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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響論壇A
COS Engineering H1
緊急通告等級的超值好聲
H1的聲音有一種純粹的真實感，沒有任何渲染，也沒有任何修飾。像是清新脫俗、脂粉未施的美少女，肌膚白裡透紅、緊
緻無暇，這種自然的美，就算再高超的化妝技巧也無法模仿取代。H1的聲音就這般細膩純淨，鮮嫩自然，讓人情不自禁想
音響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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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 Engineering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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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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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美中性溫潤

樂器人聲十項評量

從去年三月書世豪評論過

不太有品味的嗎？顯然COS這三位創

COS Engineering D1之後，

始人不太一樣，因為D1絕對是我所見

小提琴線條

纖細

中性

壯碩

這款數類轉換器就直接進

過最有設計品味的音響器材，不論與

女聲形體

苗條

中性

豐滿

駐總編家中直到今日。總編可不是帶

台灣或歐美任何器材相比皆然。根據

女聲成熟度

年輕

中性

成熟

回去聽聽看而已，在這段時間中，D1

我的觀察，台灣音響有一個通病，那

男聲形體

精鍊

中性

壯碩

已經成為總編使用頻率最高的數類轉

就是喜歡把品牌大大的印在機箱上，

男聲成熟度

年輕

中性

成熟

換器，甚至直接使用D1的音量控制直

對於面板的字體與字級似乎也不太講

大提琴形體

精鍊

中性

龐大

入後級或是ATC SCM100 ASL主動式

究，這種狀況讓台灣音響始終難以擺

腳踩大鼓形體

緊密

中性

蓬鬆

喇叭。我對台灣音響品牌沒有任何偏

脫「土炮」宿命。難道COS察覺到這

Bass形體

緊密

中性

蓬鬆

見，但是每次見到總編使用D1，心中

個狀況了嗎？D1的機箱上完全沒有任

鋼琴低音鍵弦振感

清爽

中性

龐大

總免不了感到疑惑，這款由新創台灣

何字樣，連品牌logo也是一個簡單的

管弦樂規模感

清爽

中性

龐大

品牌推出的第一款產品，真的有辦法

幾何圖形，這種Less is More的減法設

力抗總編家中其他頂尖前級或數位訊

計哲學，立刻讓精緻感大幅提升。D1

源嗎？終於，這次我有機會親自驗證

的機箱金屬加工質感也是頂級水準，

COS的實力了，雖然試聽的是比D1便

細膩的白色噴砂處理，讓我直覺聯想

宜許多的H1，不過聲音表現已經讓我

到瑞士奢華音響品牌Goldmund。D1的

驚豔不已。沒想到就算是價格不貴的

音量旋鈕非常精緻，旋轉的手感非常

H1，實力同樣足以力抗價格貴上數倍

細膩滑順，用一圈超細小LED燈顯示

的歐美頂尖數位訊源，難怪總編要把

音量大小的設計也很別緻。顯然COS

類型

知道有些東西不是越大越好，越是細

推出時間

2016年

類比輸出端子

RCA×1

AudioArt
D1列為長期參考器材。

參考器材
CD轉盤：Onix OC-83
後級：BAT VK-76SE
喇叭：Marten Django XL
耳機：Sennheiser HD580
HiFiMAN Edition X
COS Engineering H1

