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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響論壇A
Tube Fans Audio
Windsor 150 Gold Plus
以最優雅之身段，萃出KT150的一份極美
Tube Fans Audio管迷音響，一直都是國產精品級真空管機的代表廠商，旗下作品一直都保有高質量，那都要歸功於主事者

Alex的獨到視野！這回Windsor 150 Gold Plus，是管迷第二度製作以KT150完成的單端綜擴，用回過去音響迷熟悉的那款
Tung-Sol KT150。型號最後加上了以前印象中沒見過的Plus，究竟管迷又做了何種進化呢？
文｜蘇雍倫
音響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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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be Fans Audio Windsor 150 Gold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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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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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人聲十項評量

產品牌發展這麼多年來，

就是相當優質的選擇。Alex覺得KT150

雖然大嘆品牌經營不易這

的聲音表現很穩定、三頻均衡，雖然可

小提琴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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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話已是口頭禪，但少數

能跟一些老管子比，少了一點所謂的

女聲形體

苗條

中性

豐滿

堅持下去者，其實都有一票非常忠實的

老式韻味，但KT150能在兼具管味的前

女聲成熟度

年輕

中性

成熟

粉絲長期支持，而這些國產品牌的作品

提下，多了更好的結像力與細節傳真

男聲形體

精鍊

中性

壯碩

說實話也是一年比一年有水準！就我自

度，這是他一直以來的理念，就是希望

男聲成熟度

年輕

中性

成熟

己這些年的觀察下來，我發現Tube Fans

可以做出傳統管機風味，但又要能更符

大提琴形體

精鍊

中性

龐大

Audio管迷，已經是我真心所愛！主事

合現代人聆樂該享受到的高解析需求。

腳踩大鼓形體

緊密

中性

蓬鬆

者Alex做音響器材，技術面完全不用有

之前的150 Gold Luxury，是全球首次有

Bass形體

緊密

中性

蓬鬆

疑慮，可貴的是那一份對音樂聆賞的尊

人將捷克真空管廠KR推出的KR KT150

鋼琴低音鍵弦振感

清爽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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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與態度，讓他們作品所滲出的發燒

