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受來自東歐管機的獨特韻味

Trafomatic Audio Head 2
文｜洪瑞鋒

上
一期我評測到一款很厲害

的平面振膜耳機，它是由

Meze Audio所推出的新款旗

艦Elite。當初試聽時，我用了社內兩套

耳擴（含串流DAC）來測試它的音質實

力；包括常駐在社內的Mytek Brooklyn 

Bridge，以及COS D10。這兩套耳擴雖

然聲音個性明顯不同，卻也與溫暖寬鬆

的Elite搭配無礙。例如Mytek聽起來解

析透明，音樂細節豐富，來自專業領域

的Mytek似乎更善於描繪聲音在音場中

的層次與定位，音色中性，讓採用開放

式設計的Elite更能重現古典音樂的大音

場氣勢。而後者COS D10在我聽來，則

是在音色的塑造上更具個人特色。驅動

Elite時可聽見更飽滿的弦樂線條，聲音

密度更好，更重要的是，COS所能展現

出弦樂表面的溫潤光澤是很迷人的，使

得古典音樂聽起來多了一點甜美柔順的

味道。

原以為這兩套串流耳擴應該也把

Elite推出八成左右的實力了，沒想到在

接近截稿前，代理商又送進一款準備下

期接受評測的耳擴，等級比我搭配的

兩套參考耳擴都還高。在好奇心驅使

下，我將這款耳擴與Elite接起來，並搭

配Lumin D2當作訊源。這一聽，Elite所

散發出的聲音魅力又更吸引人了。除了

原本就討喜的甜美音質被忠實保留，這

款耳擴能夠輕鬆推動Elite高低兩端聲音

動態的驅動力，更讓我驚艷。重播同一

首古典音樂，音場規模好像大了一圈，

耳裡聽見的堂音細節也更為豐富。當時

我除了將這套耳擴列為評測Elite耳機的

第三套參考組合，同時也記下了它的型

號，而這款耳擴，就是本次要評測的

Trafomatic Head 2。

來自東歐的管機品牌

Trafomatic Audio來自東歐的一個浪

漫國度－塞爾維亞，旗下產品主打的就

是真空管機。作為過去真空管主要的生

產國，Trafomatic Audio以真空管設計做

起點是非常合理的一步。旗下產品除了

配件與線材類之外，其他包括前級、後

級、綜擴，以及耳擴，都是採用真空管

設計。顯然他們很清楚知道自己擅長的

設計領域在哪裡，強調無管不歡。

但Trafomatic Audio除了在真空管設

計有著一致脈絡，他們家的產品外型可

就非常多元了。不同於其他音響品牌習

慣利用相近的設計元素，來強化自我品

牌形象。Trafomatic Audio算是少數可任

由各系列產品發展出各自強烈風格的音

響品牌。就拿定位在單聲道真空管後級

的Elysium、Pandora，以及NOA來說好

了，它們的外型設計幾乎完全不一樣。

例如Elysium是以直立式的箱體搭配表面

的霧面黑處理，看起來非常內斂低調。

Pandora雖然同樣以黑底配色為主軸，但

箱體改為扁長的傳統設計。上方搭配的

銀色橫條式金屬網也是Elysium所沒有的

元素，同時Pandora還配上了音響迷喜歡
音
響
論
壇

108 

Earphone | 異耳瘋Earphone | 異耳瘋

音響論壇AudioArt



的錶頭設計，這點也與Elysium不一樣。

換到NOA身上，以上設計元素又被推翻

了。除了錶頭設計被保留了下來，從原

本的方形錶頭改為圓形，這次的圓形錶

頭還很騷包的被設計在NOA中央的O裡

面，看起來更有設計巧思。箱體原本的

黑色塗裝，在NOA也改了，改為彷彿漫

威鋼鐵人般的紅金配色。機身下方採用

尖端的金色避震腳錐，真空管這次也不

用網罩保護了，而是大方的整排列在機

身上；透過後方的金色面板做反射，在

整體的視覺上顯得更高雅大方。光是以

上三款後級，Trafomatic Audio就能展現

出彷彿出自三位不同設計師之手的原創

性，那更不用說他們家的產品還包括了

前級、綜擴，以及耳擴。這種跨產品系

列就能在外觀上呈現的「高反差」，是

