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雖
然已經時隔一年，我對VSX-

LX103的印象仍然很深刻，因

為它才兩萬元出頭，性能卻非常

全面，能組成7.1.2 Dolby Atmos

系統，如果你喜歡，超低音還能裝

兩只。它的網路串流功能非常豪

華，同時支援DTS Play-Fi、AirPlay

和FlareConnect（Pioneer自家的

多房間音樂分享功能）。在播放數

位音樂檔案時可以支援高解析，能

對應192kHz/24bit PCM和DSD 

5.6MHz格式。更重要的是，VSX-

LX103的推力不弱，看動作電影相當

過癮，可說是面面俱到。

新支援虛擬天空聲道功能
VSX-LX103已經這麼全面了，那

後繼這款價格完全沒漲的V S X -

LX104還能有什麼精進呢？這回

VSX-LX104提升了更多實用性與功

能性，能讓使用者能更方便的在家

裡享受環繞音效。其中最重要的一

項，就是新支援「虛擬天空聲道技

術」（需待韌體升級），而且Dolby

和DTS開發的技術統統到位，Dolby

所開發的名稱為Dolby Atmos Height 

Virtualizer，DTS方面開發的名稱為

DTS Virtual:X。

有的人可能會問：VSX-LX104本

身就可以裝天空聲道了，為什麼要

有這樣的功能呢？自Dolby Atmos

和DTS:X這類「物件導向」技術進

入家庭之後，廠商們不斷的在挑戰

聲道數量，因為喇叭能接越多則效

果越好，這不是爭的事實。但問題

是，聲道數量的提升並不是廠商一

廂情願就能達成的事情，現實狀況

是，很多消費者家裡根本沒辦法裝

天空聲道，有些是環境問題、有些

是裝潢問題、有些是預算限制，尤

其入門者或預算有限的消費者常有

這樣的難處。

而上述這兩種虛擬技術，就可

Pioneer
VSX-LX104 

新支援Dolby與DTS虛擬天空聲道
實用性大增，比超值更超值的選擇

環繞擴大機．文╱韓享良．攝影╱方圓．李春廷

Pioneer去年推出的VSX-LX103可說是歷年罕見的超值機種，只要兩萬元出頭就能建立7.2
劇院，有豐富的網路機能，還有超乎預期的推力與氣勢。而今年VSX-LX104則是提升了實用
性，新增加Dolby Atmos Height Virtualizer和DTS Virtual:X虛擬天空聲道功能，只要配置5.1
（甚至2.1）就能呈現類似Dolby Atmos系統有立體感的環繞效果。而未使用的聲道，則能分配
至其它房間，讓第二個空間也能有音樂享受。另外，受很多蘋果愛用者關注的AirPlay2功能，本
機也在今年納入支援（需韌體升級），整體售價卻沒有提高，可說是比前作更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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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較少數量的喇叭虛擬出接近有