（世界上第二款KT150）用在量產機

管弦樂規模感

清爽

中性

龐大

感，是內化後自然顯現；要做到這點，

上，Alex覺得，雖然KR KT150是非常

不只本土公司，連海外大廠，也未必都

好的管子，但價位相當高，或許在未來

有這個品味。

需要替換管子時對用家不是那麼友善；

AudioArt

所以他希望能做出一部搭載經典Tung-

旗艦後的旗艦改版

Sol KT150的機種，能讓管迷粉絲能享受

本文首先要介紹為何會有Windsor

KT150的美好，同時在真空管的負擔上

150 Gold Plus的誕生；這次由於此擴大

又不會那麼重；並再將內中多數元件的

機是最新製品，官網尚未有資料，為

發燒度再提升。而在產品型號中最後加

此管迷Alex還特別到本社替我詳細介

上的「Plus」字樣，其實就是象徵這個

紹，於此致上感謝！Alex表示，其實型

版本具有以上的那層意義。

參考器材
訊源：Norma Audio Revo DS-1
喇叭：Chartwell LS3/5
Canton GLE496.2

類型

Tube Fans Audio
Windsor 150 Gold Plus

使用真空管

號中的Gold就代表是管迷的最新一代作
品，在旗艦溫莎系列，之前也推出過

換經典Tung-Sol卻更貴？

輸出功率
輸入端子

不過我馬上就想到一個尖銳的問

還一舉拿下本刊2019年度風雲器材獎！

題來問Alex，既然在150 Gold Luxury報

目前陸陸續續可以在管迷的產品中都看

導中有提到光是KR KT150管子，就佔

到加上Gold字樣。而Alex一直在思考一

了數萬元的成本，那為何這次改用傳

電源

件事情，那就是管機固然有它的迷人

統Tung-Sol KT150的150 Gold Plus之售

之處，但許多器材都搭載那些停產的管

價居然還比搭載KR之機種貴上一萬元

子，這對未來若損壞十隻更換、配對，

呢？Alex說這問題一點都不尖銳，反而

重量
外觀尺寸
（WHD）
參考售價
製造商

都是一個不穩定之隱憂（尤其是對賣家

是重點！那是因為150 Gold Plus除了管

售後服務而言），而目前尚有穩定量產

子較便宜之外，有不少機內元件通通升

的、相對較新的KT150，Alex認為確實

級，而其中最猛的元件，就是Alps的旗

輸出端子

460×230×350mm
168,000元
管迷（02-26753960）

音響論壇

Windsor 150 Gold Luxury這部擴大機，更

單端真空管綜合擴大機
功率管：Tung-Sol KT150×2
信號管：英國Brimar
CV4068/13D3×2
整流管：美國RCA 5X4G或其
他同級整流管×1
KT150單端3級接法，單聲道A
類15瓦
2組RCA可切換
標準 4歐姆、8歐姆兩組獨立
輸出，6、11、15、16歐姆可
訂製 （LS3/5A喇叭可特別訂
製11歐姆輸出版本）
110V-118V，兩段式高低壓電
源獨立開關設計
22.5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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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軟體
日本一級大導演是枝裕和的經典片「海街日
記」，其原聲帶我初次試聽時會覺得曲目稍微
破碎，但後來買到實體專輯聽，發現從頭到尾
可一氣呵成完全不會覺得零散；而且內中樂
曲不僅旋律特美，錄音更也是滲出天然的發燒
味！真的百聽不膩！（VICL64388，VICTOR
ENTERAINMENT）

聆聽環境
本刊3號聆聽間（長4.2米，寬3.5米，約4.5坪）
使用調音設備：美國Lovan音響架
MYSTJ HS音響架
華克Ray Audio竹田三號隔離
變壓器

