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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 D10
以一抵五，超值爆表
可韻（COS）早在2014年就推出他家第一部產品D1，這是一部帶有音量控制的DAC，有類比輸入端，可以做USB DAC，
也可當前級。D1研發時間長達三年，機箱設計素雅，製造工藝高超，馬上打響第一炮。第二部產品是D2 DAC，採用跟D1

一樣的設計，但箱體成本大為降低，售價也同步下調。第三部產品是H1耳擴DAC，這部耳擴DAC更進一步下調售價，但
聲音表現卻不打折扣，獲得更多的好評。
文｜劉漢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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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示音響二十要」是評論員對單一器材的主觀感動指數，它的顯示結果會隨著器材搭配、空間條
件、身心狀況的不同而改變。如果拿來做二部器材的比較，將會失之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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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可韻（COS）推出成立六

D10的面板上左邊有三個耳機插

年以來他家第四部產品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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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連接網路之外，還可Wi Fi無線傳

而三個耳機插孔中央那個是4Pin平

輸。唱頭放大線路還可以調整增益、負

衡插孔，左右二邊那二個是立體與單聲

載阻抗與容抗。面板上還有三個耳機插

道XLR共用插孔，一般6.3mm的耳機插

孔，平衡與非平衡相容。像這樣的產

頭就直接插入中央那個孔，聽到的就是

品，您打著燈籠都不容易能找到。

立體聲，由於有二個這樣的端子，因此
可以同時聽二支耳機。如果您仔細看這

箱體成本降低

個端子，除了中央那個大洞之外，邊

D10的箱體不是D1那種鋁塊削切出

緣有三個接點，這就是平衡端子，而且

來者，而是採用傳統鋁合金箱體的作

是單聲道平衡端子，左邊那個就是左聲

法，事實上也就是因為採用傳統鋁合金

道，右邊那個就是右聲道。

參考器材
訊源：emmLabs TSDX SE
Vertere SG-1（Soundsmith低輸出MI唱頭）
菲凡氣浮正切唱盤（鐸藝天籟MC唱頭）
喇叭：ATC SCM 100 ASL主動式雙喇叭系統
耳機：Hifiman HE1000

箱體作法，所以成本才得以大幅降低，
售價也相對降低，不過即使是傳統機箱

串流唱放選購

產品類型
推出時間

D10的頂蓋大部分面積是密封的，

以抽出來像抽屜一樣，這樣可以降低外

只有前沿做了一個COS鏤空字型幫助

輸入端子

層震動傳導到線路板的可能。D1的箱體

內部散熱，相對應的底部也有開散熱

輸出端子

雖然獲得大家的讚美，但光是那支遙控

孔，幫助熱氣對流，聆聽時頂蓋上會

解碼規格

器的成本就要幾千台幣，更不要說那個

有熱度，所以頂蓋一定要保持通風，

支援串流

精緻箱體的成本。COS痛定思痛之下，

晚上不聽時建議也要關機，否則機器

從D1以降的箱體通通改為傳統鋁合金

會很熱。來到背板，可以看到各式端

箱體，但內部做法依然不變。說是傳統

子擠得滿滿的。計有AES/EBU數位輸

鋁合金箱體，但卻一點都不馬虎，面板

入一組、Optical數位輸入，一個USB

參考售價

厚達15mm，左右二側板還特別做成斜

DAC輸入端，一個BNC 75歐姆數位輸

製造商

角，頂板與側板量起來也有3mm厚，整

入端，以及一個I2S數位輸入端。另外

個箱體還是很結實。

還有一組XLR類比輸入端、一組RCA

THD+N
重量
外觀尺寸
（WHD）

DAC、耳擴、串流、唱放前級
2020年
XLR×1、RCA×1、
USB×1、BNC×1、
AES×1、光纖×1、I2S×1
（HDMI）
RCA×1、XLR×1
PCM:24bit/192kHz
DSD:DSD256
MQA、Tidal、Qobuz、
Deezer、Spotify、Roon
小於0.001%（前級、DAC）
10公斤
415×100×280
D10：150,000元
串流模組：30,000元
唱放模組：25,000元
可韻（02-23560687）
音響論壇