小，其實越能展現精密感與精緻感，

品味之作
在介紹H1之前，我想先談談當時

當然，前提是合作廠商的金屬加工技

音量控制

術必須夠高才行。
再看H1，它的機箱噴砂表面與D1

到D1時，我壓根沒想到這是一款台灣

是同一等級，機箱結構是堅固的抽屜

製造的音響，因為它的外觀質感實在

式設計。音量旋鈕那一圈LED燈光小

對應數位格式

精緻，極簡設計充滿歐風。後來我才

孔礙於成本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

數類轉換晶片

知道，COS Engineering是由三位來自

辨識度極佳的顯示幕，螢幕資訊同樣

電子業的工程師所創立，COS是三人

盡量不靠文字顯示，而是用圖像化的

英文名字開頭的縮寫，也是Connoisseur

符顯示H1的各種設定狀態，包括訊號

Of Sound（聲音鑑賞家）之意。我的偏

鎖定、緩衝輸入、類比輸出等等。這

見又來了，印象中電子工程師不是只

些顯示訊息並非現成公版，而是COS

參考售價

自己寫程式設計的，果然是道行高深

製造商

懂線路與程式設計，不懂生活情趣也

數位輸入端子

數位濾波線路
消耗功率
外觀尺寸
（WHD）
重量

純類比、電阻陣列級進式音
量衰減器，192階，每0.5dB
一階，總範圍96dB，精確度<
± 0.1dB
USB×1
（非同步音訊Class 1.0/2.0）
S/PDIF RCA×1
S/PDIF XLR×1
TosLink光纖×1
最高192 kHz /24bit、
DSD64/128
24-bit DAC×1
（最高192kHz/24bit）
COS Proprietary
Linear Phase Delay
低於20瓦（正常運作）
0.5瓦（待機狀態）
260×60×250mm
3.5公斤
65,000元
可韻（02-23560687）

音響論壇

第一眼見到D1的印象。老實說，剛見

USB DAC前級兼耳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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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程師。

也可以透過平衡方式連接，降低左右
聲道相互干擾。第二，H1的電源供應

獨家數位濾波技術
再談技術，因為H1與D1的設計密

間有限，無法放入線性電源的環形變

切相關，所以在此先簡述D1的五大技

壓器。音響迷看到這點，可能要皺眉

術特點：第一是COS獨家開發的數位

頭了。許多人認為交換式電源的噪訊

濾波技術，原廠稱之為「線性相位延

太高，不適合用於高級音響。COS的

遲 FIR 濾波器」。這是COS根據聽感

三位主事者都是發燒友，當然知道音

所撰寫的獨特演算法，利用這種演算

響迷的顧慮，為了尋找低噪訊的交換

法將數位訊號進行四倍升頻到176.4或

式電源，他們探訪了許多製造廠家，

192kHz，這個工作由一顆超高速DSP晶

最後終於找到一家願意與COS合作研

片負責。第二是緩衝記憶體與時脈校

發。不過開發成功的製品，價錢幾乎

正技術，將經過演算升頻後的數位訊

與D1的電源供應相同，一點也沒有

號，先儲存在一秒鐘長度的緩衝記憶

省到成本。COS三位核心人物之一的

體中，再藉由時基誤差小於1ps的精準

龔先生告訴我，他們曾經實際比較過

石英振盪器及時脈校正電路，精確的

線性電源與交換式電源，結果發現幾

傳送給DAC轉換為類比音樂。這1秒鐘

乎聽不出差異。我的試聽也有類似發

的緩衝是如何決定的？答案是依照聽

現，H1不論聲音質感或音樂背景都極

感而定。緩衝記憶體的長度也會影響

度純淨，一點也察覺不到交換式電源

聽感嗎？會的，的確曾有數位訊源設

對於音質的污染，音響迷對於這點大

計者告訴過我，緩衝記憶體的儲存長

可安心。第三，H1是單端線路架構，

度不同，聲音也不相同。1秒是COS認

D A C從D1的兩顆減為一顆。第四，

為最好聲的緩衝時間。第三是數位、

H1與D1一樣採用純類比級進式音響控

類比獨立供電，隔離數位與類比線路

制，不過從D1的全平衡四組電阻陣列

的彼此干擾。第四是雙單聲道、全平

改為兩組。總結看來，H1與D1的最

衡解碼與放大線路，可以避免左右聲

大差異在於改採交換式電源供應與取

道互相干擾，諧波失真也將大幅抵消

消平衡架構，前者我認為差異真的不

焦點

降低。第五是級進式音量控制線路，

大，後者對於聲音表現會造成什麼影

①繼承頂級機種D1最關鍵的「線性相位
延遲 FIR 濾波器」。
②纖毫畢露的解析力，營造牽動人心的
音樂感染力。
③訊源輸出直接音量衰減才能呈現的純
粹感與直接感。

採用精密度±0.1%的金屬皮膜電阻搭

響，我手邊沒有D1無法直接比較，不

建級進式電阻陣列，由於是純類比音

過透過以下聽感，我可以告訴大家H1

量控制，所以不會有數位音控在小音

的聲音到底有多好。

建議

繼承D1關鍵技術

參考軟體
日本電影「再會吧！青春小鳥」描述一位失意
鋼琴家回到家鄉，指導高中合唱團參加比賽的
故事。原聲帶中收錄的「信∼敬啟者給15歲
的你」是三聲部合唱曲，編曲頗為活潑生動，
錄音味精加料不多，用來測試定位結像與和聲
和諧感頗為合適。（EPIC ESCL4381）

