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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響論壇A
85週年，承先啟後的全新系列喇叭，青出於藍更勝於藍！

Tannoy Precision 6.2

表現全面的優秀喇叭！
音響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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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型不大的落地箱體，同樣以獨門的同軸單體為核心，搭配一顆低音單體，創造出超乎預期的聲音表現，不僅
帶來驚喜，更帶來音樂的愉悅滿足感
文｜黃谷光

器材評論 Tannoy Precision 6.2

規格

聆聽環境

三音路二單體低音反射式落地喇叭。推出時間：2012年四月，採用一只同軸單
體（含25mm鈦合金凸盆高音單體與150mm紙盆中音單體），一只150mm紙盆
低音單體，分頻點：170Hz；1.6kHz，頻率響應：34Hz–35kHz（–6dB），靈敏
度：89dB，平均阻抗：8歐姆，建議驅動功率：20-175瓦，外觀尺寸（WHD）：
310×1,000×283mm。重量：18.4公斤。參考售價：112,000元。
進口總代理：勝旗（02-25974321）。

本刊3號聆聽間（長4.9米，寬2.8米，約4坪）
使用調音設備：Entreq抑振魔鼠

參考器材
訊源：QUAD Platinum DMP CD唱盤（兼前級）、Densen B-410XS CD唱盤
擴大機：QUAD Platinum Stereo後級、Luxman L-550AⅡ綜擴
線材：Divini PT-X電源線、in-akustik AC-2502F電源線