Dolby Atmos或DTS:X系統的效果。

以DTS Virtual:X為例，無論是2.1、

3.1、5.1或7.1型態的系統，在開

啟DTS Virtual:X功能之後，都能模

擬出類似DTS:X劇院、有高度、有

立體感、有包覆感的環繞音效。注

意到了嗎？竟然連2.1或3.1這種沒

有環繞聲道的系統也行？因為DTS 

Virtual:X的處理能力相當強，不僅能

虛擬出天空聲道，也能虛擬出環繞

聲道，建立起完整包覆座位區域的

半球形音場。如此一來，消費者如

果有裝設上的困難或預算限制，就

能透過這些虛擬技術來補償。

將音樂享樂延伸到不同空間
既然能虛擬更多聲道，那麼環

擴還需要這麼多喇叭輸出嗎？就我

們實測的經驗，虛擬功能雖然好

用，但還是不可能完全取代實體喇

叭的效果，所以如果是聽多聲道

電影，我們建議還是最少要採取

5.1，再利用虛擬功能來創造出天空

聲道，這是最平衡的作法，聲音有

一定水準，又能解決最麻煩的天空

聲道裝設問題。至於VSX-LX104多

出來的兩組聲道，可以連接到第二

區（Zone 2），直接驅動一對被動

式喇叭，就能完整利用VSX-LX104

的所有聲道。

因為是直接驅動，所以這項功能

也稱為是Power Zone 2功能，只要

搭配App就能變得很好用（Pioneer 

Remote App）。舉例來說，當主區

在播放5.1電影時，另一位家庭成員

就能使用App在第二空間啟動Zone 

2功能，選擇NET網路訊源，就能在

第二個空間聆聽網路音樂，現在很

多人愛用的Spotify就能採用這樣的

方式來進行聆聽，而且也因為是直

接驅動，第二區不用配置綜擴等其

它音響器材，只要一對喇叭即可。

如果想省空間，這對喇叭甚至可以

採用嵌入式，便能與裝潢結合，是

不是很理想呢。

原廠公布規格

●型式：7.2聲道環繞擴大機  ●輸出功率：170 W/
c h（6 o h m s,  1k H z,  T H D10%, 1c h）●耳機輸
出：80mW+80mW（32Ω,1kHz,10%THD）●總諧
波失真：0.08%（20Hz~20kHz,hal f power）●訊噪
比：106dB ●頻率響應：5Hz~100Hz/+1dB,–3dB ●USB
端子×2 ●6.3mm耳機輸出×1 ●超低音輸出×2 ●喇叭
輸出端子×9 ●Zone 2前級輸出×1 ●HDMI端子：6進2出 
●二聲道聲頻輸入×5（含PHONO）●數位輸入端子：光
纖×1、同軸×1 ●FM/AM天線端子各1 ●LAN端子×1 ●
尺寸（寬.高.深.）：435×173×370.5mm ●重量：9.4公
斤 ●參考售價：21,900元

重要特點

● 可建立7.2劇院，或5.2.2 Dolby Atmos系統
● 新支援Dolby、DTS虛擬天空聲道（待韌體升級）
● HDMI輸出增加為兩組，可同時連接電視和投影機
● 可直接驅動Zone2喇叭，Zone2不必再設系統
● 可透過ZoneB輸出搭配無線耳機，聆聽主區音樂
● 新增Personal Preset功能，一鍵找回重要設定
● 新增Dialog強化功能，能更輕鬆聽清楚電影對白
● 支援AirPlay2，可串流Apple設備放音（待韌體升級）
● 支援4K、HDR 10、HLG、Dolby Vision等影像規格
● 支援藍牙、Wi-Fi和DTS Play-Fi等串流功能PRIME AV



