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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要說近期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一款線材，那必定是不久前

友刊音響論壇集體試聽的in-akustik 

Reference LS-2404 Air Pure Silver喇

叭線了，它是比過去旗艦的Air系列

更高階的銀線（Pure Silver）版本線

材。會印象深刻，主要的原因是它

顛覆了我對純銀線的聲音想像。有

玩線材的人一定有經驗，選擇線材

的時候使用銀線都會特別小心，因

為搭配不好很容易產生高頻過亮、

過硬，聲音不耐聽的狀況。

而這款喇叭線可不同，它的高頻

聽起來非常柔順、圓滑，絲毫沒有

任何生硬的感覺，同時保有銀線寬

鬆的貴氣。更可貴的是，它也不像

許多銀線的聲音像是加了味精，修

飾得過於華麗，依然保有in-akustik

中性、自然的特色，也就是這種內

斂不浮誇的銀線才更為迷人，至今

令我念念不忘。

於是當我得知本期將評測同系列

的NF-2404 Air Pure Silver RCA訊號

線時，立刻毫不猶豫的接下了，且

看看訊號線的價格，竟只有喇叭線

的四分之一，也讓我更加期待，如

就是愛線

原廠公布規格

●型式：RCA訊號線 ●導體：多芯
純銀導體 ●結構：Air Hel ix空氣絕
緣設計 ●屏蔽：無氧銅編織網 ●端
子：碲銅鍍銠 ●披覆：白色PE網 ●
長度：1M ●參考售價：120,000元/
公尺

in-akustik 
NF-2404 Air Pure 
Silver RCA 
滑順、寬鬆的音樂性，
值得永遠收藏！
RCA訊號線．文╱蘇雍翔 ．攝影╱方圓．李春廷PRIME 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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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這價錢能買到喇叭線那樣的聲音

質感，那豈不是太划算了！

完美實踐「空氣絕緣」目的
但在試聽之前，還是按耐住興奮

先說說它的設計，此款線材的結構非

常特殊，線身不細但拿在手上卻很輕

盈，從它防塵網的孔隙看進去竟發現

這條線是空心的，也難怪它這麼輕

了！此結構是in-akustik著名的「Air 

Helix」設計，包括原廠在內，許多

線材廠商都認為線材最好的絕緣材料

就是「空氣」，因為空氣的感抗非常

低、耗損也最少，不像傳統的絕緣材

料，會因為感抗特性的不同對訊號造

成影響、產生音染。

於是原廠發明了一個瘋狂的做

法，能將「空氣絕緣」這個理念在

線材上實踐，運用一節節的聚乙烯

材質，打造出猶如脊椎骨一般「可

彎曲」的框架結構，從框架的剖面

看起來像是蓮藕切片、有許多圓

孔，用手工穿針引線的將導體以絞

繞的方式穿過這些孔洞。這麼做不

僅完美地達到空氣絕緣的目的，還

有另一項優勢：傳統線材結構當

線材彎曲時，一定會造成結構擠

壓，導體距離也會隨之改變，造成

線材的阻抗特性改變、影響傳輸品

質。

而Air Helix像是架線器一般的結

構，讓每股導體之間不會接觸且近

乎懸空，才能夠確實的使導體之間

的距離保持恆定，也能減少振動。

但缺點是線身並不如傳統線材堅

固，若受到外力擠壓，結構可能就

此崩塌，也讓這款線材顯得格外嬌

貴，使用時可得好好隱藏起來，別

讓家中小朋友踩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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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體結構也很特殊
從原廠提供的結構圖中，還會