聆聽環境
本刊2號聆聽間（長5.4米，寬4.4米，約7坪）
使用調音設備：聲博士擴散板
美國Lovan音響架

音響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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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採交換式電源，主要原因是機箱空

①用Mac電腦播放時，USB 1.0與2.0均不
需驅動程式即可播放，而使用PC電腦
播放音樂時，2.0版本需要驅動程式才
能播放。
②聆聽音樂時，建議開啟緩衝記憶體，
連接H1觀看影片時，緩衝記憶體必須
關閉，以避免影音不同步的問題。
③建議使用H1的音量控制，直入後級或
主動式喇叭使用，可以得到最直接純
淨的聲音表現。

音響論壇A
量下造成解析度降低的問題。

純淨的極致魅力
首先測試H1的耳擴，我分別搭配

再談H1，它的技術主要移植自

了Sennheiser HD580與HiFiMAN Edition

D1。先說兩者相同之處，兩者的數位

X兩副耳機，前者是較難驅動的，不

濾波與1秒緩衝設計相同，這兩者是塑

過用H1驅動並不會施展不開，後者

造COS好聲的關鍵，光是繼承D1的數

是Planar Magnetic單體設計，搭配H1

位濾波技術，就足以證明H1的超值。

讓我聽到了非常自然的音質，細膩

再說不同之處：第一，與D1相

感比HD580更好一些，實體感也非常

較，H1少了類比輸入，但是多了兩組

好。聽卡拉揚的「Opera Intermezzi」專

耳機輸入，可以同時驅動兩支耳機，

輯，音樂背景實在安靜的讓人感動，

COS Engineering H1

外觀
兩個耳機輸出可以同時驅動兩副耳機，也可以用平衡方式連接，
降低左右聲互相干擾。

背板
背板三個小撥桿分別是類比輸出開關，緩衝記憶體開關，
USB1.0/2.0切換，如果使用H1觀看影片，緩衝記憶體必須關閉，
避免影音不同步狀況。

內部
H1使用的交換式電源是COS與合作廠商特別開發的低噪訊版本。
獨家「線性相位延遲 FIR 濾波器」由一顆高速DSP晶片負責運算
處理。

AudioArt
弦樂幽幽的浮現，又緩緩的隱入背景

邦，足以讓人體驗頂級耳機重播的境

好的一套，合唱團三個聲部的定位不

之中，彷彿是在真空漆黑又寂靜無聲

界。

但清晰，形體比例不但正確，而且最

的太空中騰空漫步。那無比纖細、細
節豐富，又無比精確穩定的小提琴長

搭配百萬後級的挑戰

為自然，各聲部的分離度與和聲的協
調感也最讓我感到接近真實，彷彿合

音線條，恐怕是訊源輸出直接音量衰

接下來，我將H1移到試聽室，接

唱團就在眼前歌唱一般。這樣的表現

減才能呈現的純粹感與直接感。聽阿

上正在測試中的BAT VK-76SE單聲

當然不全是H1的功勞，但是H1的實力

序肯納吉演奏的舒伯特「鋼琴奏鳴曲

道真空管後級，驅動Marten Django

卻絕對不容忽視，至少，它的表現完

D894」，鋼琴純淨到不惹一絲塵埃，

X L。這套後級的售價超過百萬，用

全足夠讓搭配的後級與喇叭充分展現

奇特的是，這種純淨感不像是喝白開

H1擔任D A C兼前級實在不成比例，

實力，完全沒有因為自身的限制而壓

水般讓人感到乏味，反而讓我覺得特

但是H1的表現一點也不退讓，雖然

抑整體表現。