作法，也用了內外二層，等於是內層可

COS 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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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比輸入端，以及XLR與RCA各一組

是實驗性作法，看會不會讓聲音更

的類比輸出端。

好，由於聽不出來差異，所以量產時

D10的串流播放與Phono唱放是另購
的模組，安裝在背板上半部，如果加購

除了總電源供應之外，其他每個獨

串流播放功能，就會增加一個網路接

立的電路都還有它的局部電源供應，可

端，還有一個Wi Fi天線接端。如果加

說是濾波穩壓充分做到位了。左邊這半

購唱放，背板上就會有左右各一個RCA

邊的上方是選購的串流相關線路板（3

輸入端，還有地線接端。此外還有一排

萬台幣），底下則是標配的數位輸入端

小鋼琴鍵開關，用來調整增益（40dB、

線路板。老實說現在串流音樂已經攻下

50dB與60dB），以及MC唱頭阻抗匹配

整個音樂市場的三分之二，D10這塊串

參考軟體

（1-5鍵向下是47k歐姆，給MM使用；

流線路板其實已經不是「選購」了，而

這張普羅高菲夫的芭蕾舞曲「羅密歐與茱麗
葉」很特別，它不僅是管弦樂版本，還加了
小提琴獨奏，由Lisa Batiashvili演奏小提琴、
Yannick Nezet-segun指揮歐洲室內管弦樂團。

22、51、110、220、470歐姆可調給MC

是必要的「標配」，現在還有人會買沒

使用，背板上有清楚標示調法），另外

有串流功能的數位類比轉換器嗎？

此外還有普羅高菲夫二首小提琴協奏曲等，音
效與音樂都好聽。

容抗匹配則是6-8鍵向下為0pF，100、
220、390pf三種依照標示可調。擁有增
益與阻抗匹配可調，這樣的唱放就是夠

焦點
① 集五種功能於一身，滿足目前音響迷
各種需求。
② 電源供應下足功夫，
③ 採用R2R電阻繼電器陣列音量控制。
④ 聲音飽滿直接，音樂活生有勁，透明
感高。

建議
直入後級或主動式喇叭最佳，可省下
前級。

濾波、接線都講究
而在右邊的一大塊線路板就是耳

音響論壇A
水準的，可以放心使用。

音響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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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再多這道手續。