另外還有一種用法，在V S X-

LX104的背板上有一組Zone B前

級輸出，它可以輸出訊號給帶擴大

電路的音響器材，Pioneer原廠建

議的使用方式，是採取有底座的家

用無線耳機系統。當主區在播放音

樂時，就能透過Zone B功能，讓

你用無線耳機在第二個空間聆聽相

同音樂，那麼第二區連喇叭都能省

了，使用很有彈性。

除此之外，VSX-LX104還有一項

新功能跟多房間音樂分享有關，就

是它新增對Ai rP lay2的支援，而

AirPlay2與一代最主要差異，就是能

讓使用者將Apple器材的音樂串流到

多部支援AirPlay2的音響器材上，輕

鬆達成多房間音樂分享。

新功能提升電影觀賞體驗
這次VSX-LX104還新增了三項

功能可以提升觀賞電影的體驗。

其一是HDMI輸出端子擴增為兩組

（VSX-LX103只有一組），這代表

你可以一組連接電視、一組連接投

影機，想看電影時不必插拔HDMI端

子，直接就能使用投影機的大螢幕

觀賞，這在以往是中高階機種才有

的配置，現在VSX-LX104直接納入

了。如果你的主空間沒有兩部顯示

器材，那麼第二組HDMI輸出也可以

連接至Zone 2，為另一個空間的顯

示器材提供影像。

再來，V S X - L X 1 0 4新增了

「對白增強功能」（ D i a l o g 

Enhancement），它能透過訊號

處理的方式提升中頻段的聲音效

果，能讓你輕鬆不費力就聽清楚電

影中的對白。

最後，VSX-LX104還有一項新

功能叫做「個人預設」（Personal 

Preset），可以讓你每次想看電

影時「一鍵到位」，不必麻煩的

進行一大堆切換。V S X-L X104

的Persona l Preset功能提供三

組，每組都能記憶當下的：輸入訊

靈活好用的Pioneer Remote App

VSX-LX104新增了虛擬天空聲道的功能，讓你可以在組成5.1系統的狀況下，聽到猶如有加天空聲道的效果，而多出來的兩聲

道就可以運用於Zone2，驅動一對被動式喇叭，讓第二個空間也能享受音樂。這時Pioneer提供的Remote App就很值得運用。

在操作時，App會呈現主區Main和Zone2兩個頁面，可以各別啟動和關閉，你可以為它們設定不同名稱，或套用不同房間照

片，為自己量身訂做。

你可以想像一下，當主區有家人在看電影時，你可以在房間裡啟動Zone2功能，然後再開啟Spotify App，就能選擇想聽的串流

音樂，等於一台VSX-LX104能同時滿足兩組家人的聆聽需求，是不是很方便呢。

瘋劇院 | 器材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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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聆聽模式、音壓大小、聲音參

數（例如高音、低音或對白增強）

等等。你可以將這三組設定為：看

電影、看節目和聽音樂之用，未來

想要看電影時，只要按下Personal 

Preset 1，就能把一切看電影的相關

設定找回來，馬上就能進行觀賞。

延續豪邁的聲音風格，但仍然
不失細膩的細節表現

在聲音表現部分，為了體驗

VSX-LX104的全部推力，這次是

採取5.1.2方式進行聆聽，其中5聲

道搭配的是本刊參考喇叭Pioneer 

E x c e l l e n c e系列，而天空聲道

是Monitor Audio的嵌入式喇叭，超

低音則是M&K Sound X10。

先前聽 V S X - L X 1 0 3時就感

覺Pioneer的調音有一點點改變，從

早期較為精瘦理性的風格轉向更為

豪邁的風格，再加上推力部分的強

化，在表現電影多聲道時能有很好

的震撼力。今年VSX-LX104也是延

續這樣的風格，在做完MCACC自動

測試之後，所有衛星喇叭的音壓相

當一致，只有超低音喇叭的份量給

得稍多，整體聲音的頻率響應表現

也是略為偏重中低頻段，高音部分

則是顯得稍為內斂。這樣的設定用

來看電影是相當適合的，中低頻段

震撼有力，高頻又不會刮耳，會更

耐聽。

例如播放DTS 2019示範片，內

有許多侏羅紀公園系列電影片

段，只要是導演想刻意強調的「恐

龍踩踏地板」音效，VSX-LX104都

Pioneer VSX-LX104電路設計簡介

打開上蓋，VSX-LX104內部的電路布局和LX103有著極高的相似度，在

機殼後方最上面的數位主板處，可以看到四核心32位元DSP處理晶片

Cirrus Logic CS49844A，由它進行多聲道解碼與MCACC音場校正等處

理。接著是以旭化成8聲道32bit DAC晶片AK4458VN作主區的多聲道數

類轉換工作，而Zone2有獨立的二聲道DAC，是採用TI的PCM5101A。

而在電源和功放電路部份，VSX-LX104是採取AB類放大設計，在機箱左

側可以看到一枚以平價製品來說不算小的EI變壓器。在變壓器的右邊不

遠處，可以看到兩枚中大尺寸濾波電容，能提高電流供應能力。在機箱

前面板的後方，可以看到一整排的功率晶體，每聲道是使用一對Toshiba 

Triple Diffused功率晶體2SA1941/2SC5198做推挽輸出，讓本機擁有頗

為強勁的驅動能力。為了散熱，其後方配置了整排散熱片。

在電路設計上，還能看到設計師想儘可能縮短路徑的企圖，例如左、

中、右三聲道放大電路的前段是裝在一塊獨立的直立電路板上，就是希

望能縮短這三聲道與濾波電容的距離，路徑短了就能降低內阻，提高驅

動能力。以兩萬元出頭的機種來說，設計相當有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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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by與DTS的虛擬天空聲道功能

