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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ing&Freitag
GRAVIS 12

来自Kling&Freitag专业演出系列的

紧凑的 1 2寸 / 1 . 4寸音箱，成为

Kling&Freitag产品链持续发展的一

个榜样。我们检测了相关的技术特点

和性能。

Kling&Freitag作为流动和固定安

装使用的专业扬声器厂商已30载有

余。他们对自己坚持一贯的高要求

使得这家德国城市汉诺威的生产商

转变为一个公认的世界品牌。在一

片赞誉中作为专业工具而被肯定地

接受，来自Kling&Freitag的扬声

器已无需累言。目前产品范围正在

逐渐被审视和更新，正如已经开发

的一些新的和激动人心的产品，比

如说在这评论的GRAVIS 12。“更新

一款扬声器”意味着什么？主开发

人亨利.达曼说，在看到长期和成功

的产品并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后，

以CA 1215为原型，对其进行重新的

设计和更新，从而在很短的时间里

以CA 1215 MARK II 的形式展示在大

家面前，以满足市场的需求。重量

和尺寸的减少，还有简化的操作可

能算是这里最重要的方面了。在技

术方面，有了高效的驱动单元和功

放，可靠性达到了新的高度。在

Kling&Freitag的产品中产生了扬声

器和系统机架的固定搭配，为用户

和工程商大大地提高了精细调谐的

可靠性。“All sounds shall be 

free by nature ”是我们长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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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响理念。我们开发了三个产品