在Trafomatic Audio身上是很常見的元素，

讓用家時常會有「神來一筆」的驚喜，

也是Trafomatic Audio非常獨特的地方。

空管強調人工嚴選

來看本次評測的Head 2，它是目前

Trafomatic Audio旗下三款耳擴中的其中

一款。除了等級最高的Primavera，就

是Head One以及Head 2風格最相近。當

然，從命名上，您也可以將Head 2視為

Head One的進階版、或者強化版，因為

Head 2從各個設計層面以及用料上，都

比Head One更為精進。當然，機箱體型

也大上許多。

談到Head 2的外型，讓我想到初次

為它開箱時，真的有被它龐大的體型嚇

了一跳。箱體光是寬深就各達40公分以

及31公分，一般耳機用家若是桌上沒有

一定空間，那是絕對擺不下的。在外觀

配色上，原廠也推出多種顏色，除了原

廠官網可見的黑銀配色，在網路上可查

到的顏色還有紅色、橘色，以及本次評

測的純白色，用色明顯比起黑銀色更大

膽。Head 2的箱體結構採用的是厚實的

木料打造，這也與一般常見的金屬鋁材

不一樣，光是機身就重達10公斤，看起

來很有份量。

來看Head 2的線路設計，內部延續

Trafomatic Audio的設計DNA，採用的

是真空管純A類推挽架構，真空管選擇

6N30P輸入管，搭配俄羅斯ECC88功率

管做放大，每聲道各用一根。原廠強調

真空管的選擇經過多次人耳試聽、挑

選，搭配自家專利設計的輸出線路以

及超額供電的II C core輸出變壓器，可

展現出獨具特色的音色表現。關於真空

管的選擇，Trafomatic Audio創辦人Sasa 

Cokic曾在一篇國外的採訪中提到，他

認為一般人很容易追求某些音色而去選

擇定價昂貴的名廠真空管。但就他的看

法，他認為只要善用合理的線路架構以

及出色的電源配置，搭配精心挑選並符

合規格的真空管選擇，也是能發出可媲

美名廠真空管的音色韻味。這就如同採

用同一個品牌的真空管，只要配合不

同的線路設計、機箱結構、電源配置，

Trafomatic Audio Head 2
工作模式：純A類Push Pull。真空管：6N30P×1、ECC88×1（每聲道）。輸入電壓：230V/50Hz-115V/60Hz可調。耳機輸出阻抗選擇：25、50、100、300以及600歐
姆。前級輸出阻抗：6歐姆（RCA out）、25歐姆（XRL out）。增益：26dB。耳機輸出：2瓦into50歐姆。總諧波失真：0.2％（0.5瓦/1kHz）。輸入端子：RCA×1、
XLR×1。輸出端子：RCA×1、XLR×1。頻率響應：10Hz（-1dB）-80kHz（-3dB）。訊噪比：88dB。外觀尺寸（WHD）：400×100×310mm。重量：10公斤。參
考售價：115,000元。進口總代理：海恩（07-2358921）。

01. Head 2的設計是延續過去Head 1耳擴的延伸，除了是一款設計出色的真空管耳擴，還可以當作獨立前級使用。
02. Head 2可調整阻抗範圍非常廣，提供25-600的阻抗可調，在50歐姆狀態下輸出達2瓦，讓您可以盡可能搭配市場上各類型的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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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fomatic Audio He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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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選用不同機內線以及端子頭品

