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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代理：诺昌音响（020）83882033

文/魏珏

GERMAN PHYSIKS德国殿堂 HRS 130音箱

快速、准确、直率、中性

●阻抗：4 欧姆
●频率响应：29Hz - 24000Hz
●承受功率：120 w-200 w
●分频点：220Hz
●高频率调整：2 db, 平 ,+ 2 db 或 + 4 db

集中在 8000Hz
●灵敏度：86.9 db /1 w
●体积（WHD） ： 325 x1259 x 325mm 
●重量：34.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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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部让我去诺昌听德国 GERMAN PHYSIKS 德国

殿堂 HRS 130 音箱，印象中离上次聆听 GERMAN 

PHYSIKS PQS-100 Plus 已有六年的时间了。阿标

告知本次的主角 HRS-130 音箱是 HRS-120 的改进版，新

设计 HRS-130 的分频器和高级组件和接插件，包括采用

WBT 的高级订制品，箱体提供高抛光聚酯面漆（有黑色或

白色可选择）以及缎贴面或碳纤维饰面选择。改进后的内部

也重新设计，音箱顶部采用了 360 度发声的碳纤维 DDD 全

频单元，远远的看去，外型很象一盏灯塔，箱体内暗藏有一

只向下开口的 10 英寸低音单元，内部是迷宫式的设计，箱

体的材料也不一般。你了解过 ELAC 的蘑菇头高音、MBL

的 360 度单元后，再来看 GERMAN PHYSIKS，可能就会见

怪不怪了。

360 度单元有何好处？众所周知，传统的单元是靠振膜

的前后运动引起空气振动发声的，直达声波是有一定涵盖角

度范围的（也就是指向性），要得到比较好的立体声聆听效

果，我们必须坐在面对两音箱的中间位置才行。而 360 度单

元在水平指向性上基本是全方位的，这就意味着你在摆位和

环境允许的情况下，360 度单元的前面和后面听到的声音完

全一样。即使按传统声箱的摆位法来聆听，360 度单元的播

放效果和传统单元也有很大的不同。传统单元由于受制于振

膜面积和发声频率的限制，必须采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单

元，来负责不同的频段衔接合作才能重放出整个频率范围。

这样必然带来分频网络对声音、相位负面的影响。而全频单

元就没有分频网络的困扰，相位失真为零。

DDD 驱动单元是由德国 GERMAN PHYSIKS 公司 Peter 

Dick 先生设计，英文名为 Dick's-Dipple-Driver，中文名为

“迪克两极驱动单元”， DDD 的最大特色是其单元采用了一种

有别于现有的常规电磁式、静电式、流压陶瓷式与电浆式的

驱动方式，据称它可产生 360 度的全方位声像效果，并有良

好的频响范围与相位特性。 DDD 单元为一上小下大的圆锥

形体，固定于上下支架间，振膜厚度仅为 0.25mm，其磁体

位于上方支架上，由直径 50mm、重仅 1.5g 的音圈从锥体

上方向下推动，锥体则以 360 度发声。发声离不开音盆的振

动，但 DDD 单元的振动方式令人感到稀奇，单元并不是想

象的那样在音圈的带动下，做上下方向的活塞式动作而发声，

而是将振膜中心那只 50mm 直径音圈所发出的振波，沿着

振膜从上而下传播开去，并以 360°全方位发声。这种传播

声波的方式，就象将石子投进一个静止的湖面，在水面激起

一圈又一圈以石子落点为单一圆心的圆环形水波纹，从圆心

开始向四周辐射开去。在设计中，DDD 的频响设计为上延

至 19kHz，然后逐步衰减至 30kHz，下延则为 150Hz。

如此神奇单元的设计者 Peter Dick 先生，其实原本并

不是搞音响出身，而是搞数学和信息技术。有一次他看到

Walsh（1970 年由 MIT（麻省理工学院）的 Walsh 教授设

计的一款 360 度全方位辐射单元）扬声器后，觉得还有改

进的余地。于是经过 2、3 年的努力，并用计算机模拟实

验，终于在 1985 年制出这种无方向单元的原型。后来 Peter 

Dick 先生找到德国及欧洲的一些扬声器公司联合研制生产这

种产品，也可能觉得工艺难度太大，都没有接受合作。后来

走进德国的 Manhattan Acoustic 公司，见到了它的负责人

Mila 先生。Mila 先生慧眼识珠，看到了 Peter Dick 试制的样

品，非常钦佩和欣赏，双方稍后签订合作协议，于 1989 年

创立了 GERMAN PHYSIKS 公司。现在这个公司设计生产的

音箱都使用 DDD 单元，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认可。

