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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I     
Rubicon 6 + Rubicon LCR + Rubicon 2
質感細膩又不失厚實能量的全面表現
文╱黃世煒   攝影╱方圓．李春廷

愛看電影 器材評鑑│多聲道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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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發表的Rubicon系列喇叭，可

以說是D A L I旗下最廣為人知的

產品之一。來自北歐音響大國丹麥的

DALI，設計的喇叭都具有一股獨特的

魅力，即使並未採用標新立異的喇叭造

型，Rubicon系列就是有種與生俱來的藝

術氣息，值得細細去品味。它倚靠的不是

仔細雕琢的精緻五官，也不是高貴的華服

穿搭，而是一種由內而外散發的氣質，你

很難不被它所吸引。

這一次並不是本刊第一次評論Rubicon

系列喇叭，在今年五月241期雜誌中，我

們已大篇幅報導了Rubicon 8搭配Rubicon 

LCR組成的多聲道系統，Rubicon 8優異

的聲音表現在此我就不多說了，它延用

了DALI旗艦Epicon系列的高音模組與中

低音單體設計，幾乎可以說是較便宜的

Epicon系列喇叭，這讓定位於中階喇叭

的Rubicon系列具有相當強悍的技術優

勢，能夠在這個喇叭市場競爭最激烈的價

位帶中脫穎而出。那麼既然已經報導過同

系列最高等級的Rubicon 8，為什麼這個

月還要特別再用Rubicon 6組系統呢？每

一個人所擁有的空間條件大不相同，對於

喇叭體型的需求就不一樣，只要喇叭的聲

音夠好，我們希望透過不同的搭配方式介

紹，尋求Rubicon系列不一樣的可能性。

獨特的分音設計

這一次採用的系統組成，是由體型

次一級的Rubicon 6落地喇叭作為左右聲

道，中央聲道一樣採用Rubicon LCR，環

繞聲道則改為書架式的Rubicon 2，來組

成五聲道系統。左右聲道的Rubicon 6雖

然體型比Rubicon 8小了一點點，但是採

用的中低音單體尺寸，是與Rubicon 8相

同的6.5吋單體，只不過Rubicon 8更多了

一只低音單體而已。甚至從原廠提供頻率

響應規格來看，Rubicon 6與Rubicon 8兩

款喇叭的低頻延伸一樣都是38Hz，並未

因體型與單體數量差異，而出現明顯不

同，只是在喇叭靈敏度與最大輸出音壓數

據上有所改變。

這是由於Rubicon系列喇叭特殊分音

設計的關係。Rubicon 6採用的是「二又

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音路的特殊設

計，這是什麼意思呢？因為Rubicon系列

高音部分採用鋁帶高音加絲質軟半球單體

的模組化設計，鋁帶高音單體只負責發

14kHz以上的極高頻，絲質軟半球單體則

是負責2.6kHz以上的頻段，這只高音模組

本身就是二分之一音路的設計。如果暫時

將高音模組視為一體，其實Rubicon 6本

身就是常見的二又二分之一音路喇叭，中

低音單體負責2.6kHz以下，而低音單體則

只發出800Hz以下頻段。因此「二又二分

之一」加「二分之一」音路，其實就是二

又二分之一音路設計加上二分之一音路的

高音模組而已。

如果你已經覺得有點複雜，那還要再

多一只低音單體的Rubicon 8，可能就要

讓你頭昏眼花了。它多出來的那只低音單

體只負責500Hz以下的中低頻段，因此規

