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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活纯美无处不在
Dynamique达美力 Choronos 2喇叭线

●结构：4×18 AWG 纯银（4N）实
心、4×20AWG 纯 银（4N） 实
心、4×21AWG 纯银（4N）实心、
2×24/3AWG纯银（4N）多股，每
个通道等效 8AWG，反平衡螺旋阵
列

●绝缘：PTFE Teflon 聚四氟乙烯、
Super Air-Spaced 超级空气隔离

●阻尼：每个通道两个谐振阻尼器
（6082 T6 铝）

●接头：WBT Nextgen 0610 Cu 香蕉
插、WBT Nextgen 0681 Cu Y 形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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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ynamique是一家来自英

国的专业线材厂商，对

国内音响迷而言，英国

Dynamique达美力算是一个比较

陌生的牌子，但其实他家在英国和

欧洲早已享有盛名，只是由于这个

传统品牌至今依然坚持成本高而又

效率低的手工制造方式，因此产能

有限。旗下产品从电源线、喇叭线、

模拟 /数字讯号线以及 USB线等

应有尽有，强调在英国本地设计制

造，入门级产品的价钱却不会特别

昂贵，但这次试听的 Choronos 2

喇叭线却以极高素质和不菲的售价

（厂方网站标价 2m/对价格为 3250

英镑）震惊了我，由此开始对这

个此前并不熟悉的牌子另眼相看。

事实上 Choronos 2喇叭线还不是

厂方的旗舰产品，他家还有售价

5400英镑一对 /2m的 Celestial 2。

当然了，获得《HiFi Choice》4星

推荐的入门级 Horizon 2仅售 250

英镑 /对，因此可见这个品牌也并

非一味的冲高，还是很照顾入门级

玩家需求的。

Dynamique达美力坚持在英

国设计与制造，旗下线材产品线

按类型划分包括模拟音频信号线、

数字音频信号线、USB线、电源

线、3.5mm信 号 线、Headphone

耳机线、喇叭线、Bi-wire跳线、

Ethernet网络线和 Tonearm唱盘

线。而每个类别中又分为多个系列

型号，现在代理商引入中国（包

括港澳）市场的主要有 Celestial 

2和 Chronos 2喇叭线、Firelight 

2USB线、Infinite 2和 Halo 2电

源线。

Dynamique达美力音响线材

的导体按照产品定位级别的差异，

会选择性使用导电率优秀的纯银或

镀银纯铜等材料，Choronos 2喇

叭线则选择使用 4N（99.99%）纯

度的银线导体。厂方通过对高纯度

导体进行严格的表面抛光加工，结

合由多组单支和多芯导体的独特几

何结构编排而成，一切均在英国工

厂以手工制造方式完成。Choronos 

2喇 叭 线 包 括 4×18AWG实 心

纯 银（4N）、4×20AWG实 心 纯

银（4N）、4×21AWG实 心 纯 银

（4N）和 2×24/3AWG多股纯银

（4N），每个通道等效 8AWG的直

径作反平衡螺旋阵列，优化了频宽

响应。再以性能可靠的聚四氟乙烯

（铁氟龙）作为电介质绝缘层，外

加适当的屏蔽和避震处理，全面

隔绝 EMI/RF电磁波和射频干扰。

Dynamique达美力的工程师再根

据不同型号，为各类导线匹配优质

的接插件，Choronos 2喇叭线就

采用了德国WBT顶级的 Nextgen 

0610 Cu香蕉插和 0681 Cu Y形

钗，以发挥最强讯号传输效果。

作为音响线的导体，银有什么

好处呢？或者说银的特性是怎样的

呢？如果银是最佳的导线材料，为

什么还有昂贵的其它产品使用纯

铜、金银合金、镀银等其它材料？

其实早在公元前 4000年左右埃及

人已经开始使用银，它在地壳中

的含量为百万分之五。银是导电性

和导热性最高的金属，延展性仅次

于金，反光能力特别强，经抛光

后能反射 95％的可见光。银还能

与铜、金、锌、铅等金属形成合

金。与我们印象相反的是：银为不

活泼金属，一般不与氧作用，在

摄氏 240度时才能与臭氧直接反

应。世界上 75%的银来自含银的

铜、铅、锌和金矿的处理过程中，

其中 45%产自铅锌矿，18%产于

铜矿，从单独银矿中产出的银仅占

20%。银的电气特性相当好，电阻

率为 1.62uΩ-cm/20℃（铜为 1.72，

铝为 2.82）；导电率为 106（铜为

100，电镀中常用的镍只有 24.9，

铝为 61）。因此只要能够解决集肤

效应的问题，那么银的声音是不会

尖、薄、叫的，Choronos 2喇叭

线就做了一次很好的示范。

将 Choronos 2喇 叭 线 接 在

Manley Stingray 2魔鬼鱼二代合并

功放和德国 Odeon奥丁 No.28se

号角音箱之间。首先我想了解的

是采用纯银导体的 Choronos 2喇

叭线究竟会不会出现所谓的“银”