擴、DAC、前級線路板。從線路布局

而在串流方面，D10已經是Roon

與元件上可以看出這個區塊的局部供電

Ready，而且可解MQA。串流音樂服務

做得非常強，層層穩壓濾波。耳擴當

平台可與Tidal、Qobuz、Deezer與Spotify

然是共享DAC線路，不過另外還加了TI

相容。對於音響迷而言，這幾家串流音

的LME49600 OP Amp，還有局部電源供

樂服務平台已經夠用了。而在串流播放

應，做法跟COS的H1耳擴DAC一樣，顯

軟體方面，COS建議使用Mconnect，這

然D10在電源供應上真的下足了功夫。

是很好用的播放軟體，可以到App Store

前面我一直強調D10的電源供應下

免費（但會帶有廣告）下載，或花190

了很大的功夫，以下援引原廠給我的

元台幣購買。

資料，讓大家了解COS即使在很細微的
地方都不曾忽略：「電源部分花了很多

特別注重電源

時間，AC inlet 的 filter 電路不難，其實

打開D10的頂蓋，可以看到內部塞

就是 common mode choke 跟所謂的 X、

得滿滿的，可以分為二大區塊，左邊是

Y 電容 （過安規的）。但是顯然不同

電源供應與網路、Wi Fi，以及各種數

廠家，不同系列，不同值聽起來就是

位輸入端，右邊則是耳擴、數位類比

不一樣。電源路徑也是越短越單純越

轉換、前級線路與唱放，顯然D10將容

好，試過了幾家 110/220 的開關後，我

易產生雜訊干擾的數位線路通通歸在左

們還是決定把它拿掉，因為沒有它聲音

邊，讓右邊類比線路能夠降低干擾。

最好。AC、DC 跟訊號線也花了一些時

在電源供應方面，D10用了二個環

間，最後用了Mogami 跟 van den Hul 的

形變壓器（一個數位一個類比），而

線。類比穩壓原來是沿用 D1 的設計，

且市電輸入端也接了RFI/EMI濾波器，

第一級是傳統的 LM317，117 等，第

那是COS自己修改製作的，比市售成

二級才是 op-amp based regulator。但是

品效果更好。比較特別的是，濾波電

歐盟新的規範要求 standby power 要小

容頂端與底部加了白色乳狀物，難道

於 0.5W，LM317、117 可以關，但是關

那是要吸收電容器震動的嗎？原來那

得不完全， 所以我們自己設計了一個

COS D10

“ 一切都很飽滿，嗓音如此，低頻如此，各種伴奏樂器如此。”

AudioArt

D10的外觀分為黑色與銀色，線條俐落，面板上有三個耳機插孔、一個顯示幕，還有一個音量旋鈕，看起來簡潔又好看。

op-amp based，做成可以完全關掉的穩

要的精確數值。所以規格上雖然標示

好聲的DAC晶片之一，所以COS還是堅

壓電路。」

±0.2dB，但實測卻是在±0.1dB以內。

持採用。

而唱放的第一級放大原本試過FET

D10的背板有一個Buffer開關，這個

input的OP Amp，但後來發現用一對

設計也跟D1一樣，將數位訊號做1秒鐘

D10箱內右邊的後半部上方是選購

JFET加上分砌元件做成LTP（Long Tail

緩衝之用，接著才送入做數位類比轉換

的唱頭放大線路板（2.5萬台幣），下

Pair），再進入TI的LME49990 OP Amp

處理。這1秒鐘的緩衝可以降低時基誤

方則是從前面到後面那一大塊數位類

聲音比較好，所以就選用後者做法。

差，所以開機後要將開關設在On。既然

唱放阻抗增益可調

比轉換線路板。D10的唱放線路採用TI
LME49990 OP Amp負責音樂訊號放大，
另外還用一顆LME 49720做伺服控制。

這個緩衝級那麼有效，為何還要設開關

DAC與D1一樣

呢？因為有些人會把D10用在影音系統

D10的數位類比轉換線路還是跟他

上，此時就會因為那1秒鐘的緩衝時間，

而且可以調整MC唱頭負載阻抗與MM

家旗艦D1一樣，採用自家編寫的升頻

而讓聲音與影像無法同步。所以如果看

唱頭負載容抗，增益還分三段可調，可

演算法，並且加上Linear-Phase Delay

影片有用上D10，就要將Buffer關掉。

以適應MM唱頭與大部分的MC唱頭，

FIR Filter，將輸入的數位訊號先升

除非MC唱頭的輸出小於0.1mV以下。

頻到176.4kHz或192kHz，採用的DSP

R2R電阻陣列音控

是MMAC/sec DSP。而數位類比轉換晶

D10的音量控制還是跟旗艦D1一

放，COS告訴我，他們在RIAA補償曲

片還是跟D1一樣用TI的PCM 1792，每

樣，採用電阻與繼電器陣列，所以轉動

線上可是下足功夫，線路上的電阻都選

聲道一個，做單聲道使用，降低失真，

音量旋鈕時會有輕微搭搭聲。這些線路

用0.1%的精密電阻，但是電容買不到這

提升訊噪比。為了降低干擾，這二個晶

就放在背板輸入端內側，剛好被唱放線

麼精密的數值，於是他們量出每個電

片還用金屬板圍起來。PCM 1792雖然

路板遮住。音量控制範圍總共是-63.5dB

容的數值，再用三個或四個去加到需

只是24bit DAC晶片，但卻被認為是最

到+6dB，每階變化0.5dB。看到這裡，

音響論壇

您可不要小看D10這塊另購的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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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的背板上充滿各類端子，因為有串流、有DAC、有唱放，
所以數位端子與類比端子通通齊備，只要接上網路線，就可以
透過家中的網路系統播放各種音樂。