那么 GERMAN PHYSIKS HRS 130 音箱的声音究竟如何

呢？短暂的接触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带有德国音响的共有的某

些个性。HRS 130 的定位和声场给人的感受的确是全新的，

当我站起身沿着音箱的中轴线向前走去，乐器的定位几乎铁

定不动，即使走到音箱的后面转过身来听，也不会改变。和

传统仅为某一点的皇帝位比，HRS 130 的皇帝位则可处在两

HRS 130 中轴线上的任一点（音压可能有些变化），如果音

箱摆放离墙较近的话，即使偏离中轴一些也问题不大，因为

它的反射声相当丰富。和传统音箱相比，HRS 130 音场更宽

大、纵深感更为明显。我觉得听 HRS 130 几乎是一次全新

的聆听体验，撇开音色等十分个性化的东西你想“聆”略一

下 360 度全频单元的魅力，就去听 HRS 130 ；你想听到与现

场更接近的声音吗？我可以肯定的说 GERMAN PHYSIKS 绝

对是几家为数不多的可以让你家更像音乐厅的声音制造专家

之一。还有就是有朋友来千万不要怕麻烦告诉他们这是你新

买的音响，否则他们肯定会暗地里抱怨你小气，连买的新潮

灯具也不打开让人看看。

HRS 130 的高承受宽裕度，在其音域里的速度，劲度，

真让人印象深刻。HRS 130 播放人声，交响，大鼓，打击乐，

低音的速度非常快又很结实，劲度很足，低音一点都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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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音解析力不错，也是以快速见称。我听了许多唱片，不论是现场

录音、录音室作品、古典、流行或是摇滚乐，HRS 130 通通有办法

把聆听室化身为音乐会现场，把所有录音全部变成现场演奏！不得

不佩服 DDD 单元的 360 度发声能力，HRS 130 似乎可以轻易将音

乐投射到聆听空间的每一个角落，营造出不论高度、宽度、深度都

有如音乐厅的现场开阔空间感。加上 DDD 单元的高频延伸与解析

优异，可以重现出非常细微的乐器泛音与空间残响，让整个空间感

更为真实，聆听古典音乐时，真有置身音乐厅现场之感。

令人惊奇的是，用大音压重放流行或摇滚乐，听起来也像是置

身音乐会现场一般，直接强劲的乐器演奏能量，彷佛从前方整面袭

来，即使音压极大，听来也不紧绷，充满着只有在音乐会现场才能

感受到的压倒性张力。再谈乐器质感，聆听爵士乐演奏中细碎铙钹

的敲击，HRS 130 不但可以重现鼓刷在铙钹上轻敲的最细微力道

差异，甚至连敲击的位置都清楚分明、历历在目，我认为这是唯有

在高频动态、瞬态、解析与延伸都极度优异时，才能达到的最高境

界。听钢琴重放，HRS 130 几乎在发声的瞬间，就可以让人强烈感

受到一种声音的“高级感”，这种感受来自于极度中性、纯净、透

明的音质，没有任何音染，也没有添加任何味精。小提琴重放也是

一样，琴音线条凝聚，擦弦质感清晰，音质洋溢着透明的光泽感。

弦乐音质方面，HRS 130 的质感非常朴实纯粹，它所展现是一种完

全不一样的气质，因为极度纯净透明，所以我们只能听到录音原本

录到的弦乐质感，而这种极度纯净透明的声底，就是 HRS 130 特

有的气质。彷佛任何细微的运弓转折与强弱变化都可以听得一清二

楚，跳弓、拨弦尤其有着一般音箱听不到的利落感，声音丝毫不拖

泥带水。这种敏锐的瞬态反应，我认为是音响重放是否真实的重要

关键。HRS 130 在诠释人声时，歌手丹田共鸣饱满，肉丰味美，鲜

美多汁，但又不似多数庸俗的唱片录音，总将人声音像放大的无比

夸张，主要关键莫过于 HRS 130 这对音箱本身中音失真特小，音

像很大，韵味十足。HRS 130 能演绎出高密度不紧绷、不松弛，弹

性适中的肉感，具权威的解析与动态感。因此，用 HRS 130 听人

声演唱，情感丰沛，嗓音细节特多，咬字听得出轻重，丹田运用听

得出缓急，且音像立体，结像栩栩如生。若是你从未感受过闭起眼

睛，歌者彷佛在眼前演唱般的境界，选择 HRS 130。

总结

我听完了三张 GERMAN PHYSIKS 出品的测试碟，发现 HRS 

130 音箱的诠释风格活泼而不死板，其音响性虽好，但不拘泥于音

响性的表现，反而尽力发挥其音乐性，尽情烘托现场热度。这说明

什么呢？说明 GERMAN PHYSIKS HRS 130 速度快，动态好，解析

多，密度高，相位失真少，且声底纯净，还原出的音场别具景深感。

HRS 130 在诠释这类饶富现场气氛的录音时，还能原出录音空间中

所有乐器的定位、音色、形体感，还有那决定临场感有无的空气细

节、堂音。我认为 GERMAN PHYSIKS HRS 130 在不同乐曲的诠释

能力上，是充满灵性、充满感性，听得出感情，听得出温度的绝佳

参考级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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