來

85週年，特別選在去年

同尺寸的紙纖維複合振膜中音單體

發聲方式，音圈同為 44mm ，透過

德國慕尼黑音響展時推出

與一個25mm（1吋）的鈦合金凸盆

特殊的雙磁鐵磁力系統（twin ferrite

兩樣重點新品，一是Definition系列

半球高音單體，其中高音單體使用

magnet motor system），讓音圈維

中僅僅一單體設計的DC10A落地喇

鬱金香導波器（Tulip WaveGuide）

持穩定運作，達到高靈敏度與出色的

叭，採用一顆全新設計的 10吋招牌

與 WideBand 技術，讓高頻響應可

動態表現。並採用多點固定與DMT

同軸單體，再次搭配具有歷史淵源的

達 35kHz 。 Tannoy 經過 85 年依然

（Differential Materials Technology）

Alnico磁力系統，將Tannoy的經典特

堅持採用同軸單體，理念為何？根

技術，在單體與箱體耦合處，透過不

色發揮到極致，不僅具有代表性，

據Tannoy的技術白皮書，一般所謂

同阻尼係數的材質來抑制箱體諧振，

更擁有非凡的意義。另一則是集 85

人耳聽不見20kHz以上頻段，以及絕

使單體運作時所造成的箱體共振降

年技術精華所推出的嶄新Precision系

大部份樂器都發不出這麼高頻段的

至最低，達到精準的聲音表現。另

列，取代原有的Revolution Signature

說法是不正確的，因為大部份樂器

外，分音器同樣以DMT技術固定於

系列，象徵另一個「革新」的開始。

的泛音都超過 20kHz ，而像豎琴、

箱體內部，從同軸單體的分頻點設

小提琴、短笛、管風琴等樂器也都

於1.6kHz（一階分音）與低音單體

能確實發出超過的音高，人類則可

負責170Hz（二階分音）以下頻段，

一如過去 Tannoy 旗下的喇叭系

經由骨頭傳導到內耳耳迷路結構中

以及6.1一顆同軸單體設計的頻率響

列，Precision系列同樣橫跨二聲道與

一個名為球囊（saccule）的組織感

應（43Hz–35kHz）數字可知，這顆

家庭劇院的範疇，以二聲道來看，

知，這也是為甚麼Tannoy產品線中

同軸單體幾乎能涵蓋所有主要的頻

目前共有三款喇叭，分別是書架式

會有超高音（Super Tweeter）的存

段再生，所以低音單體只是輔助低

的6.1以及落地式的6.2與6.4，型號

在。另外，如果將喇叭的高頻響應

頻表現。6.2的箱體側面為弧形，藉

數字分別表示單體尺寸與數量，以

限制在20kHz，便等於設置了一個低

此消除箱內駐波，底部與同時間推

這次評測的6.2為例，就是採用二顆

通濾波，連帶造成中頻的相位漂移

出的DC10A相同，採用全新的MLC

6吋單體。家庭劇院部份則多了一款

（phase shift），破壞樂器複雜泛音

（Mass Loading Cavity）設計，可

中置喇叭6C，至於超低音喇叭，根

結構的完整再現。因此WideBand技

根據使用空間大小，透過填充物質來

據先前出口行銷經理Martyn Nash

術其實就是Tannoy獨家的同軸單體

達到低頻響應的調整，加上穩固的底

表示，早先一步推出的第二代 T S

技術，讓聲音維持點音源發聲，消除

座與結合CNC調音環（tuned locking

系列（ TS2.10 與 TS2.12 ），都能

時間與相位的差異，使基音與泛音無

rings）的簡易可調腳釘，讓低頻表

與Precision系列完美搭配成為2.1系

論處於在軸（on axis）或離軸（off

現更加清晰穩固。

統或是環繞劇院系統。

axis）的狀況都維持線性表現。

自英國的Tannoy為了迎接

150mm（6吋）的單體內包括一個

擴散性保持一致，更接近點音源的

AudioArt
新的家族成員

不容小覷的低頻量感
點音源與WideBand技術

單體與箱體的和諧共奏

這次測試前，原本以為本刊小試

低音單體與中音部份採用相同的

聽室對只有兩顆 6 吋單體的 6.2 來說

身打造的Dual Concentric同軸單體，

振膜材質與尺寸，能讓音色與聲波

應該「剛好」，沒想到6.2開聲後的

音響論壇

6.2採用Tannoy針對全新系列量

239

Review | 器材評論

音響五行
個性圖

圖示音響 20 要
感
動
指
數
16

17

18

19

20

整體平衡

15

空間感

14

細節再生

13

質感空氣感
樂器與人聲
大小比例
樂器與人聲
動態對比
強弱對比與

12

暫態反應
速度感與

11

解析力

10

形體感
結像力與

09

音樂活生感

08

定位感

07

層次感

06

透明感

05

與重量感
聲音的密度

04

音場寬深

03

紮實度
低頻段
飽滿度
中頻段
甜美度
高頻段

02

音色

音質

01

金：外放活潑爽朗
木：溫暖內斂親和
水：柔美中性溫潤
火：快速熱情衝擊
土：厚實飽滿穩重

金

木

土

火

水

焦點
參考軟體
日本ACIDMAN出道十週年紀念，從裡頭強烈的唇
齒音可以知道，這是一張近距離拾音的專輯，或許
有人會覺得這是一張不好的錄音，可是我在很多系
統上試過，只要系統夠平衡，頻域表現夠廣，就會
發現這其實是一張嚴苛的考片，特別需要系統的控
制力。（EMI 50999 729849 25，金牌大風）

表現卻嚇了我一跳，尤其是超乎預期
的低頻量感，讓我在喇叭擺位上費了
一番功夫。正常來說，一般用家此時
應該嘗試使用6.2獨特的MLC機能，

①全面性的表現能力，上下兩端延伸出色，具有絕
佳的動態。②聲音乾淨、透明，細節豐富，速度
快。③低頻質量兼具，超乎體型。

建議
①使用空間不宜過小。②搭配細節豐富、聲底乾淨
的前端器材，越能展現喇叭的魅力。

音響論壇A
的聲音風格，也是很容易抓住耳朵的

Classics CC72389，響韻）中，除

表現。

了可以聽到飽滿的中頻外，雙簧管溫
潤柔順的音色質感更讓人感受到春天

高度透明的音色辨識力

因此，你能想像6.2的小提琴表現

的音符就像爬樓梯一樣向上爬升，具

嗎？以「奇美提琴理想國」選輯裡的

有非常好的連續性與律動感，整體感

六月茉莉 為例，鋼琴伴奏典雅雋永，

覺是那樣的和諧與活生，再次說明

小提琴音色溫潤，兩者皆具有極度的

6.2喇叭採用的同軸單體是多麼的優

透明感，所以琴腔共鳴鮮明，聲音線

秀，讓基音大約落於200Hz∼1.5kHz

條也更明確，就像大光圈下背景糊

的雙簧管演奏展現出沒有任何頻段銜

抑振），達到充當箱體阻尼的效果，

焦的照片，主題特別浮凸，整體具有

接疑慮的極度順暢表現。其中充滿細

這才解決了低頻的問題。

低彩度與高明度的空氣感。第三軌馬

節的聲音除了帶有些許鑑聽特質外，

斯奈「泰依絲冥想曲」裡優美的小提

明亮奔放的音色也具有號角喇叭的特

琴泛音就像高級香水在空氣中蔓延開

色，另外，從協奏曲中各種樂器的精

聆聽搭配全套NAD時，聲音飽滿

來，說明6.2的高頻延伸非常細膩，

緻質感表現，也不難發現6.2出色的

有水分，但價差之外，細緻度與動態

除了能透過細節豐富的細部描繪，讓

寫實描繪能力。

表現等也都不及全套QUAD，後來以

抖音與尾音的處理都明白顯現外，經

Densen訊源搭配Luxman綜擴時，雖

由泛音的細微變化還能呈現出小提

然動態稍稍不及QUAD，可是保留了

琴的本色。換句話說，6.2具有非常

換上B&W的「LSO」選輯後，第

細緻度，聲音也很飽滿，還多了些溫

優秀的音色辨識力，可以輕易辨別

一軌貝多芬「第六號交響曲」讓6.2

暖，所以最後決定以此為定稿。對於

每把小提琴與每架鋼琴之間微小的

優美的音樂性嶄露無遺，不僅樂團的

6.2的第一印象來自定位精準，音像

音色差異。

層次分明，音樂演奏時的出色動態變

藉由調整箱體阻尼係數來改變低頻響
應，但對我們評論員來說，卻無法這
麼作，所以只能另外尋求替代方案。
還好社內有Entreq的調音利器「抑振
魔鼠」，能在吸收箱體細微振動之餘
（其實6.2箱體本身已經做了相當的

