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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udio 
Emit M10
精緻、通透、動聽，改寫入門級定義
喇叭．文╱黃有瑒．攝影╱方圓．李春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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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門級產品常被人認為是廉價、普

通、功能受限，上上下下都充滿

妥協概念的產品。大部分的情況確實如

此，受限於成本的關係，設計者盡可能

把不常用的功能捨棄，也無法使用豪華外

觀。畢竟殺頭生意有人做，賠錢生意沒人

做。有人說許多入門級產品確實展現了相

當高的C/P值，一點也不像妥協的產品。

其實，廠商肯定有某些地方節省成本，只

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只有極少數品牌，他們的入門級產品

價格依然驚人，其他品牌的性能也無法與

之相比。那還能叫作「入門級」嗎？當

然，因為它們所有產品的價格都很貴，入

門系列只是相對比較低價的產品而已。例

如：法拉利與藍寶堅尼，旗下入門款的車

種價格依然超過千萬，性能還比一般品牌

最貴的車款還強。又好比徠卡相機，就算

是最便宜的機種，一般人還是會問：「到

底貴在哪裡？」

節省了跟聲音無關的成本

不能否認，這些超高價商品的入門

款，受到品牌光環加持價格依然高昂，嚴

格說起來不符合「入門級」三個字的真

義。撇開少數特例，只要用心找尋，並

不是每款入門級商品都那麼不堪，至少

Dynaudio的Emit系列聲音一點也不普

通，妥協的部份相對少，價格更是人人都

負擔得起。說Emit M10價格合理相信沒有

會反對，但是入門級的喇叭能不妥協嗎？

說毫無妥協肯定是騙人的，如果在聲

音無關的部份妥協呢？例如：箱體造型。

Emit M10是此系列中的小弟，體積最為

迷你，材料成本肯定不高。它不用耗費人

力工時的亮面漆，也沒有華麗的原木貼

皮，又採用方正的傳統造型，當然可以把

成本降到最低。原廠不是做不出弧形或者

美觀的箱體，而是設計者認為箱體形狀對

聲音影響不大。正確的箱內容積與吸音材

料，搭配補強結構才能提昇表現。

除了箱體之外，單體也能降低成本。

等等，這聽起來不太妙！別人降低單體

成本肯定對聲音有損，但Dynaudio不見

得。因為單體都是自家設計生產，而且產

能頗大，多年累積下來的經驗可以讓他

們知道，如何能用有限的成本做出表現

一流的單體。如果是其他品牌這樣講肯定

要懷疑，但由Dynaudio來說可信度非常

高。Emit M10內的分音器採用一階分音設

計，這也能控制成本，因為一階分音需要

的零件最少。

運用過去知名的高級單體

依照筆者對Dynaudio喇叭的認識，就

算採用一階分音設計，分音器零件也不

會少，上頭常常見到調整阻抗與相位的

零件。不過，從這次搭配的經驗聽起

來，Emit M10一點也不會難推，相信分

音器不會很複雜才對。另外，原廠說明它

的平均阻抗為6歐姆，不像以往常見的4歐

姆，此點也減緩了擴大機的負擔。為什麼

原廠要把Emit M10設計得比較容易驅動

呢？

畢竟要選擇Emit M10的人購買驅動力

很強的後級，無異於緣木求魚，有預算

購買高級擴大機的人，為什麼不買貴一

點的喇叭呢？把Emit M10設計得比較好

推，才符合一般市場需求。另外，原廠在

規劃Emit系列之時，希望它們以家庭劇院

用途為主，大部分人都是用環繞擴大機推

動，喇叭難推或者阻抗變化過低，都會增

加環繞擴大機負擔，也就是讓聲音劣化。

當我們聽到這組喇叭主要是多聲道用

途的時候，通常代表聲音質感普通或音

色比較白熱化，但這項通則並不適用於

Emit系列。就算Emit M10為家族中最小、

最便宜的成員，依然能見到高級系列的

影子。高音採用型號D280的單體，它是

D260的改良品，在Esotar高音尚未問世

前，Dynaudio高級系列都是用D260，等

於把高級技術下放到入門款產品中。

大家都知道產自丹麥的商品通常具備亮眼外型，不過Dynaudio似乎不打算遵

循這項慣例。他們的喇叭總是傳統方正外型，單體看起來都一樣，容易讓人誤以

為沿用舊零件，產品只改型號。事實上，每一代喇叭都有不少修改與進步的地

方，聲音也不斷進化，這也是Dynaudio歷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本篇器材評測過程在本刊大視聽室
進行，空間長6.6公尺、寬4.12公
尺，約8.2坪。搭配器材為Onkyo 
TX-RZ810環繞擴大機、OPPO 
UDP-203藍光播放機。