您會發現D10的內部根本就是D1數位類
比轉換器加上H1耳擴DAC。原本這二
部加起來的售價就要三十幾萬台幣，但

音響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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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的箱體設計成二層機箱，雖然不是整塊鋁合金削切而成，但對避震也
下足功夫。

音響論壇A
上陣，看看D10的真正實力如何？

較直接，低頻量感多一點。我想，如果
換了適當的網路線與網路交換機，串流

數位類比聲音不同

音樂的表現能力一定會更提升。幸好，

是因為箱體改為成本較便宜的做法，所

有意思的是，在聆聽過程中，我發

CD與串流的差異不是天差地別，基本

以如果買DAC加耳擴標配版只要15萬台

現雖然最終的音樂訊號輸出都經過相同

上還是接近的，二者都在我滿意的範圍

幣，這簡直就是把售價對半砍了，真是

級的前級線路，但是從喇叭所發出的串

內，不須擔心。

佛心來的。

流、CD與黑膠的聲音特質是不同的。

唱放品質高

聆聽D10的場地在我家開放式大空

黑膠的聲音特質不同是可以理解的，因

間，我以D10直入ATC SCM 100 ASL主動

為「訊源」基本上就不同。而CD與串

而播放黑膠唱片時，聲音就跟數位

式雙喇叭系統。或許您會問D10的輸出

流的聲音雖然用的都是同一套DAC，但

訊源不同了。請別小看這個只花2.5萬買

足夠驅動這套喇叭嗎？完全沒有問題，

我猜串流音樂經過FLAC編碼、解碼、

來的唱放，它的聲音表現讓我驚喜，能

而且聲音飽足有勁得很，不必擔心。由

網路傳輸、路由器、網路線等等關卡，

用這麼便宜的代價聽到這麼好聽的黑膠

於D10是耳擴、DAC、串流、黑膠四位

最終所產生的效果自然就跟直接從CD

之聲，真的太划得來了，我建議您要購

一體，所以我也老實不客氣的用Hifiman

光碟讀取者不同。

入。到底我聽到的黑膠是什麼聲音呢？

HE1000平面振膜耳機、Tidal、Vertere

到底二者差別在哪裡？就以CD來

我聽那張「名琴的饗宴Gala Stradivari」

SG-1黑膠系統（Soundsmith低輸出MI唱

跟CD規格的串流相比，CD的形體與線

時，D10發出很甜的弦樂群，而且細細

頭）、菲凡氣浮正切唱盤（鐸藝天籟MC

條比較凝聚些，密度稍微高些；而串流

柔柔光澤很美，聽起來感覺像是看到洗

唱頭）、emmLabs TSDX SE CD轉盤輪番

的形體與線條比較大些，聲音聽起來比

髮精廣告一般。而且，弦樂群的低頻量

COS D10

D10的內部分為二大區
塊，左邊是電源與串流、
數位輸入線路，右邊是耳
擴、唱放與數位類比轉
換、前級等線路。不僅電
源供應分為數位類比二
路，還把需要純淨的放大
線路放在另一邊，讓數位
干擾降到最低。