質，就能讓最終的聲音產生截然不同的

結果。因此要斷定一部真空管機的音質

音色，光是檢視它使用何種真空管不一

定全然正確，必須考量到它在線路、用

料，以及電源配置上的整體設計，而這

也是音響產品最終在Voicing階段需要花

非常多心思去調整的原因。

25-600歐姆的可調範圍
回到Head 2身上，受限於箱體僅有

10公分的高度限制，內部四根真空管皆

是以平放方式排列，您從機箱上方可透

過金屬柵欄看見內置真空管。原廠在真

空管下方還配置了三組風扇，可以幫助

真空管將熱氣排出，高效率散熱。風扇

運作時相當安靜，擔心風扇運轉會產

生噪音或者振動者大可放心。在Head 2

前面板，您還可以看見左右兩個金屬旋

鈕，右邊控制音量大小，左邊則是阻抗

選擇，Head 2的可調範圍相當廣，包括

25、50、100、300，以及600歐姆，您

可以針對搭配耳機的阻抗去做調整，

使用上相當方便。而Head 2也延續過去

Head One的設計，它除了是一部耳擴，

同時也是一部出色的真空管前級。當您

將左旋鈕接到最下方的Line Out檔位，

就能當作純前級使用，可搭配主動式喇

叭或者後級擴大機發聲。器材後方輸入

以及輸出端子有提供各一組的RCA以及

XLR平衡端子，前方耳機輸出則有4 pin 

Neutrik平衡端子，以及6.3mm非平衡接

頭，對於高階耳擴來說都算基本配備，

該有的都有。

兩款耳機，不同聲音味道

由於上次聆聽Meze Audio Elite時，

就已經見識過它配上Head 2的聲音表

現。為了更全面檢視這款耳擴的音質，

我這次也特別搭配了定價相對平價的

Hifiman HE560，訊源搭配則是Lumin 

D2。兩款耳機都是採用開放式平面振

膜，但意外的是，與Head 2搭配時，所

展現出的聲音特質卻完全不一樣。從這

裡我也可以確定Head 2雖然採用真空管

設計，但音色走向絕對不是醇厚、濃

郁，以及過份內斂的類型；音色聽起來

沒有特殊暈黃的老味道，而是在播放不

同年代錄音時，有著鮮明的鑑別能力，

屬於非常流暢耐聽的類型。

先說Hifiman HE560的組合。當我

將耳機系統接上，根據習慣讓它唱足

一個小時，HE560展現出的聲音特質是

清爽透明的。包括在播放Chet Baker的

「Tis Autumn」，開場短短的鋼琴輕聲

觸鍵，搭配鈸的細緻金屬聲響，這套組

合都能讓我聽見非常透明又舒爽的音色

質感，在重播Chet Baker的小號吹奏時

也是一樣。小號的音色沒有太濃的人工

調味，而是跟著豐富的錄音殘響，在兩

耳之間，營造出極為漂亮的空間感。從

這張專輯，我也發現Head 2對於空間中

細微的強弱變化以及豐富細節有著非常

驚人的描繪能力。以真空管耳擴來說，

它有著令人滿意的寧靜聲底，可以將小

編制的爵士音樂描繪出立體又飽滿的體

型，拉出漂亮景深。當錄音中的鋼琴在

以伴奏姿態演奏時，您絕對會訝異在過

去幾乎僅能被當作配角的鋼琴伴奏，現

在竟然也能具備這麼出色的存在感，清

晰浮現在音場中的顆粒感，有著非常透

明的結像能力，這讓不是特別強調韻味

派的Head 2，也能唱出極度鮮明的音樂

畫面。

活生感是一大重點

換上Harry Belafonte「Belafonte 

Sings the Blues」，HE560搭上Head 2

的組合，人聲聽起來也是厚度適中，

音色清爽的，沒有過濃的鼻音而掩蓋

Harry Belafonte極具魅力的演唱技巧，

而是讓整個音場都散發著迷人的歌唱

以及演奏細節。如果您喜歡的真空管

機，是調味上稍微淡一點，求的是管

味中的活生與透明，這款耳擴就將這

樣的特質處理得非常到位。換上Gautier 

Capucon演奏的「Souvenirs」，原以為

這套組合會讓大提琴顯得略微無味，

但實際聽起來卻又不是那麼回事。大

提琴的演奏同樣充滿暖質魅力，而且

03. 在機身背板，可見完整的端子頭對應，包括端子的輸入以及輸出，都包括各一組
RCA、XLR平衡端子。

04. Head 2的箱體高度僅有10公分，內置的真空管採用平放排列的方式。為了高效率散
熱，原廠還在真空管下方暗藏了三組風扇，可以幫助機內溫度高效率散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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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起來反而更為爽快有活力。單就活