格上還要再多一個「二分之一」音路，這

樣設計的緣由，不一定是為了增加低頻段

的延伸或量感，而是為了減輕中音與低音

單體的負擔，來換取更好的聲音品質，所

以Rubicon 8與Rubicon 6在延伸表現上才

有相同的數據。但是採用這麼複雜、頻

段彼此重疊的設計，不會讓聲音彼此干

擾，影響音質嗎？只能說這就是DALI工程

師厲害的地方。

承襲自Epicon系列單體設計

前面提到Rubicon 6的高音模組採用

鋁帶高音加絲質軟半球的設計，這等於是

內建了一只超高音喇叭，不僅如此，當此

模組運用在壁掛式的Rubicon LCR喇叭上

頭的時候，不再是使用長條鋁框架固定

兩只單體，而是採用可轉動的圓形框架固

定，使用時可依直式或橫置需求，將單體

旋轉九十度，讓所有喇叭高音單體排列方

式一致，才能得到相同的聲波擴散方式。

中低音單體的部份，採用的是長短纖

維混和的木質振膜，這只承襲自Epicon

系列的木質振膜單體，不但在外觀上具

有很高的辨識度，在單體內的磁極材質

由鐵改成了特殊的SMC（Soft Magnetic 

Compound）材質，這種軟磁複合材料能

夠有效減輕了磁滯現象在音圈內產生的不

必要阻抗，讓音圈作動更順暢，導致單體

失真大幅降低。由於SMC成本較高，原

本只使用在旗艦級Epicon系列上，近年來

Rubicon系列的聲音表現，就如同那來自丹麥設計的外表一般充滿質感，Rubicon 6落地式

喇叭就如同大哥Rubicon 8一樣，擁有溫暖聲底與豐富的細節表現，同時又有飽滿的中頻、加

上充滿氣勢的低頻段，請一定要親自體驗Rubicon系列，它能帶給你真實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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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oneer BDP- LX88藍
光播放機、Yamaha RX-A3050環繞擴
大機、M&K Sound X10超低音喇叭。

試聽條件重
要
特
點

1》高音採用鋁帶＋絲質軟半球雙單體模組
2》中、低音單體採用木質纖維振膜
3》單體內部磁極使用SMC材料
4》中、低音單體具有獨立箱室設計
5》雙低音反射孔設置於單體後方
6》可選擇Bi-Wire或Bi-Amp連接
7》中置聲道高音單體可調整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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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icon LCR中央聲道

●形式：2½音路三單體低音反射式●單體：17×45mm鋁帶高音單體
×1、29mm絲質軟半球高音單體×1、6.5吋木纖維振膜中低音單體×1●
頻率響應：59Hz-34kHz●靈敏度：89dB●阻抗：4Ohm●最大輸出音
壓：109dB●建議擴大機功率：20-150W●分頻點：3.1kHz、14kHz●低頻反
射延伸：49Hz●尺寸：465×278×142mm（H.×W.×D.）●重量：8kg●
參考售價：72,000元

Rubicon 2環繞聲道

●形式：兩音路兩單體低音反射式●單
體：29mm絲質軟半球高音單體×1、6.5
吋木纖維振膜中低音單體×1●頻率響
應：50Hz-26kHz●靈敏度：87dB●阻
抗：4Ohm●最大輸出音壓：107dB●
建 議 擴 大 機 功 率 ： 4 0 - 1 5 0 W ● 分 頻
點：3.1kHz●低頻反射延伸：42.5Hz●尺
寸：350×195×335mm（H.×W.×D.）
●重量：8kg●參考售價：125,000元