组，有“专业演出”（包括在我们

测试报告中的扬声器）、“固定安

装”和“经典系列”。后者包含了

Kling&Freitag所有的传承系统，

包括了CA系列、ACCESS系列或者

Line-212系列，还有低音系列。在

“固定安装”部分，除了扬声器之

外，也看到了一个带网络控制和带

有固定安装重要特点的功放。再看专

业演出系列，我们开发了已经在市

场 上 有 一 段 时 间 了 的 线 阵 列

SEQUENZA（见2008年7+8期的《

PRODUCTION PARTNER》杂志的报告），

SCENA舞台监听，低音NOMOS和在这

里介绍的新产品GRAVIS 12，还有

PASSIO，一个2×5"单元的紧凑型

扬声器。这两个系统都是在与客户

及用户长期沟通中开发的，更了解

用户的需求。即使把CA1215和

GRAVIS 12联系起来，CA106又和

PASSIO自成一系的设计，实际上他

们之间唯一的联系是多多少少可比

较的只有尺寸而已。CA106和CA 

1215因其非常稳定而被广泛使用，

这两个型号目前将继续保留。

更轻、更小、更好、更响

这可以说是GRAVIS的设计目标。一

个自重17.8公斤，尺寸35*59.6 

*31.8厘米，泡沫面罩内置，使得扬

声器箱体显得毫不碍眼和修长，符

合了宣传的内容。GRAVIS外部体积

只有CA1215的66%，重量也减到只有

57%。把手内置在底板和顶部里，使

得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着简易和安全

的操作。5个用于插销和吊环螺栓的

安装点设计，还有可调节的扬声器

安装架，就可以达到快速和安全的

吊挂。箱体由15毫米复合木材制造，并

且完全覆盖了一层坚实的聚脲涂层，

带35°或55°角度，也可被用作地面

监听，也运用了顶尖的设计。

在后部带有2个NL-4连接件的弧形链

接盘片，凹进厢体足够深的位置，即

使楔形使用时也可避免插头碰到地

面。在前部，泡沫在网罩后的保护

更得体，箱体所有可以摆放的表面

都有塑料垫脚保护。即使是这个小

小的细节，公司也不会使用供应商

提供的之前已经有的模具。取而代

之地是他们设计了自己的耐腐垫脚，是

由Kling&Freitag专供的聚脲材料注

模压铸。GRAVIS的结构，部分采用

曲线，结构复杂，向用户展示其使

用的箱体为人工合成材料。除了使

用合成材料时越来越多的单元需要更

经济的制造，亨利达曼用合成物较少

的主动声学行为和一个设计优良的复

合外罩做比较来反对这点。

新的基础概念
除了所有外部改变以外，也有在概念

上的决定性改变。Kling&Freitag早

期的扬声器是来自“马丁.克林时代

”，通常和高精密无源分频器搭配，

并在其帮助下修整成线性响应。这样

的话，扬声器可以不使用控制器，用

任何功放直接被驱动。缺点就是有相

当多数量的又大又重又贵的无源部件

。无源分频器同样在扬声器内导致无

法忽略的能量损失。所以在功放之前

放置滤波器，使其在不消耗扬声器部

分的能耗。完整的有源系统需要两倍

数量的功放通道和更为复杂的布线，

那么就有了在扬声器里使用无源部件

的这么一个选择，从而达到单纯的分

频功能。

系统平衡和保护电路都移到了功放之

前的控制器里。这样一来无源电路的

数量可以大幅减少到只有2个线圈和2

个电容。在无源音箱和全有源音箱之

间的比较并不新鲜，其他一些厂商有

段时间也做过实践，

图1：不带内置无源分频器时低音单元（红色）和高音单元的窄角度

     版本（蓝色）和宽角度版本（绿色）的分别测试。Y轴显示的

     是2.83伏/1米或者1瓦/1米的灵敏度。

图2：内部无源分频在窄角度（蓝色）或者宽角度（绿色）版本的滤

     波功能。滤波器在这里只作为分频器，没有频率纠正或者电平

     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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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用户中接受度很高。图1表明

GRAVIS 12的2个通道都不带滤波器

的频率响应。低频通道（红色）上

升到中间范围，几乎达到100dB的

灵敏度。对于高频通道有两幅图片，

分别为12N（窄角度）的65x50度号

角和12W（宽角度）的90x50度号角。

他们的灵敏度在110dB附近，明显

高于一个带号角的压缩单元所能期

望的，如果需要线性响应那么就可

以匹配低音单元。在一个纯无源解

决方案里，高音单元会衰减来匹配

电阻电路。如果这个行不通，如图

2显示GRAVIS的分频功能只有单纯

的高通和低通滤波，在图3和

图4显示的结果是整个频率响应总

和，从图上可清楚看到上升到高处。

在图2滤波功能的曲线轻微抖动是

由扬声器到无源滤波的阻抗反馈引

起。这些只展示了二阶高通或低通

滤波的理想的理论值，如果用电阻

终止滤波器输出，那么就没有相关

的频率了。但是实际的单元根本就

不会像这样作用，取而代之的是在

他们的阻抗图里，频率上显示出非

常强烈的相关性，并由滤波曲线的

流向反映出来。

在图3和图4中显示的频率图显然需

要一些纠正措施，在这里是由功放

前的控制器来完成的，扬声器能量

不产生任何衰减。图 6显示了

GRAVIS 12N在控制器里进行一些设

置时的频率响应。在低音范围有一

个带直通滤波的全频选择、带低频

下限到57Hz的6dB低频补偿，EQ群

组在低音部分带了一点点衰减，低

切部分使用额外的高通滤波以便在

低音音箱中使用分频模式。或者低

音也可以加到重叠模式（顶部用在

全频设置里）。更进一步设置叫高

频提升，可增加3dB的高音。和控

制器的组合在全频设置中展示了在

图7中的响应。总体看来频率图还

是很平衡的，只有90x50版本在1到

3kHz之间有一点点颤动。在这里使

图3：GRAVIS 12 N的灵敏度（1瓦/米）频率响应，带面罩（红色）

     和不带面罩（蓝色）。栅格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反射，回馈

     到高频号筒，并引起轻微的干扰。

图4：GRAVIS 12 N的灵敏度频率响应，带面罩（红色）和不带面罩

    （蓝色）。在1到3千赫范围内直接比较12N，显示轻微更多的

     颤动。

图5：GRAVIS 12N（红色）和GRAVIS 12W（蓝色）的阻抗图。在低

     频段的不同阻抗可以由在驱动单元中极小的误差引起。有时

     额定阻抗为8欧姆值的扬声器在一个6欧姆的低阻抗里表现很

     好。

图6：GRAVIS 12N的控制器功能。全频表示为红色、低频提升为深

     蓝色、群组EQ、低切为紫色还有高频提升为浅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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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数字控制器，使得更具体的调