別有感染力，仔細聆聽，我發現這種

線路中沒有前級放大只有音量衰減，

感染力來自於H1纖毫畢露的解析力，

但是播放Larry Carlton與Robben Ford

將最細微的鋼琴波動都清清楚楚的呈

兩位吉他大師合作的現場演奏專輯

雖然沒有D1的平衡線路與線性電

現在耳畔。聽「The Young Vivaldi」，

「Unplugged」，電Bass撥奏的低頻量

源供應，但是H1的價格只要D1的四

我聽到的是油亮滑順的小提琴質感，

感充沛又飽滿。聽Donald Fagen的名曲

分之一，以聲論價，實在太超值了。

而不是生硬乾澀的弦樂演奏，就算是

「I.G.Y.」，切分音收放速度之快，許

集體試聽之後，眾編輯似乎都對H1動

急速行進樂段，每一個琴音轉折也都

多高價系統都不一定能夠辦到。

心了，連我也不例外，因為H1不只具

重要通告

最後我想用日本電影「再會吧！

備頂級耳擴實力，更是一台超水準的

聽到這樣的表現，我不知道要花多少

青春小鳥」中的一首合唱團演唱曲總

USB數類轉換器，如此超值的器材，

金錢，試過多少搭配之後才能得到，

結，曲子改編自流行名曲「信∼敬啟

真的應該發出重要通告，提醒大家不

相較之下，H1與Edition X所建構的

者給15歲的你」，最近我用不少系統

要錯過這台好物！

音樂世界，簡直像是完美的聽覺烏托

聽過這首曲子，H1這套系統是表現最

音響論壇

是悅耳的圓角。如果要在兩聲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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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
試聽

COS Engineering H1

CO

李建樺：心情遼闊、情感豐沛
正式定稿前搭配了S e n n h e i s e r

是大小適中。這種特質有種好處，就

HD800與HiFiMAN的EditionX，我認

算長時間聆聽也不會疲勞。除了讓人

為這部COS搭配HiFiMAN有更好的

印象深刻的開闊音場與平順的高低兩

發揮，因此選擇以後者的聽感定稿。

端延伸外，剛開機聆聽時，會有讓人

若要用一種感覺來形容這套搭配的聽

有聆聽單端真空管擴大機的錯覺，就

感，感覺就像春天登上七星山頂的感

以日本澤野工房那張「Think Bach」鋼

覺，視野很遼闊，大自然景象充滿著

琴演奏專輯為例，琴音線條就非常柔

各式各樣的細節，色彩非常豐富。舉

軟，琴音的共鳴很溫暖，感覺上旋律

例來說，當在播放今年高雄音響展測

的運行比較慢一點，但我認為用流暢

試片第一軌「勇士歌」時，音樂聽起
來就很舒展，所有的弦樂器的向上與
向下延伸都很流暢，不會有受限在一
個框架內演出的感覺，耳機系統要有
如此開闊的表現並不容易，重點是弦
樂器的實體感、密度乃至於擦弦的細
節都很好，畫面很有立體感，形體也

書世豪：聽過最好的耳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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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會更貼切。會有這麼柔美迷人不