這次Pioneer VSX-LX104最大的賣點之一，就是新增加了Dolby Atmos 

Height Virtualizer和DTS Virtual:X虛擬天空聲道功能（需待韌體升級）。

值得留意的是，這類虛擬技術不僅能虛擬出天空聲道，也能虛擬出環繞聲

道，所以管你是天花板不能裝喇叭，還是座位後方不能裝喇叭，這些功能

都能發威。而多出來的聲道，還能運用於

Zone2等其它空間。那是不是組個2.1系統就

能聽多聲道了呢？當然可以，不過為了多聲

道的聲音密度考量，我個人還是建議，最少

要建立實體的5.1或是3.1.2系統，讓這些虛

擬功能發揮「輔助的角色」，這樣比較好。

能呈現出很好的震撼力。而且我們

在八坪多的中型視聽室使用，就算

將聲音放到相當大的程度， VSX-

LX104也仍然罩得住，其推力已經相

當於中階或中高階機種，完全不像

以往兩萬元預算可以買到的製品。

而VSX-LX104在細節上也有很精

細的表現能力，例如DTS 2019示範

片中有許多不同時期、不同團隊所

製作的電影音效，VSX-LX104不僅

能細膩表現各種音效變化，還能讓

我們聽出不同時期的技術差異。例

如越晚製作的音效，不僅細節更為

清晰，同時環繞音效更有包覆座位

的半球形效果（早期的音效較為偏

重座位前方）。而且聲音的定位、

型體，甚至於「距離感」也越來越

好，例如後期製作的音效在呈現

「遠方」的雨聲、鳥鳴聲都能有更

活生的效果，讓人覺得音效不受聆

聽現場環境限制，甚至能「穿牆而

出」，閉上眼睛時，彷彿人就置身

電影中的場景，非常身臨其境。

再挑剔就沒人性了，推薦
整體來說，VSX-LX104可說是

非常全面的設計，如果你能裝設天

空聲道，你可以組成5.1.2的Dolby 

Atmos系統。如果你沒辦法，那麼

它有虛擬的天空聲道可以使用。而

且它能連接兩只超低音、兩部顯示

器材，還能將影像、聲音訊號分享

到第二個空間。而在網路串流功能

方面VSX-LX104也非常全面，並

支援高解析檔案播放。聲音表現部

分，VSX-LX104的風格豪邁，愛

看電影的朋友會覺得很對味，唯一

就是音質和自家高階機種相比仍然

有一些差距，但它的價格才兩萬多

元，還要挑剔就沒人性了，推薦。

進口代理│先鋒 02-2657-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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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力評量

個性傾向評量

參考軟體

2019 DTS Demo Disc UHD BD

每年的DTS Demo Disc都是多聲道音效的示
範片，同時也是大考片，而VSX-LX104能將
片中許多特殊音效做很理想的呈現，無論是音

效的實體感、移動感、包圍感、與座位的距

離感..等等都有相當不錯的效果。再加上VSX-
LX104有不錯的推力，所以也能呈現足夠的衝
擊力和聲音迫力，以其價格論，真的是很划算

的選擇。

Formula 1：飆速求生 Netflix影片

VSX-LX104的HDMI輸出也支援ARC音頻回傳
功能，我連接智慧電視觀賞本片，雖然最後取

得的音效只有Dolby Digital Plus規格，但也非
常過癮了，尤其因為VSX-LX104有不錯的驅
動力，加上能清晰描繪音效的移動，片中F1賽
車的引擎嘶吼聲和車輛移動聲都能繃緊感官神

經，提供暢快的觀賞體驗。

瘋劇院 | 器材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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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節再生
衝擊力

環繞包圍感
驅動力

視訊處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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