整变为可能，但是在对比用了和没

用滤波的性能的音频效果之后，这

就另当别论了。

System Rack 系统机架
Kling&Freitag规定在他们现有的

流动系统中使用4RU的系统机架（

由数字控制器CD44、LAB GRUPPEN 

FP10000Q功放还有一个接线架CP4

组成）。4进4出的CD44可以应对每

一种变化来进行配置，从4-in-4经

由2x1-in-2到1-in-4模式。除了分

频功能，它还提供了几种参数过滤

，在每个输入通道里带有一个三分

之一倍频程EQ、还有在每一个输出

上都同时具备二阶的峰值和RMS的

限幅器，同时对所连接功放的输入

进行感应工作。

虽然这是数字控制器一个非常重要

的特点，但后者仍不常见。因为扬

声器信号反馈到控制器，控制器自

己可以检测和控制实际放大（功率）和

功放负载。如一个用户在功放上，

偶然地、甚至是随意的旋转增益控

制，来选择不同增益设置，他就得

依赖感应技术了——通过感应输入

来使用必要的限幅，控制器就可以

调整到正确的增益。

CD44用一个内部96Hz的采样率持续

工作，除了它的模拟输入之外，还

提供以AES/EBU数字输入，采样转换

器可采样最高至192Hz。控制器的远

程控制基于常规以太网连接，使得

CD44可以轻而易举地整合到现有网

络中。LAB功放发送4路2~2.8千瓦到

4欧姆，由其信号的波峰因素决定。

所有对于GRAVIS的保护功能都由控

制器来把控。经验证明在扬声器中

保护电路实际上比单元缺陷更容易

诱发故障，所以它们被设置在扬声

器之外。因此，在任何情况下，

GRAVIS 12必须和CD 44结合使用，

以完全匹配系统机架的预设方式。

这个方式也被其他厂商使用，在客

户中也颇受欢迎，在稳定性方面尤

占优势。因为只有一种Kling& 

Freitag的系统机架可以用于所有

扬声器型号，所以确保了在用户处

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详细测试结果
让我们再回到测试结果这个话题上，

首先看一下图1中独立通道频率相

应。可以选择65x50 和90x50 两种

张开角度的号筒是有趣的。65x50-

号筒频响曲线如预期中的平滑，因

为通常在水平和垂直夹角较大时，

往往会导致频响不规则。我们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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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一下图2交叉频率曲线，波额

外通过高频驱动器阻抗反作用加

强到滤波器，这种情况发生在

90x50-号筒比65x50版本更加明

显。这种附加带来的效果很明显，

90x50版本在1-3kHz频率内明显

比图3和4函数之和弯曲。两张图

片扬声器带正面栅栏为红色曲线，

不带栅栏为蓝色曲线。带栅栏曲

线会额外弯曲写，这是任何栅栏

都无法避免的。在低频下栅栏的

影响是“可忽视的”，随着增长

的频率和变短的波长在栅栏和号

筒间会产生反射，这时就需要更

重视由此产生的声干扰和波动。

这种轻微的颤动在Grav i s扬

图9：使用控制器下Gravis两种版本群延迟。红色曲线为12N，蓝色

     曲线为12W。在低频阶段相位转移强的时候延迟时间有所提高，

     但是在低于50Hz频率阶段，电平值大幅下降。

图7：使用控制器下Gravis两种版本频率响应。红色曲线为12N，

     蓝色曲线为12W，它在1-3kHz频率下抖动较为厉害。

图8：使用控制器下Gravis两种版本相位响应。红色曲线为12N，蓝

     色曲线为12W。通过低音倒相式扬声器箱和附加的电子高通滤

     波器可以使低频区域产生2x360相位转移。

图10：3%（浅蓝色和橘色）和10%（深蓝色和红色）失真下最大电

      平值测试。红色曲线为12N，蓝色曲线为12W。测试使用最大

      功率为1.2kW。

两种版本使用的相同高频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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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2N频谱图。在300Hz和800Hz发生两次共振，可能是由于箱