艦音控元件RK50，這個RK50若您去查

用，除了因為單端線路是管迷的偏好之

單元件報價，一定會嚇到！Alex表示，

外，Alex也說，在他的看法中，在「有

量產廠機若使用RK50者，通常是售價

限度」的真空管工作範圍中，或許犧牲

數十萬以上的擴大機了。Alex更也說正

的是推力，但能換得的是更好的音質，

因為使用RK50，要能「撐得起」它帶

尤其是「聲音的層次感」這個部分，

來的音質優化，所以150 Gold Plus才會

更是管迷所追求的。這次將KT150採單

衍伸出後續的更多機內元件優化。

端3級接法，大約只會讓KT150在80%以

至於詳細有哪些較之前機種的優化

內的工作範圍內輸出，就是要「擷取

高檔搭載？第一、搭載管迷特別訂製4N

KT150最美的那一段」。在輸出變壓器

長結晶銅機內線，第二、喇叭端子改為

部分，本機也採用日本進口OrientCore

為管迷特規訂製純紅銅、鍍24K金再外

高階輸出變壓器鐵心，並同樣交由台灣

加碳纖維外殼，第三、RCA輸入訊號端

的工廠特別製作完成；機器面板則是裝

子為日本Furutech鍍銠製品；以上這些

載日本進口超亮面1.5mm不鏽鋼板，根

進化真的是發燒到不行，這下您終於知

本可以當鏡子！另外外殼則是之前大家

道為何搭載Tung-Sol的版本反而還要貴

就熟悉的芬蘭進口頂級防潮白樺木高壓

一點了吧！

層板，Alex說基本上除非把機器拿去泡

音響論壇A
至於其他在先前也有出現過的頂級

水，理論上可以永久使用。樺木外圍還

做法，在這裡當然也不遺漏，諸如採

有專門去開模、壓製凹折、打磨的黃銅

用Mundorf Silver Gold金銀合金線材類比

色金屬飾條，Alex說這工序超複雜，為

訊號配線，還有搭載Mundorf EVO Oil鋁

了只是讓管迷的機器能擁有最具識別度

箔油浸電容以及Mundorf Silver Gold Oil

的品牌精緻形象。腳座方面則是鋁合金

金銀箔油浸電容；再來就是在真空管線

三點式角錐並結合阻尼環設計，讓整體

路採高低壓電源分離設計；可以看到在

固若金湯。

面板上有兩組電源開關，靠近人的那個
先開，會先啟動真空管熱燈絲，建議30

秒後，再開啟後方的開關，則會啟動真

由於Alex難得造訪本社，我又再問

空管整流線路，如此一來可以讓真空管

了一些問題。我和他說，在當今市場中

的壽命更長，是成本更高、更優化的電

的真空管機領域裡面，我的感覺是其

源線路設計。電源變壓器部分都是採用

實有蠻多用家玩的是DIY的取向是嗎？

正統台灣廠商訂製的高檔元件，Alex還

Alex表示，其實管迷也是DIY元件供應

說能盡量用MIT的他一定會支持！濾波

起家的，至今仍然有代理許多元件，同

部分，採用高檔的Mundorf TubeCap真

樣的，在管迷的量產機種上面，也可

空管機專用高壓電容以及HV系列高壓

以看到有很多可以客製化的部分，這也

濾波電容；而在真空管整流線路部分，

能算是一種DIY精神的延續。同時，這

這次出廠搭載的換成是美國RCA 5X4G

樣的經營系統，也讓管迷的量產機器能

NOS管。訊號進來之後，前級部分信號

使用許多其他真空管機廠家所不能搭載

建議

管是左右聲道各一支英國古典管Brimar

的高檔內部元件，Alex那些機內配線、

① 功率15瓦，建議搭配靈敏度高的喇叭，
Alex更推薦可找單體口徑大的更優。
② 不一定完全適合最猛烈最大編制的音
樂類型，但能在室內樂、爵士樂等催
化出極致的美感。

C V4068/13D3，這同樣是不常看到

高級的電容等用料，如果只是為了生產

的NOS好料。而KT150本身是五級管，

相對少的量產機器，那些進貨量的必須

管迷採用單端3級接法，每聲道輸出功

成本開銷，根本無法負擔，所以因為

率降至每聲道A類15瓦。Alex表示，一

管迷同時也有單賣這些元件，才能這

般來說很少會看到KT150的單端線路應

麼大方的在自家量產型號中搭載這些好

焦點
① 為管迷第二部完成的K T150單端綜
擴，用回Tung-Sol管，並增加內部元件
的發燒等級。
② 重點升級元件為Alps RK50音控。
③ 喇叭端子、機內配線等採用管迷訂
製款。
④ 五級管採三級接法，讓管子的運作程度
有所限制，取其音質表現最佳的範圍。

音響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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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DIY為本，又不同於DIY

Tube Fans Audio Windsor 150 Gold Plus

溫莎Windsor是管迷的旗艦系列綜擴，這次
溫莎150 Gold Plus，其中Gold表示為最新的
版本，Plus則代表在線路方面做了更多元件
上的優化，同時用回經典的Tung-Sol KT150
管，在未來若需要更換管子時會比較好負
擔。芬蘭樺木箱體與黃銅色的飾條均經過
多道工序才能完成，是管迷精品等級的識
別象徵。