試聽條件重
要
特
點

1》高音採用D280絲質振膜單體，延伸可達23kHz 
2》中低音使用MSP振膜單體，剛性比PP盆更強大 
3》分音器採用一階分音設計，以及高級零件
4》承受功率超過150瓦，動態表現佳
5》前障板採用極窄設計，減少繞射干擾
6》堅持採用Single Wire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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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推，質感細，反應快

中低音同樣採用MSP振膜單體，並沒

有因為便宜就改用比較差的材質。而分音

器也是以高品質的零件打造，只是沒有

像高價系列設計那麼複雜而已。說了那麼

多，到底Emit M10有多好推呢？這次筆者

幫它搭配Onkyo TX-RZ810，價格稍微高

出Emit M10一些，卻可以檢驗兩件事，第

一、聲音是否跟高價系列差異頗大？第

二、環繞擴大機能否順利驅動？

先放入幾張弦樂聽聽看，高頻聽感果

然是Dynaudio一貫的音色，質感精細，顆

粒感很小，重播弦樂向來是絲質高音單

體的長處，擦弦質感很接近真實樂器。跟

印象中高價位的Dynaudio喇叭相比，高

貴感稍有不如，細節也沒有那麼豐富。同

樣是絲質高音，解析度依然有高下之分。

可是，Emit M10價格只是它們的零頭而

已，卻帶有同樣的特色，此點值得誇獎。

再來是密度表現，Emit M10雖然不像

自家高級系列那麼高，卻比這個價位帶

的喇叭好上許多。平價喇叭品牌多如過江

之鯽，聲音多半沒有緊實的密度，但Emit 

M10音像輪廓鮮明，這種密度不會讓聲音

變得硬梆梆，而是用豐富的細節把音像填

滿，讓人聽到具有形體感的樂器，自然會

有頗像真實樂器的感受。換上以人聲為主

的軟體聽聽看，中頻是否會出現偏瘦無力

的問題。

音像飽滿，音場開闊

在TX-RZ810驅動下中頻哪裡會瘦？

相反地，音像根本很飽滿，一方面是擴大

機本來就以推力見長，另一方面也顯示出

Emit M10容易驅動的特性。兩種特性齊

備中頻才能有飽滿之感。雖說它的中頻飽

滿，可是形體一點也不會虛胖，這並不是

以過量低頻所帶來的假象，而是用相當好

的密度與細節表現，把人聲填滿，具有鮮

明、浮凸的形體，才不會有瘦弱氣虛的聽

感。

最後是低頻段表現，老實說，Emit 

▍堅持採用Single Wire端子

市面上很多喇叭都具備Bi-wire喇叭端
子，就算價位跟Emit M10同樣屬於
入門級的產品，也常見到Bi-wire的
設計。難道Dynaudio為了節省一組
喇叭端子的成本嗎？當然不可能，那

是因為原廠認為Bi-wire對聲音沒有
幫助，反而多浪費一對喇叭線的錢而

已。只要是設計正確、良好的分音

器，連接一對喇叭線就能發揮出喇叭

原本的實力。

▍極窄前障板減少繞射干擾

Emit M10中低音尺寸不大，前障板
寬度原本就不會很寬了，單體框架

更是逼近邊緣，已經無法更窄了。

但是設計師還不滿足，在前障板邊

緣切出斜角，進一步縮減寬度。把

前障板弄得如此窄，難道不會導致

箱內容積不夠嗎？原廠當然知道此

點，透過加長深度來解決，以至於

Emit M10箱體寬度只有17公分，深
度卻有24公分的情況。

原廠公佈規格

●形式：兩音路兩單體低音反射式 ●單體：1
吋絲質振膜高音單體×1、5.5吋MSP振膜中低
音單體×1 ●頻率響應：50Hz-23kHz ±3dB 
●承受功率：>150瓦 ●靈敏度：86dB ●平
均阻抗：6歐姆 ●尺寸：292×170×240mm
（H.×W.×D.）●重量：5.6公斤 ●參考售
價：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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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無法突破物理限制，低頻往下延伸