AudioArt
感是很豐富的。

能夠唱出音質這麼美的大提琴，再度證

起來也細緻多了，整體融合又高。總

而聽Ta n g o A Tr o i s那張「C a f e

明D10這個唱放的確值回票價。在此順

之，這個唱放的聲音帶著軟質，又甜又

Banlieue」時也很棒，小提琴與大提琴

便多嘴一句：假若您聽到的大提琴是粗

有光澤又透明，樂器人聲形體不會過

都很甜很有光澤，尤其小提琴那擦弦質

硬的，不夠軟質，不夠寬鬆，那就是已

大，沒有突出或侵略性，聽起來很平

感與委婉的軟質真美。而大提琴擦弦質

經被扭曲的大提琴聲音。

衡。花2.5萬台幣能夠買到這種高水準唱

感與木頭味都很棒，恩恩聲也很迷人。

再來聽Joan Baez那張「Diamonds and

鋼琴暫態反應很快，音粒一顆顆清爽迸

Rust in the Bullring」，第一首一開始的

出。雖然只是簡單的鋼琴、小提琴、大

鋼弦吉他又甜又有光澤，還帶著軟質。

提琴三重奏，但音樂活生感卻充分表露

Joan Baez的嗓音清甜又有厚度，不是單

接下來要談正事了，也就是D10擔

無遺，而且音質很美。D10這個唱放只

薄那種。低頻量感足又有彈性，A面第

任數位訊源角色時的聲音表現。D10的

是用OP Amp做音樂訊號放大，但音質聽

三首的低頻聽起來就很迷人。聽第四首

聲音特質傾向中性，不偏剛性也不偏柔

起來那麼美，可見只要搭配的周邊線路

「藍雨衣」時，透明感很好，光澤很

性。樂器形體飽滿，聽起來有勁，速度

設計得好，OP Amp一樣可以做出美聲。

美，Joan Baez的嗓音帶著軟質。

反應快。高頻不是華麗那型，但甜味光

放，實在太值得了。

傾向中性

澤不缺。中頻凝聚飽滿，形體相當大，

琴協奏曲與葛拉茲諾夫小提琴協奏曲

中頻人聲尤其飽滿而且凝聚。低頻不是

聽S t a r k e r所演奏的巴哈無伴奏

（Steinberg指揮匹茲堡交響樂團）時，

柔軟的，是飽滿有形的，量感足夠。聽

（Mercury）時，大提琴的寬鬆軟質讓

那把小提琴委婉至極，細緻的尾音還能

鋼弦吉他紮實有實體感，好像可以彈破

人喜歡，琴腔共鳴豐富，擦弦細節多，

飄出甜甜的味道。而伴奏的管弦樂團聽

空氣般。聽鋼琴時音粒實體感與重量感

又甜又清爽

音響論壇

聽密爾斯坦所演奏的德弗札克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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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Phono模組，另購價2.5萬，
增益可調、負載阻抗與容抗可
調，十分實用。

都很好。其他樂器的聲音也都很紮實。
各種樂器人聲密度高，低頻腳踩大鼓噗
噗聲有勁，凝聚，不是軟散那種。整體

音響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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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內斂的。