料！我就再問Alex說，那為何要買管迷

最適切的款式，這樣一來其實就可以讓

的聲音畫面，我敢說以客觀來講，都是

製作的量產款式呢？這樣不怕玩家單買

管迷擴大機最美的一面充分發揮出來。

有「走在正道上」的強大信心。最後我

高檔的DIY元件回去、若對自己的手工

他也舉例，常常在音響展時，來賓進到

也問Alex，那是因為您玩這樣的單端管

有信心的話，組裝起來這樣就一樣有好

管迷展間，問老闆這次展示的擴大機有

機已經很有心得，那對於想入門但不

聲了嗎？Alex說，管迷機器上面看到的

幾瓦，Alex說15瓦，客人就會很吃驚說

知道方向的用家來說，喇叭這個重要環

那些特殊講究的作工，像是芬蘭進口頂

其他旁邊每一間都是幾百瓦在唱，你

節，到底要怎麼挑呢？Alex其實原則超

級防潮白樺木高壓層板、日本進口鏡面

這樣要怎麼聽？Alex就會要客人靜靜坐

簡單，只有兩個，那就是「高靈敏度

1.5mm不鏽鋼板、客製化端子等、甚至

下先聽再說，結果往往都是一聽就捨

+大口徑單體」，他說之所以要大口徑

在製作時的銲錫，管迷就用上了四種不

不得離開座位了！所以證明，雖然功

單體，其實是為了換取一種低頻的寬鬆

同銲錫去搭配使用，這些部分，不只是

率有限，但只要掌握搭配的秘訣，一樣

感，這對聲音層次的營造很有幫助；搭

為了看起來有質感，Alex表示，每一個

能唱出非常感動人的聲音。不過Alex也

載中等口徑、多顆低音單體的喇叭，一

零件，在運作時其實都會產生自己的微

說，這種走「音質派」路線的單端真空

樣可以有足夠的低頻下潛與能量感，但

弱共振，而那些樺木、特定厚度的不鏽

管機，本來就不是用來狂播放那種猛烈

是在一些質感上面，在他的經驗上，會

鋼板等用料，為了就是去讓這些共振不

的超大氣勢大編制樂曲，但Alex有時候

發現與搭載大口徑單體的喇叭款式，會

去影響到聲音訊號的輸出，這些成果，

會去試著了解用家的聆聽習慣，試問他

有不一樣的聲音氛圍。

都是Alex在設計一部新機器時，不斷地

們在家裡實際聽音樂時，那種爆棚猛烈

接下來進入本次的聽感報告，我要

再三嘗試、人耳試聽、調整，才得以實

型的音樂，究竟佔所有音樂聆賞中有多

先說，雖然社內目前暫時沒有Alex熟悉

現的！這些都是DIY機器無法擁有的地

少比例？如果只是很偶爾去聽，那其

的高靈敏度+大口徑單體類型之喇叭可

方，當然也就是為何可以直接買管迷量

實只要可以順順唱得過就好，不需要老

以搭配，不過我使用的兩組參考喇叭，

產製品的原因！

想著飛天鑽地，用家應該更著重在，自

由於都在社內搭配過一段時間，所以我

己所愛的音樂、自己最常聽的音樂中，

能夠從試聽時的紀錄中，相對去準確抓

是否能持續播放出迷人的質感才對！當

到這次150 Gold Plus的聲音特質；若用

Alex再補充說明，前面有提到，管

然，也不否認真的有只聽猛烈型音樂的

家有機會成為這款擴大機的主人，當然

迷不喜歡讓真空管元件在相對「滿載」

發燒友，如果是那樣的話，其實自然

還是強烈建議可以參考品牌主事者Alex

的情況下工作，是為了取其音質最好的

也就不會選擇管迷的產品；換句話說，

所建議之方向去搭配。

那一段，結果當然是會讓功率降低，而

管迷的真空管機「很挑人」，但一旦您

功率降低第一個會產生的壞處，當然就

認同管迷的裡念，用家的忠實度反而是

是不會對所有類型喇叭都那麼友善。

很高的，而Alex本身出身工業設計，對

這次試聽，我以Norma Audio Revo

Alex也講明，管迷的管機，就是希望用

音樂鑑賞也極有素養，對於管迷真空管

DS-1做CD訊源，喇叭共有兩組。先搭

家能在喇叭搭配上，稍微用心去找到

擴大機在適合的喇叭搭配下所能呈現出

配Chartwell LS3/5，甫一出聲，我便能

AudioArt
不「滿載」的浪漫

重量感、濃郁感先出來
音響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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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迷的真空管機其端子都並非真正做在「背板」上，嚴格說起來是「頂板的後方」，頂板採用日本進口的鏡面不銹鋼除了美觀之外，也有調聲
的功能。而在溫莎150 Gold Plus上，喇叭端子也採用了特規的訂製款，輸入端子也是Furutech的鍍銠款式；另外在電源變壓器、輸出變壓器、
內部配線、所有元件用料上，都到達一個極致發燒的等級！