失豐厚特質的表現，跟HiFiMAN這款
耳機比較偏柔聲底脫不了關係，但卻

有很棒的延伸與層次，這種寬鬆又不

是很好的化學作用。原本以為這麼柔

失彈性的低頻，都是在很高階的兩聲

順的聲音，中頻是它最大的強項，事

道系統上聽到，耳機系統能有如此表

實上低頻給我更好的印象，當在聽交

現，耳機好，耳擴更是厲害。

響曲時，大鼓敲擊片段不但飽滿，還

C O S推出的第一部產品D1 U S B

富，讓我感覺完全不像是在聽耳機，

DAC兼前級就是由我評論，與他們的

而像是在大空間中聆聽喇叭一樣。在

研發團隊談過之後，更是讓我對他們

快速的樂章，H1的表現也非常到位，

敬佩有加，之後D1不僅拿下當年的年

不但可以聽到解析力的高超，更可以

度風雲器材，更成為劉總編的長期參

聽到在乾淨的背景之上透出的微妙細

考器材，聲音表現之優異自是毋需多

節。在第13首我聽到低音鍵強力而大

言。早在我評論D1的時候，COS的研

片的質感，而且彈力十足，具有撼動

發團隊就跟我說他們第二部產品會是

人心的力量，感覺非常真實。許納德

一部耳擴，當時我們也交換了一些關

罕演奏的「貝多芬小提琴協奏曲」開

於耳擴的意見，沒想到這一等就是將

頭的木管充滿細膩的質感，現場的燒

近兩年時光，但也可以看出他們對於

騷動感甚至比在空間中聆聽還清楚，

這部耳擴的高度重視，這就是追求完

弦樂群帶有輕柔且清晰的質感，層次

有讓我失望，鼓聲的強弱變化多端，

美的Hi End精神。先聽「大鍵琴的巴洛

表現非常豐富。裡面最精彩的莫過於

定位清晰寫實，每一聲的古典接觸都

克狂想」，H1將大鍵琴那種帶點黏滯

小提琴了，不但悠揚婉轉，琴腔共鳴

讓人聽到真實的觸感，這部H1絕對是

的質感表現得非常好，簡直就像是在

飽滿，甜味十足。最後拿出Adele的

我聽過的耳擴中最好的之一。

現場聆聽一樣真實。H1再生細節之豐

「25」來驗收H1的低頻表現，H1也沒

OS Engineering H1
COS Engineering H1

洪瑞鋒：質感第一名！
這款H1 DAC含耳擴是COS旗下的

琴音不僅夠甜，表面附著的光澤更是閃

第二款作品，果然一出手就是厲害，讓

閃發光。David演奏出的鋼琴顆粒交互

同價位帶的其他對手相形失色。H1屬

碰撞的質地清脆，隨著弦樂上揚而拉出

於那種只要一開聲，就知道與他人是

的音樂張力，在一段激情之後，再以緩

不同層級的厲害。音質細緻、音色透

和旋律將原本澎湃的情緒化為平靜，這

明，在詮釋鋼琴演奏的質感，更帶有種

段演奏H1詮釋得精彩，將音樂的力與

通透脫俗的氣質，琴音質地緊實並富

美完美表達！換上另一張編制相對小的

有彈性，是一聽就令人喜歡的聲音。

ECM「在水面上唱歌」，小提琴的擦

播放David Fray彈奏的「莫札特：第22

弦聲很活，一聽就是很有朝氣的聲音，

號 & 25號鋼琴協奏曲」，樂曲一下，

不會死板，這點證明H1的活生感很

我立馬感受到非常透明開闊的音場，音

好，才可將這曲子唱得如此鮮明動人。

樂背景後方由弦樂交融出一層一層的綿

再來，小提琴的形體呈現比過去更斯文

合拍，任何太強的解析力都會讓音樂顯

密厚度，透過H1來詮釋，除了弦樂既

些，不屬於壯型，但附著在琴音上的

得不耐久聽，但H1聽起來卻是意外的

有的綿密感之外，還多了一種特別柔美

纖毛，依然展現H1高人一等的細節再

流暢細膩，身段柔軟，在聆聽小編制室

的特質，聽起來十分舒服。當鋼琴上

生能力。H1的透明感是相對溫和的，

內樂，更將H1這種靈動鮮甜的聲音特

場，這完全是H1的拿手好戲，聽見的

搭配HiFiMAN Edition X這付耳機十分

質發揮極致。

AudioArt
蘇雍倫：怎麼辦？超想買！

留空之處就是極黑，無論動態反差、

參考器材不少次，對它的聲音算是

最最細微的暫態，都是我在這支耳機

熟稔。我一開始就播放了挪威歌手

上聽過最驚人的表現。更別提下一曲

AURORA「All My Demons Greeting

「Conqueror」，編曲更複雜，但是

Me As A Friend」這張專輯，沒想到

那立體感以及交織的音樂物件，都鮮

音樂一下，就讓我馬上想到以上這個

明無比，三頻延伸之充足不在話下，

標題，絕不誇張！這張充滿電子音

速度快又有「動魄」的彈性，著實是

效的北歐流行音樂專輯，編曲熱鬧

難以忘懷。接著換上「與森林共舞」

中又帶有適度留白的深邃，第一曲

原聲帶，這張旋律優美的佳作，這次

「Runaway」那低頻節拍一出來，就

總算讓它奔放出最瑰麗的一面；在

讓我通體暢快，低頻的沉甚至有那種

「Mowgli and the Pit」一曲中，一開

兩聲道時的貼地感，這是耳機不是喇

頭帶入民俗樂器的點綴，那細小的特

都看得一清二楚，土巴號那低沉之波

叭！我一再提醒我自己。然後人聲之

殊音色聲響解析超明確，低頻一進來

動顆粒感完全還原！後段弦樂那內聲

清晰、精準、和聲層層交疊、細部

後，動態隨之拔地而起，氣勢與莊嚴

部更是綿密到飆淚。感動人的好聲，

訊息量滿滿滿，我又提醒自己，我

感全然是大將之風，之後由管樂鋪陳

真的就是這麼讓人激動啊！

聽的只是CD轉檔，不是黑膠！編曲

的緊張橋段，將每一聲部的銅管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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