奏鳴曲」時，大提琴就沒有那麼濃，而
是剛剛好，聽起來清爽又帶著嗯嗯鼻

音質音色美

音。而鋼琴的形體相當大，琴弦泛音豐

而言，D10所唱出來的音樂是很有力量

聽CD帕爾曼那張「Perlman Edition」

富，雖然只有大提琴與鋼琴，但音樂規

的，不是軟弱無力那種。不過您也不要

時，小提琴很有光澤、很甜，不會澀、

模感聽起來龐大，這是大部分人都會喜

以為D10的聲音不夠細緻、不夠寬鬆，

不會硬。鋼琴雖然沒有特別的音響效

歡的音響效果。

只要遇到音樂該細緻的地方D10還是能

果，但也是中規中矩，不會讓人覺得有

夠展現細緻的美感，大提琴也能充分顯

所缺憾。聽Gil Shaham的「The Fiddler of

出寬鬆的味道。

the Opera」時，小提琴的音質音色都非

D10聽管弦樂如何呢？當我聽Lisa

例如我聽Fujita Trio所演奏的德弗札

常棒，而且很有光澤，很甜，尤其小提

Batiashvili演奏小提琴、Yannick Nezet-

克「Dumky」鋼琴三重奏時，小提琴

琴雙弦和聲真美。而鋼琴音粒晶瑩、凝

segun指揮歐洲室內管弦樂團的普羅高

與大提琴的聲音都屬於比較內斂溫潤

聚，形體不是很大，但可以充分感受到

菲夫「羅密歐與茱麗葉」中的「Knight

的，不是外放華麗那種，而鋼琴的音粒

那一顆顆的實體感。

Dance」。D10所打出來的大鼓飽滿又有

吃很飽的感覺

充滿木頭味，一顆顆可以感受到是有

聽Dorian那張「猶太大提琴」時，

彈性，鼓形凝聚，還可以聽出鼓槌接觸

重量的。聽魯賓斯坦鋼琴三重奏團所

我感覺到大提琴的鼻音特別濃，形體也

到鼓皮的那種打擊質感。而管弦樂綿密

演奏的舒伯特鋼琴三重奏時（OP.148、

比較大，已經到了臨界點，如果再超過

細緻，層次很好。小提琴充滿擦弦質感

D897），鋼琴音粒特別紮實，實體感與

就不是我喜歡的那種表現了。不過我猜

之美，琴音不會太衝，又能感受到鮮明

重量感都很好，小提琴與大提琴的線條

有些人可能會喜歡這麼濃的聲音。聽王

的美感。

也都是飽滿的，甜味與光澤都夠，同樣

羽佳與卡普松的「法朗克、蕭邦大提琴

聽「John Williams in Vienna」時，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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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串流模組，Roon Ready，可解MQA，可播Tidal、Qobuz、Deezer
與Spotify。另購價3萬元。

這是D10的遙控器，上面有八個鍵，基本操作已經足夠。

AudioArt
一首曲子都呈現出很大的空間感，管弦

昏」一樣，飽滿直接凝聚，吉他紮實，

所有宣稱難推的耳機。而透過耳機所聽

樂很有勁，很飽滿，尤其是銅管群往往

噗噗聲凝聚飽滿控制力佳，江蕙人聲

到的聲音特質跟我用喇叭播放沒有太大

是整片揮灑出來，充滿金屬光澤。D10

突出飽滿充滿光澤與甜味，而且音樂規

的落差，可說是一致的。

在播放各種音樂時，都會讓人有「吃很

模感龐大。聽Leonard Cohen的幾張唱片

飽」的感覺，不會虛虛的，我想跟設計

時，更是覺得一切都很飽滿，嗓音如

者特別注重電源供應有關。

此，低頻如此，各種伴奏樂器如此，而

COS D10是一部可以充分滿足今天

D10這種飽滿有勁的特質，聽流行

且音場也很大。這種大而飽滿的特質在

播放各類音樂需求的訊源，從它堅持採

音樂更是讓人喜歡。當我聽林憶蓮那首

大喇叭系統下，更會讓人感受到每一個

用PCM 1792 DAC晶片，以及R2R電阻

「等最久的人」時，伴奏樂器不複雜，

音符都充滿能量。請注意，D10是直接

繼電器陣列音量控制中，就可以了解設

光是聽到吉他那種紮實的聲音就不由得

進入主動式喇叭的，並沒有經過前級的

計者對音質的要求是不妥協的。而串流

讓人喜歡，而且林憶蓮的嗓音雖然帶點

放大，但聽起來一點都不虛軟，而且聲

更是反覆測試了很長的時間才定案，甚

夢幻的味道在唱，但聽起來也很紮實。

音更鮮明，透明感更好，卻又不會有侵

至連唱放都設計幾種不同線路做比較。

聽周傳賢自己唱的「黃昏」，音場透明

略性。

COS這種即使售價不高都要求事事做到

超值爆表

D10的耳擴表現如何？我家裡也有

完美的心態，讓D10的聲音表現超值爆

滿凝聚，低頻飽滿凝聚有彈性，控制力

H1，相比之下，我認為跟他家H1一

表。假若您是懂得判斷聲音好壞的實用

很高。

樣。我用超難推的Hifiman HE1000平面

主義者，COS D10這種集DAC、耳擴、

振膜耳機去試，大概開到-6.0的位置就

串流、唱放、前級於一身的訊源不正是

夠了，D10最大的音量是+6.0，所以推

您等待多時的神器嗎？

大而飽滿
聽江蕙的「金針花」時，也跟「黃

力毫無問題，絕對可以適應目前市面上

音響論壇

感非常高，樂器人聲直接無隱，嗓音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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