感受到這部真空管綜擴的聲底特質，那
是偏濃郁、厚實且有重量感的。播放
由GONTITI演奏的電影「無人知曉的夏
日清晨」原聲帶，兩把吉他的音質就非
常醇厚，而且音色極美！更可以分析出

一支管樂器都具體的在空間中定位鮮

GLE496.2落地款來聽。

明。我順勢將喇叭擺位再往外推一點、

toe in角度再行微調，很快的在下一曲大

迷人、迷人、還是迷人！

編制又出現時，整體的寬鬆感更加、而

在換喇叭之後，我先從「海街日

且連低頻的下潛與厚度也變好了，連帶

記」原聲帶開始聽。從第一個由豎琴彈

著後續的木管、鋼琴、豎琴聲聲音，也

出的音符出來時，我就感受到前述的濃

彷彿在弦上、管壁上塗上一層蜂蜜，有

郁感又擴大了！那種弦振感，還透著弦

厚度、水份飽滿感更讓人覺得可口，真

確的溫度與實體形狀。在本輯第一軌，

本身的粗度，非常具像，但又同時有美

是一個夢幻般的聲音表現！

更有加入弦樂的部分，可以聽到小提琴

感，又有解析，每一秒鐘的聲音內，傳

再播放IU「花書籤II」這張作品！印

就有如絲綢一般滑順、趁著吉他有著很

送者高度的細節量，我都來不及抓住，

象中我以前也曾將這張作為以前評測時

美的畫面感。值得一提的是本曲中有用

只好一再播放一再品嚐才夠滋味。而第

的參考軟體，但這次透過管機的系統來

到很特殊的KAWAI玩具鋼琴點綴一些

二軌，當弦樂低音部的發動進場時，

聽，我真的差點迷失其中，那個透徹的

音符，當前的系統可以把玩具鋼琴那小

這部擴大機完全展現了水準以上的控制

女聲、摻著極多極滿的嗓音細節與表情

聲、水份極少的質感刻畫出來。再來播

力以及動態描繪能力！低音部不僅有層

變化，加上專輯中大量採用原音配器，

放「海街日記」原聲帶，這張專輯中擁

次，同時又好細膩，聲音綿密又具順暢

儼然就是一場極美的發燒聆聽會！我

有較大且動態範圍不俗的管弦編制，

感，以最舒服的方式送向聽者，非常有

從來都不知道這張專輯還可以精緻到這

在這套系統下，我會覺得音質與音色仍

料且迷人！在前面幾曲，有著以管樂器

種程度！其中在演唱方面最有難度的莫

然是讓人很滿意的地方，尤其是小提

點綴得極短篇串場曲目，但在這套系統

過於第五軌，在帶有悲情的氛圍中，IU

琴，透出一種在線條邊緣沾上露水般的

上，我卻捨不得skip掉，因為在眼前這

在歌聲中所做的情緒轉折相當成熟且充

精緻感很討人喜歡；不過此搭配在編制

搭配上，不僅可以把每一件獨奏的木管

滿技巧，接近傳統風格的樂句與嗓音詮

開到更大，動態反差也較大的段落時，

樂器做出細節與質感的最優呈現，包括

釋，加上配器僅有鋼琴與大提琴，三者

會較有限制感，受限時的感覺除了寬鬆

聲音中的細節、例如簧片震動的感覺、

在此系統中呈現了極致浮凸、有份量、

感釋放不開以外，也會在細節量稍微

空氣流動的聲響，都一一呈現，而且每

極致清透、是質感無與倫比的畫面。尤

左右兩把吉他略微不同的音色差異，每
一個撥弦都相當細膩且音粒分明，恰到
好處的箱體共鳴感，讓吉他聲音有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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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犧牲，故接下來我將喇叭換成Canton

Tube Fans Audio Windsor 150 Gold Plus

這次重點升級的一個部分，就是Alps的旗艦音控元件RK50，這東西
的零件單價就非常之高！而也因為搭載了RK50，所以管迷主事者Alex
才花了更多的功夫去升級許多機內元件之等級。拜元件大幅升級所
賜，整體而言，搭載Tung-Sol KT150的本機，與先前推出的搭載KR
KT150真空管的前作，基本上是擁有相同的聲音水準。