透明、滑順、甜美

明確、輪廓清晰，音質透徹，音色純
淨透明，而且高頻甜美，延伸滑順漂
音響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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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氣息。在連續的爬音樂段，樂句裡

戲劇性的動態表現張力

化更是扣人心弦，心情隨著從小聲到

連續、律動、和諧、活生

大聲而波動，感染力十足。播放第六

亮，中頻溫潤飽滿，低頻量感充沛，

在寶琳．紐斯登瑞克的「韋瓦

軌馬勒的「第八號交響曲」樂段，那

階調分明，沒有一絲含混，是很現代

第雙簧管協奏曲集」（ Challenge

聲勢更是浩大，明顯與貝多芬「田園

器材評論 Tannoy Precision 6.2

外觀
6.2弧形箱體的外觀有著美麗的木紋，加上網罩顯得相當
古典，但拿下網罩後反而變得非常現代，不過同樣宜家
宜居。

面板與背板
面板有兩顆同尺寸單體，背板一個低音反射孔，以
及Tannoy附有接地的鍍金喇叭端子。

1

2

1. 這是Tannoy最新的MLC設計，圓盤固定之處可以
灌砂或其他物質，藉此調整低頻響應。
2. 6.2的底座經過特殊設計，能增加低頻穩定度，
腳釘可直接從上方調整，下方還有一個特別的
CNC調音環，上下位置會帶來微妙的聽感變化。

AudioArt
交響曲」的柔順印象不同，開頭人聲

低頻不僅又重又沉，質也很好，加上

輯來測試6.2，裡面因為近距離拾音

合唱組成了音樂中最微小的弱音，但

暫態反應快速，表現精彩萬分。所謂

而充滿了強烈的唇齒音，尤其第一

伴隨弦樂加入漸漸與其他樂器一同放

的「質」指的是在量感之外的表現，

首REMIND 非常考驗系統的上下兩端

大，動態對比之大令人印象深刻，而

以TAA音響展Blu-spec CD中最後一

延伸，但6.2卻控制得很好，低頻不

且過程中的低頻非常紮實穩固，讓音

軌的鼓．舞 為例，6.2可以清楚表現

但紮實，速度也夠快，最後結尾電吉

樂整體有很好的支撐基礎，當最後結

出大小鼓之間的質感差異，以及鼓皮

他一刷，殘響在空間中蔓延開來，漂

束的樂器殘響還飄盪在空間中時，讓

的鬆緊程度，所以可以看到鼓槌敲上

亮極了！充滿了力量與爆發力！

人忍不住想要起立鼓掌叫好！

大鼓時，鼓皮上下晃動的景象，而
不是只有模糊不清的一片量感，因此

質量兼具的低頻

6.2的低頻可說「質量兼具」。

前面已經提過，6.2的高頻延伸非
常出色，但低頻其實也不遑多讓，

表現全面的優秀喇叭
全新的Precision系列喇叭，聲音
表現果然一如名稱般精準！6.2的整

優異的控制力

體表現輕鬆自若，聆聽音樂沒有壓

古典樂如此，流行音樂又如何？

力，不但控制力非常出色，單體的

段時，裡頭三角鐵清脆的聲響迴盪空

在「19」專輯中，Adele厚實的中低

承受功率也很高，一顆6吋低音單體

間中，弦樂該延伸的地方伸展，但銅

頻自然難不倒6.2，但難能可貴的是

並不算大，但低頻的表現卻超乎預

管該收束時卻又乾淨俐落，整體充滿

它將高音與唇齒音控制在一定的水準

期許多，綜合表現非常全面，怎麼

變化，相得益彰，完全不會呆板，充

內，使歌曲聽起來「悅耳」，而且

聽都有超值的感受，無論以外觀或

分還原指揮與演奏者透過技巧所要呈

還帶有一點淡淡的甜味，這就相當不

性能而言，6.2都絕對值得放入口袋

現的表現。接著第十軌威爾第的「安

容易。所以我拿ACIDMAN「Second

名單中。

魂彌撒曲」，開頭鼓擊充滿爆發力，

line & Acoustic collection」這張專

音響論壇

在聽第九軌史麥塔納「我的祖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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