仔細端詳，它的重量符合其外觀，就是分量十足，而且造
工扎實，德國大廠的線材理應如此嘛。就是因為它的重點及直徑，使用時還是為它的插頭準備一些支撐

物，會比較安心。

　　對比以前的inakustik，AIR系列的力量換了另一種表達方式，相對上沒有那麼強硬，轉為多一點暗勁，也
多一點圓滑。銀導體的那幾個型號，更是「柔」比「剛」明顯，加上強烈空氣感，聽起來更加柔順，換句話即

是相對上斯文（平心而論，以前的inakustik旗艦線材，聲音也不屬於硬朗型，只是有需要表現力量時，會比現
時的AIR系列更有衝勁）。故此，面對粗壯又重身的AC-4004 AIR，自然會猜想它是否力量型。
　　將這款電源線放在CD轉盤，作為試聽的第一步。先試一張大鍵琴專輯，是Jean 
Rondeau獨奏錄音《Vertigo》。大鍵琴考機之處，第一樣當然是高音，不但要高音
去得盡、量感要足夠，還需要細緻，否則聽起來就會變得刺耳。同一時間，又需要

展現到足夠的泛音光華、空氣感，不同的高音音尾交織之下，脈絡依然要清楚。高

音固然考機，不過中、低音亦要足夠，才可以重播到琴身大小和低音分量，畢竟大

鍵琴經常負責巴洛克音樂的數字低音角色。

　　AC-4004 AIR的安靜，以及靚銅才有的平順高音，令大鍵琴的複雜高音結構，
變得清楚而有條理，十分容易接收。這種樂器的高音本已華麗，用不着再作加料，AC-4004 AIR就沒有再去強
化。甚麼是靚銅的高音？就是滾降點不低，而滾降平緩且線性，既沒有峰值，也不是撞牆般令超高音消失。高

音延伸其實頗高，光輝得來不會過分，與中、低音銜接得自然。AC-4004 AIR正正做到這種自然、悅耳，又高
分析力的高音表現。

　　Focal Scala Utopia Evo揚聲器本來就是音像派，inakustik AC-4004 AIR電源線並未於音像大小上再作更
動，只是依舊地大，大得來自然，也沒有將音像推前，剛好在揚聲器後兩步的位置，音像和一對揚聲器之間

還有兩呎空間，體型就如一台真實的大鍵琴，沒有誇張，也沒有壓迫感。

　　音色上，AC-4004 AIR是偏向平實的，在這個價位之中，大多都會強調某些獨特個性或音色，AC-
4004 AIR在這個級別來說是異數。Inakustik不是音響界中品牌，也不是車房廠，反而是其歷史、公司規
模、廠房之大，以及市場認受性，都是線材品牌中其中一位佼佼者，因此他們將AC-4004 AIR定出這個價
錢，聲音質素當然不會遜於同級對手。

　　而它的吸引之處，就是在這一價格帶上極少有的平實型電源線，不是一聽就會令人「哇」出來

的類型，對於Hi End級發燒友來說，這其實是一項重要賣點，尤其是喜歡聽古典音樂的玩家。
　　音響講求配搭與平衡，當你已經加入了一至兩款頂尖線材，它們的獨特個性就會主導

（或明顯地影響了）聲音走向，為免起衝突，其他選用價格較低、性格相對平實的線材，

以求正路及平衡的聲音，是合理做法。

　　只是這些位置在頂尖系統之中，往往成為了樽頸位，這不是所

謂次一級線材的錯。也不是Hi End線材的錯，這級別的
產品是凸顯品牌形象、品味、聲音取向的好地方，最

好是一開聲就聽得它的影響，所以有明顯霸氣也是

尋常事。假如你特別喜歡某個品牌的聲音，願意

聽甚麼音樂都明顯地有着這個品牌的特色，那麼全

數用同一品牌的頂尖線材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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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4004 AIR出現，就正正解決了質素和性格的衝突，
它既有頂級的聲音質素，音色上又相對樸實，更沒有霸

氣，不會爭奪音色主導權，只是默默地提升音質。

　　這是一款需要細味的電源線，插在CD轉盤上聽了多張
CD，就可以感受到它的好處，對於經常聆聽不同音樂，尤
其是古典音樂現場演出的人來說，會較快地聽得出AC-4004 
AIR的好處。
　　AC-4004 AIR的低調實在出乎意料，以它換走原本在
CD轉盤的電源線，音色改變竟然十分輕微，只是多了一點
點暖和感而已，質素上的升級就明顯得多。

　　正如之前提及的，還以

為這是一款力量強橫的電源

線，不過實際卻不然，播放

《Aida》（Antonio Pappano
指揮Orchestra dell'Accademia 
Nazionale di Santa Cecilia的
版本），力量是足夠的，聲音

密度一聽就知道是Hi End級別，大動態表現方面也是同一
級別，對比是大的，只是並非強調雄渾肌肉、官能刺激，

是強調起與收之間的變化。分析力方面也是表達得比較含

蓄，明明有着極豐富訊息量，但未見任何強調細節，而是

重視細緻度和流暢感。

　　音場方面，也是走自然路線，音場開闊、聽感開揚是

一定的，不過分隔度、音像輪廓、音像大小方面，都沒有

半點誇張，一切都極為合理。

　　要欣賞這類產品，除了配合音樂品味之外，更直接的

方法，就是聽上一段時間，然後把它拿走，就會知道其優

點所在。AC-4004 AIR就是這類產品。
　　全面、高質素、低調，令AC-4004 AIR用在CD轉盤、
DAC及前級，變化都是非常穩定，不適合的位置，就只有
後級一環，為其他器材供電，表現同樣優秀。

　　比起流行音樂，AC-4004 AIR的性格比較適合播放古典
音樂，無論是獨奏，還是大型管弦樂，都同樣播得動聽。

不同旋律、對位、和聲，在這款電源線幫助下，不但脈絡

清晰，而且互相配合得宜，沒有將音樂強行分離拆解。

　　這項優點，當然在大場面、多樂器的情況下最為明

顯。所以試聽過程中，聽得最多的就是交響曲，無論是哪

個年代的錄音，這款電源線都能夠把當中各種訊息，從弱

音到情感，都一一重播得當。把AC-4004 AIR放在CD轉
盤和前級，表現稱得上最佳，不過用在DAC的表現，其實
和前兩者的差距並不算大，所以放心用在後級以外的位置

吧，亦不難和其他線材配搭，這就是低調、專注於音質的

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