機器內部部分元件都較前作有不少程度的升級，其實這樣級距的元件
升級在一般國外大廠是不大容易辦到的，但由於管迷本身也有在賣
DIY零件，所以方便與供應商進貨，這才讓管迷自己所出的量產機種
得以應用更多不常見的好料！這張Alex提供的照片裡是Mundorf EVO
Oil鋁箔油浸電容，用在功率管的陰極處。你說這部管機16萬多會很
貴嗎？行家仔細一看就覺得其實太佛了！

AudioArt
其是大提琴中後段的演繹，其箱體大小

的聲音還真的不是普通的醉人！另外就

開機後熱機的時間會比較長，約需一個

還原度已經達到等比例，佐以低音把位

是在前面提過的加入玩具小鋼琴的曲

多小時才會有較穩定的聲音，使用一段

演奏，可將情緒堆疊到最豐沛的程度。

目，我很清楚的可以聽到玩具鋼琴的形

時間後，熱機的時間可以縮短，而且在

另外像是在第四軌，帶有搖滾編制的編

體會比吉他要小，由於玩具鋼琴的聲音

熟化後，熱機後的聲音也會比剛買時的

曲，在歌曲中後段有著鼓與Bass鋪陳的

很微弱、聲音也很乾，在之前的聆聽經

狀態更好，這點有請準用家們要記得給

連續低頻輸出，其實原本我有點擔心這

驗中，頂多就是有聲音而已，現在做出

管機一些時間run in。最後還有一個重

樣的樂曲橋段會讓擴大機在人聲或其他

了一種微妙的定位感與質感，還真是夠

點，這次的150 Gold Plus由於在元件方

頻段出現失真，但在播放這曲時，我以

細膩。

面大幅優化，Alex表示，即便它搭載的
是Tung-Sol KT150，但這部擴大機的種

先前相同音量續聽，還真的穩穩地唱過
去了，而且在連續低頻的段落，此系統

無與倫比，只有更敬佩

種聲音表現，絕對是和搭載KR KT150的

這部溫莎150 Gold Plus的試聽過程，

150 Gold Luxury平起平坐，更也是管迷

優的噗噗聲，讓我突然覺得，原來管機

讓原本就很喜歡管迷這個品牌的我，現

當前的最高等級真空款綜擴。當然Alex

唱的低頻也可以如此過癮啊！

在又更敬佩了！不僅做工方面我認為

也歡迎用家未來若有興趣，也可以以

有時候，管機所能催出的感性，真

是國產管機第一等級，用料、聲音表現

150 Gold Plus優化過的線路平台，去找他

的是很難以純粹的音響指標表達出來，

等，都用力展現出老闆Alex的盡心苛求

更換KR的整流管與功率管，那就很有可

那種悸動，卻是親耳聽到一次之後，

與走在正確邏輯上的好聲觀念。Alex後

能是另一個難以想像的高境界了！

就不可能會忘的美好。最後再換回電影

來和我補充，其實這款擴大機是延後推

總之，這回溫莎150 Gold Plus再

「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原聲帶，在這

出，原因正是那顆Alps RK50缺貨非常

度交出一張能令所有真空管愛好者能

套搭配下，吉他箱體的形體大小以及箱

久，導致本款式一直無法完成，但好在

極度讚賞的成績單，以國產音響製品

體共鳴的質感，更是鮮明！我最喜歡的

最近提前到貨了，所以不僅可以送來評

的角度來說，我認為幾乎無人能出其

一點正是在這套搭配下所催出的吉他重

測，更也趕得上11月音響展亮相。不過

右，若放眼所有市售的管機，溫莎150

量感，而且因為我在測試時，聽回這張

正因為機器才剛完成，Alex說送來的這

Gold Plus更也是這個領域中絕對一流的

時，機器已經運作了蠻長的時間，已經

部在他那邊也run不超過8小時，而根據

完美之選！

到了最佳的熱機階段，這個時候唱出來

他的經驗，真空管機在較新的狀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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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唱出了粒粒分明、下潛度與重量感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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