      体引起的。

图12：12W频谱图。即使有稍微不均匀的频率响应也有没有额外

      的共振。

声器情况下几乎是最低的（只要

栅栏没有完全切断在号筒开口处）。

除了图7已经显示总频率响应外，

图8显示相位响应，图9显示群

VariPoint连接装置用于吊挂或支架安装

延迟。在过渡区域从低频至高频

相位通过分频器第二级发生180

度转变，通过倒相式扬声器箱在

额外的电子高通滤波器第四级在

低端可发生 360度转变。与此相

对应，在低频时延时曲

线上升，至少在低于

50Hz时不是很相关，因

为电平值已经下降很多

了。

图11和12显示90x50号

筒频谱图。这里仍然可

以看到1-3kHz颤动，但

是没有进一步共振。唯

一可识别的共振出现在

300和800Hz，可能是由

于扬声器箱体引起的，

通过离开低频反射张口

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

两个版本高频部分都有

着完美的表现。

再来看一下最大声压值

的测量，与CA1215相比，

性能上超过或至少达到

CA 1215的水平。尺寸

和重量上有所减少，但

仍如此成功。图10显示

12”/2”扬声器最大声

压级为125dB，峰值声

压级为136 d B。3%和

10%THD两个曲线高频部

分相差10dB，这是失真的主要组成

部分。观察一下整体声压级曲线，

在中间大约125dB有明显增强，两

端有所下降。除此之外曲线没有薄

弱环节。简短：这真的是满足我们

对12”/2”所有期望。它与CA 

1215相比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

Gravis 12在中频部分及曲线的均

匀度上有独到之处。因此可以说真

的达到了“更轻、更小、更好、更

响亮”的目标。

号筒可旋转，都有“窄”和“宽”

也就是四个版本供选择。图13-16

显示两个65x50和90x50标准版本的

各种等值线。65x50-号筒在大约

2kHz以上达到标准角度。这以下曲

线均匀散开。2kHz以上曲线运行就

如同尺子画的一样。90x50也表现

了相似的能力，甚至在低频过渡区

表现得更平滑。在垂直平面过滤区

域都存在不可避免的狭窄之处，此

时两个驱动器都在工作，因为平面

延时缩短引起角度相关的干扰现象。

尽管内部第二级分频器没有进入及

其工作阶段，狭窄区域在这里会变

小和不显眼。我们这里不讨论旋转

号筒的等值线，因为否则图片数量

会超过本文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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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Gravis 12N 水平等值线，张开角度为65度，从2kHz往上开始

      粘着。这以下是缓慢扩张。

图14：Gravis 12N 垂直等值线，张开角度为50度，50度从3kHz往

      上流量开始变得不稳定。

图15：Gravis 12W 水平等值线，张开角度为90度 图16：Gravis 12W 垂直等值线，张开角度为50度

7

试听
将一对Gravis安装于建声房间进

行测试，符合自由声场和硬地的

条件。空间聆听距离可达10m，满

足逼真、中性地还原声音条件。

从实验室得到的结果可以预计，

Gravis的声音是中立平衡的，低

音部分轻微衰减。1.4”高频驱动

器保持干净、不花俏，即使音箱

被推到了极限位置。房间音效平

衡，声音再现非常棒。所以说我

们队声音测试的高期望得到了满

足，甚至是超过期望。

结论
Kling&Freitag 公司专业演出系列

新款12”/1.4”扬声器Gravis以其

“更轻、更小、更好、更响亮”的

口号进入市场，并引起了相当大的

关注和期待。其“前身产品”CA 

1215已经被认为是12”/2”扬声器

标准。现在Gravis有着更轻的重量、精

简的体积、轻薄的外形和更容易处

理的特点。配置了最新性能的驱动

器的Gravis将在各方面改善超越CA 

1215.

正如许多事情都是细节取胜一样，

Kling&Freitag公司总是提供最好

的解决方案，例如箱体垫脚需要特

殊的注射模塑法生产。Gravis在滤

波器上最了根本性的改变，扬声器

内无源滤波器由外部系统机架整体

系统均衡决定。概括起来：这个想

法实施地很成功。Gravis是一款轻

便、紧凑，测试结果优异的扬声器，

是12”/2”级别设计完美，工艺精

湛产品。其他Kling&Freitag公司

产品请参考目录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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