生這點，如果說真空管機真能為音樂

增添迷人的活生氣韻，當Head 2在詮

釋巴哈無伴奏時，那還真是魅力無限

啊！演奏出的弓弦摩擦細節除了可透

過一層溫暖的音色作包裹，就連樂手

演奏時，手指細微的游移以及演奏產

生的聲響變化，這些在過去兩聲道

音響系統要很努力才能聽見的聲音細

節，在Head 2驚人的刻畫與描繪能力

中，都能以一種極具活生的質感重現

出來。不得不說，拿平面振膜耳機搭

配優質的真空管機，就活生感的呈現

上真是一大絕配。

搭配Elite推出飽滿聲音氣勢
如果說Head 2很忠實的展現出HE560

中性清爽的本質，當我換上Meze Audio 

Elite，那可是推出這款耳機極為驚人的

飽滿低頻以及聲音氣勢。單就耳機特質

來說，HE560與Elite完全是處在蹺蹺板

的兩端，前者聽起來中性清爽，高頻甜

美外放，低頻收尾短。後者Elite則是有

著更收斂的高頻質感，大提琴演奏的木

頭味更濃，音色更醇厚，體型更飽滿寬

鬆。而低音域則有著罕見的量感分布。

尤其播放大編制樂器時，Elite配上Head 

2的組合，真的可以讓我在腦海中自動

建構出一股很逼真的氣場，無論氣勢還

是驚人的低頻力道都是第一名。

播放To k To k To k那張「L o v e 

Again」，很難想像光是低音貝斯搭配

人聲清唱，就能展現出這麼有形有體的

聲音輪廓，情感的塑造特別濃，感染力

強。播放第一軌「Winterwonderland」，

Head 2驅動出的Elite耳機可以展現出非

常寬鬆的演奏姿態，低頻音色可以隨著

音階的下探，很自然的往下沉，一點障

礙都沒有。這組搭配可聽見的低頻在密

度與厚實度上也特別驚人，搭配同樣飽

滿特質的耳擴或許會讓活生感減損幾

分，但配上解析又中性的Head 2反倒是

互補得剛剛好，可以將低音貝斯的每一

次震盪，展現出極為真實的琴弦韌性。

音色雖然聽起來更收斂，卻散發出更具

吸引人的音樂魅力，不會清淡無味。

音色的濃厚有獨特韻味

在播放「Rossini：六首弦樂奏鳴

曲」，這套組合在我聽來是挑不出缺

點了，完美重現大編制弦樂的各項極

美特質。現場聽見的弦樂是以大片大

片的姿態襲捲而來，先透過飽足的弦

樂厚度撐起整個音場的規模，隨後又

以真空管機見長的光澤感以及甜味，

適度妝點古典音樂甜美動人的氣韻，

平衡得恰到好處。

換個音樂類型，我選了The Weeknd

的「The Highlights」，我認為任何喜歡

電子低頻柔軟彈跳質感的耳機迷，都無

法拒絕Head 2配上Elite的組合。精彩重

現人聲與周圍電子音效的高分離度，

對於Head 2來說是輕而易舉，但厲害的

是能夠展現出包圍耳朵兩側的飽滿低

頻，又能穩健驅動著音粒每一次彈跳的

高度控制力，這才真正顯露出Head 2絕

佳的驅動力。播放個人超愛的「In Your 

Eyes」，我認為這套組合已經最大程度

的精彩重現出這首電子迷幻曲風的復古

音色，沒有過亮的透明度讓音場顯得解

析而破碎，而是透過彷彿有著暗角一般

的陰柔透明美感，適度保留聲音的厚度

以及偏柔美暗色的音色質感，我個人是

非常喜歡這樣的詮釋方式！

感受來自東歐管機的獨特韻味

總結來看，我認為Trafomatic Audio

有著非常純熟又具聲音品味的調音技

巧，這讓Head 2乍聽之下會讓人誤以為

又是走中性解析的主流套路。但隨著不

同耳機的搭配，您才會發現它在聲音整

體的音色質感與平衡性的拿捏上，又是

如此具有深度。本次搭配兩組截然不同

的耳機特性，都能在忠實保留真空管機

迷人氣韻之狀態下，呈現兩種各有風格

的音樂詮釋，搭配25-600歐姆的阻抗可

調範圍，使得Head 2可以讓您盡情搭配

市場上各類型的耳機，真切感受這來自

東歐浪漫國家具獨特色的管機韻味，值

得高階耳機迷的高度留意！

05. 這次參考耳機其一款，是由Meze Audio所推出的新款平面振膜旗艦耳機Elite，在各項表現中都能展現旗艦耳機的聲音美質。
06. 除了本次評測的純白色版，Head 2還有推出銀黑配色，看起來也非常耐看。器材的電源開關則配置在機身側邊，圖中還可見到暗藏於
下方的散熱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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