有限，畢竟原廠公布的規格已經清楚說明

了。這不是說它缺乏低頻喔！它能再生的

範圍內，量感都是非常充足的，感覺原廠

標示真保守。許多同價位喇叭標示出來的

頻率響應數字都比Emit M10好，可是聽

起來卻不是那個樣子。以5吋半的中低音

單體當標準，我認為這樣的低頻量感非常

夠。

量感不是特別多，除非是喜愛豐富低

頻的人，相信一般人都能接受，小小體積

卻能有這樣好的表現。撇除量感這個項

目，低頻的速度、彈性、層次感與衝擊

力，Emit M10表現都讓人刮目相看。低

頻擁有非常好的內聚力，鼓聲形體一點也

不會鬆散，帶著線條清晰的輪廓。打在

身上的力道也夠，不是孔武有力的那種類

型，而是快放快收的靈敏動作。

不管什麼用途，表現都很傑出

不得不提的是音場規模，Emit M10能

夠拉出一個深遠、開闊的舞台，就算音

量開大聲一點，依然不會有前傾或崩潰的

感覺。對於一款入門級的喇叭來說，此點

十分難得。不過，在播放大編制的樂曲

時，Emit M10還是出現一點點力有未逮

之感，管弦樂的低音部少了沉穩氣勢，弦

樂群也不如高級系列那般層次鮮明。如果

Emit M10可以完整重播交響曲的話，那誰

還要買大喇叭呢？

對比Emit M10的等級與售價，它擁有

傑出的音質表現，音色具有高貴感，聲音

通透，音場開闊，中頻鮮活，低頻Q彈快

速，聲音整體的密度高，由高頻到低頻都

有相當好的密度，實在很難想像它只賣這

個價錢而已。雖然原廠規劃Emit系列為多

聲道用途，但用它聽音樂實在讓人愉快。

Emit M10證明了一件事，只要是好喇叭不

管什麼用途，表現都會很傑出，誠心推薦

給預算有限的朋友。

■進口代理：鈦孚 02-2570-0395

參考軟體

阿卡多的莫札特協奏曲 CD

弦樂向來是Dynaudio喇叭的強項，就算是入門級的Emit M10也不例
外。從弦樂的質感，豐富的細節表現，以及略帶高貴感的音色聽起

來，真難相信眼前這對喇叭只賣3萬元而已。如果再加上它精準的結
像力，恐怕此價位帶找不到對手了。甚至拉高到兩倍價格的喇叭也聽

不到這種高水準弦樂。

查理．安托里尼：擊鼓 2000 CD

小尺寸單體之優勢，在播放本片時盡顯無遺，Emit M10鼓聲快
速，形體結實，低音吉他輪廓浮凸，節奏鮮明，牛鈴聲明亮卻一

點也不會刺耳。雖然大鼓沒有龐大的形體，也沒有過癮的低頻量

感，卻有相當快速的反應。衝擊力道紮實緊密，它不是大力士，而

是動作敏捷的武術高手。

▍高級系列單體技術下放

這顆高音單體原廠編號D280，改
良自Dynaudio過去出名的D260。
帳面上看起來只是振膜直徑從

26mm加大到28mm，可是細部
經過諸多改良，振膜表面採用

precision coating技術，可讓聲音
的透明度增加。並且把多年來改

進絲質高音的技術，運用在D280
之上。原廠認為Emit M10雖然是
入門級的產品，卻能發出媲美Hi End喇叭的音質。

▍依然是MSP振膜單體

一直以來，D y n a u d i o的中、
低音單體都是採用「 M S P
（M a g n e s i u m  S i l i c a t e 
Polymer）」振膜，黑色外觀或
許看起來像聚丙烯材質，可是

剛性比一般PP盆強大很多。同
時，跟PP盆一樣保有低質量、高
內阻的特性。加上防塵蓋與錐盆

是一體成形的設計，大大降低了

盆分裂時帶來的失真。或許就是堅持採用MSP振膜的關係，Dynaudio喇
叭始終維持一貫的音色與聲底。

▍低音反射管有學問

低音反射式箱體大多採用圓柱型的管子，透過反射管的直徑與長度來調整低頻表現。可是Emit M10用
的反射管有點不同，雖然還是一根圓形長管，但是兩邊的直徑並不同，內側的直徑比較小，外側開口

的直徑則是略大一些。而且兩端開口都是喇叭狀，能夠讓空氣流動更順暢。兩端直徑不同的低音反射

管十分少見，肯定是Dynaudio累積多年研發經驗才實驗出來的最佳形狀。

Dynaudio Emit M10   重點特色

精緻傾向
剛性傾向
明亮傾向
飽滿傾向
豐滿傾向

外觀作工
音質表現
高頻特性
中頻特性
低頻特性

樸素傾向
軟性傾向
細柔傾向
凝聚傾向
收斂傾向

個性傾向評量
0 1 2 3 4 512345

表現力評量

細節再生
衝擊力

承受功率
整體平衡性
超低音表現

平均水準 優 特優PRIME A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