声，我们知道通常每种材料都会表

现出各自独特的声音风格，相对而

言，铜线会带来温暖厚润的音色、

银线材会带来华丽亮泽的高频。这

是由于很多线材无法解决信号传

导的集肤效应的结果。初试啼声，

Choronos 2喇叭线给我最强烈的

印像是绝无常见于平价纯银线的音

像流于过分纤巧、声音倾向轻盈的

倾向，即使是重播管弦乐也不会出

现平衡度不正确的现象。同时，可

感受到用上 Choronos 2喇叭线后

的低频量感恰到好处，控制力理想，

中频音色瑰丽优美，自然和谐，高

频的音质并无强烈的冰冷感，质感

强烈，明亮度一流。

情感的细致描绘能力可说是

Choronos 2喇叭线的过人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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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一方面可细致呈现出不同录音中

由歌者以及乐师们真情演绎下所

流露出的情感，另方面又不会扭

曲音乐的神髓，可称为一款传真

度极高的平价讯号线。通过搭配

Choronos 2喇叭线，号角的中频

音色优美细腻，感性而富有音乐感，

重播雨果《香巴拉并不遥远》的多

段男女声歌曲，整套系统完全没有

丝毫抑压的现象，比如第一轨由藏

族男歌手达摩鲁卓演绎的同名作品

《香巴拉并不遥远》，低频柔韧性和

速度都非常理想，伴奏乐器的质感

极佳，分隔度明确，达摩鲁卓时而

高亢时而低回的嗓音都交代得一清

二楚，声音没半点晦暗或者单薄，

足以见证这款喇叭线的质感和密度

感都很好。论全频的厚润感和密度

感，Choronos 2喇叭线比我曾试

听过的大部份线材都要出色，是一

款既具有纯银导体优点之余，同时

也存有纯铜导体优点的纯银喇叭

线。

一般而言，由于纯银线的速度

快分析力感，一些未能解决集肤效

应的银线更较易出现音色冰冷的问

题，因此很多玩家使用这类线就会

感觉银线的声意会流于单薄及缺乏

表情。然而 Choronos 2喇叭线的

优点正是不会出现一般银线的单薄

倾向，却又保留了银线的高分析力

和速度感快的优点。论高频的表现，

Choronos 2喇叭线绝对能满足到

发烧友挑剔的要求，这款线的加入，

令号角发出的高频开扬细致却又不

会尖锐生硬，泛音丰富又自然。重

播钢琴和小提琴的唱片就最能展

露出其优点，比如 DG最新出版由

Daniel Barenboim领衔的莫扎特

《钢琴四重奏》，就能够充份展现出

这个录音的钢琴与弦乐质感、细致

度以及泛音，且琴音晶莹通透却不

瘦削，乐器整体的平衡度呈现正确，

音乐的气氛轻松愉悦。或许有的朋

友认为四重奏并不算考机考线的音

乐类型，但实际上如果器材的平衡

度、音质、分析力和微动态等环节

稍有不足的话，四重奏比交响乐更

难重播好。用上 Choronos 2喇叭

线后，终于让我听到了这张唱片最

感人的那份音乐的真挚感。

而 Choronos 2喇叭线还带来

了极佳的透明度，而且是不乏密度

感的透明度。好的透明度不单是亮

度增加，把音场内所有的乐器与细

节呈现得清晰分明，同时还要让背

景安静下来，并且极高频的延伸流

畅自然（通常会觉得吵躁并不是高

音大多，而是极高频上不去，失真

大）。而这些元素在用上 Choronos 

2喇叭线后，已经很难在试音室

中再找到比它强的线材了。播放

Giuliano Carmignola演奏的巴赫小

提琴奏鸣曲，这组喇叭线不仅带来

音乐的感动，同时还令我们清楚听

到录音的空间残响与乐器结像的位

置关系，弦乐滑顺富有光泽，弓弦

磨擦时的质感更清晰地呈现出来，

甚至是运弓的力度强弱变化等细

腻的音乐表情都比之前用的线来得

清晰很多。有朋友说他听音乐不太

在乎这些细节，认为关注细节会妨

碍感受音乐的美感，其实我觉得假

如音响不能重现这些音乐的细节变

化，那将更不能感受音乐家通过演

奏技法所赋予的音乐情感了。

Choronos 2喇叭线的加入，让

胆机与号角音箱的搭配呈现的中频

清爽不油腻，这种音色当然未必能

满足部分音响迷的要求，有些人喜

欢饱满丰腴的音质，播放蔡琴要成

熟几岁才够沧桑深沉。Choronos 2

喇叭线，或者说 Dynamique这个

品牌给我的印象就不是这种风格，

其呈现的中频并非丰满的类型，甚

至从中频一直到低频都是如此，但

我并不认为这种声音偏瘦，反而乐

器与人声都有凝聚结实不松散的效

果，来一段罗时丰《歌唱的人》，

可以让低音大提琴轻快地舞动起

来，而其它速度慢或中 /低音过于

浓郁的线材，只会给人气喘如牛的

感觉。而重播流行天后 Adele阿黛

尔颇具沧桑感的嗓音，那份平衡、

厚实和细腻的歌声立即能将人带入

她的音乐世界中，那份真挚的情感

是很多线和器材都无法给予的。

总结

Dynamique达美力的次旗舰

Choronos 2喇叭线虽然定价不菲，

但试听后我却认为其素质完全值得

这个身价的。假如你的系统声音不

够通透、音场不够庞大、音像不够

立体、速度不够快，或者欠缺一些

音乐的微动态的丰富感情，那不妨

试试 Choronos 2喇叭线，一定不

会失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