發現NF-2404 Air Pure Silver RCA

的導體結構很特別，由於採用空氣

絕緣，所以導體是暴露在外的，外

部那層像是屏蔽網的銀色結構就是

導體，它是由32芯的純銀細線編織

而成，並絞繞在一根細細的PE管

上面構成兩條導線（XLR版本則為

三條），原廠稱之為「Cross Link 

Super Speed Waveguide」技術，只

有高階線材才會使用這樣的設計。

採用多芯細線的目的是為了降低

「集膚效應」，且銀線表面原廠會

再鍍上一層極薄的絕緣漆，也就是

所謂的「漆包線」，避免導體接觸

時互相干擾。而中央的PE絕緣材質

則能吸收導體細微的振動，好讓訊

號傳輸更流暢。

完成導體與絕緣結構，再來就是

屏蔽層了，NF-2404 Air Pure Silver 

RCA的做法也相當特別，結構像是

中國傳統燈籠，將經過抗氧化處理

的無氧銅編織網直接罩在Air Helix支

架之上做為屏蔽結構，最後外部再

包覆一層PE材質的防塵網來保護這

些精密的導體。特別的是，NF-2404 

Air Pure Silver為區分銅線版本的Air

系列，還把防塵網換成了白色，看

上去也增添不少高級感。

最後看到端子的部分也很講

究，原廠將過去Air系列所使用的黃

銅改成碲銅（Tellurium Copper）材

質且導體與端子之間不用傳統焊錫連

接，而是以特製的高壓器具，以1.5

噸的壓力壓合在一起，少了焊錫這個

介質，可以確保導體與訊號傳遞更直

接，端子表面再以鍍銠的抗氧化處

理，既美觀也更耐用。

好的銀線就該滑順、寬鬆
上回聽LS-2404 Air Pure Silver

喇叭線時，搭配的是Focal Kanta喇

叭，它柔美的特質將鈹高音優勢展

現得淋漓盡致！於是這次我特別挑

選聲音調性類似的Triangle Genese 

Quartet喇叭，並以Norma Revo 

DS-1 CD唱盤連接Pass Labs INT-25

純A類綜擴，以最直接的方式比較社

內訊號線與NF-2404 Air Pure Silver 

RCA的差異。

其實我原本對這套搭配的聲音已

經相當滿意，PASS雄厚不失解析

的風格，把Triangle的聲音推得很飽

滿，細節表現也相當不錯，聽了一

陣輪到NF-2404登場，沒想到，此

線一上還是讓我驚艷不已！簡直像

是換了一台訊源，質感的提升是會

讓人完全忽視系統、把焦點完全放

在線材上的巨幅改變。首先會感覺

到背景變得很安靜，聲音形體更為

鮮明浮凸，定位感也更明確，當

我播放「Keith Jarrett-Standard 

Vol.2」專輯的「Never Let Me Go」

一曲，樂器的毛邊都消失了，形體

之間被完完全全的分離開來，並清

楚地勾勒出三重奏的輪廓，映入眼

簾的是柔軟且寬鬆的演奏景象，細

節很豐富，卻不是急於表現的類

型，而是內斂、平緩的娓娓道來。

不比較還好，一比之下才知道原系

統還有這麼大的進步空間！

就是愛線

Air Pure Silver系列為了與銅線版

區分，最外層的 PE 披覆換成了白

色，看齊來更加高級有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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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必須一再強調的是，此線與

我過去所聽過的銀線完全不同，三

頻段中性均衡，聲音很安定，聽不

出任何突兀的量感，聽起來是這麼

沉穩、自然。首先爵士套鼓的節奏

很真實，鼓皮撞擊的咚咚聲充滿彈

性、響弦細節清晰，銅鈸能聽見一

片片嘶嘶作響，滑順的金屬質感完

全沒有一點生硬的感覺。鋼琴演奏

更是它的強項，Keith Jarrett雙手在

鍵盤上猶如行雲流水，觸鍵動態非

常靈敏，顆粒通透秀麗還帶有令人

心醉甜味，琴台尾韻連綿不絕，高

音鍵的泛音彷彿無邊無際，光澤

感不會過於搶眼，只是輕柔的點

綴，聽起來非常舒服。

但若您以為它是一款偏好中高頻

的線材那可就錯了！低頻的質感一

樣令人滿意，量感恰到好處且相當

均衡，完全沒有一點氾濫能量，例

如此曲的Double Bass演奏，一連串

撥彈聽起來牛津味十足，木頭共鳴

充滿彈性不會有生硬感，且撥弦能

聽道豐富的弦振細節，延音短促感

受不到一絲贅肉，不浮誇、不膨脹

的傳達Double Bass的聲音質感。

人聲自然不浮誇
當我播放「Joni Mitchell-Ladies 

o f the Canyon」專輯，第一軌

的「Woodstock」，中頻自然平

順，乾淨清爽不會過於濃厚，形體

大小適中。Joni Mitchell此曲中的演

唱高低音域起伏劇烈，歌聲甜潤卻

很自然不會過於矯情，從低沉的喉

韻到細膩的假音都很柔順，絲毫沒

有一個聲音有刺激、緊張的狀況。

合聲的部分，可以清楚聽見高、

中、低三個聲部交疊在一起，卻又

能各自展現不同的音色，真的能數

出男男女女的人頭。無論什麼類型

音樂，此線都能將其內化為滑順、

寬鬆的質感，且很中性的詮釋出細

節，真的毫無癖性聽什麼都好聽！

真的貴嗎？絕對值得！
NF-2404 Air Pure Silver RCA

是我聽過最平順、自然的純銀訊號

線，它不但製線工序複雜，且線材

是「德國手工」製造，光是這四個

字就已經註定它的價格不斐。但回

頭看看它的技術含金量、用料、

音質，雖是銀線卻毫無癖性的特

質，您還覺得它貴嗎？我認為絕對

值得您收藏！

進口代理│瑩聲02-2805-3569

01 NF-2404 Air Pure Silver RCA內部以
空氣做為屏蔽，兩股導線以絞繞的方

式穿過PE材質的 支架中，確保導體
之間的距離恆定。

02 銀線版的Reference Air系列的端子從
黃銅改為更高級的碲銅鍍銠，不採

用焊錫而是用高壓將導體與端子壓

合，確保最直接的傳輸效果。

03 Air Helix結構的線材無法使用傳統機具製作，必須
透過手工組裝，小心翼翼的將導體穿引過支架之

中，也更顯線材的嬌貴。

04 NF-2404 Air Pure Silver除了本文的RCA單端版本
外，也有推出平衡的XLR訊號線，導體材質增為
三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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