DALI發表的新系列喇叭，也都慢慢將此技

術下放，提昇了DALI全系列產品的聲音表

現。

細膩韻味與厚實能量兼具

久聞Rubicon系列的好聲音，因此在

聆聽多聲道音效之前，我一定要先聽聽

兩聲道的音樂表現。搭配的器材是能夠媲

美高階唱盤的藍光播放機Pioneer BDP- 

LX88與環繞擴大機Yamaha RX-A3050。

在喇叭擺位上，有個小重點要向大家提

示一下，原廠建議Rubicon擺位時不必向

內Toe-in，因為DALI喇叭的擴散角度很

大，面朝前方擺就能得到很好的聆聽效

果，若是向內Toe-in對準座位，反而侷限

在皇帝位，讓聆聽位置變得很小。

以Rubicon 6來聆聽有鋼琴錄音之王

稱號的「Spinning Around Our Star」專

輯，涵蓋頻率寬廣的鋼琴，讓Rubicon 6

充分發揮了它的特色。Rubicon 6的音

色充滿了一種溫暖的韻味，聽起來相當

舒服，不但能夠聽到清晰細微的鋼琴泛

音，又不會有刻意描繪泛音線條的銳化感

受，鋼琴落鍵顆粒充滿光澤，高頻表現既

滑順又鮮活，想來是雙單體設計的高音模

組才營造了如此美的音色。

聲音下盤的表現又如何呢？鋼琴低音

鍵一落下，氣勢就席捲而來，與Rubicon 

8血脈相連的Rubicon 6，雖然少了一只

低音單體，但聲音走向完全一致，同樣具

有豐沛的低頻段量感，整體規模感當然不

如Rubicon 8來的龐大，不過仍然具有讓

人滿足的量感。原本我害怕採用「二分之

一」音路設計的中低頻會讓聲音聽起來比

較混濁，這顯然是我多慮了，Rubicon 6

不但有厚實的下段力道，同時又能保有低

頻的彈性與清晰度，質感相當好。有厚實

的下盤支撐，中頻段也是飽滿有肉的，讓

不論男女聲都能聽到情感更加豐富的演

▍獨特雙單體高音模組

Rubicon系列的高音相當特殊，採用的是鋁帶高音加絲質軟半球單體的
高音模組，讓Rubicon系列喇叭能夠同時擁有絲質軟半球滑順聽感與擴
散角度，同時又能獲得鋁帶高音

的極高頻延伸。把兩種單體混合

使用聽起來很容易，但實際上要

克服發生頻段重疊與相位不一致

等問題，並不是這麼簡單，這就

是DALI的高音模組厲害之處。

Rubicon 6左右聲道

●形式：2½＋½音路四單體低音反射式●單體：17×45mm鋁帶高音
單體×1、29mm絲質軟半球高音單體×1、6.5吋木纖維振膜中低音單
體×1、6.5吋木纖維振膜低音單體×1●頻率響應：38Hz-34kHz●
靈敏度：88.5dB●阻抗：4Ohm●最大輸出音壓：110dB●建議擴
大機功率：40-200W●分頻點：800Hz、2.6kHz、14kHz●低頻反
射延伸：33Hz●尺寸：990×200×380mm（H.×W.×D.）●重
量：20.2kg●參考售價：252,800元（黑、白、玫瑰／胡桃木色）

愛看電影 器材評鑑│多聲道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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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這樣的聲音特質，不論播放什麼樣類

型的音樂，都能擁有動人的美聲。

 
給你畫面之外的場景細節

使用這套Rubicon系列來播放多聲道

電影音效的時候，最大的優點還不是它豐

沛的低頻段量感，因為在播放BD影片的

時候，多聲道系統大部分都會搭配超低音

喇叭，這時候低頻段的延伸與規模感，完

全就是取決於超低音喇叭的表現。我在播

放「DTS 2015」測試片中收錄的「偷書

賊」片段的時候，讓我感到驚艷的不是轟

炸帶來的低頻搖動感，而是防空洞中因

震動而掉落的零細碎石音效，可以很清楚

的聽到那種碎石子之間相互摩擦的細微

聲，豐富的細節表現，提供了更精采的場

景描繪。

許多人看電影一味追求大動態表

現，但若是一部畫質細膩的電影，配上

毫無層次的音效，電影帶來的感動只怕

要先打對折了。對於一部電影來說，畫

面之外的資訊與畫面中的資訊同樣重

要，聲音的質感是解析度再好的顯示器

都無法表現的資訊，Rubicon系列最厲害

的地方就在這裡，它的解析力提供了細

膩的聲音畫面，即使是微小的背景音效

細節也不遺漏。

物超所值的全面表現

原廠特別強調Rubicon系列是相當容

易驅動的喇叭，因此搭配環繞擴大機就

能夠有很好的表現，它帶有一股甜味的聲

底，不論是搭配什麼樣的擴大機，都不

會太過挑剔。音質細膩、細節豐富、中

頻段厚實飽滿、低頻能量豐沛，無論是

聽音樂或看電影都能夠感覺的它出眾的質

感，以Rubicon 6的定價來說，能夠有這

麼全面的表現，可以說是物超所值了。

■進口代理：極品02-2792-9778

參考軟體

喇叭的28道試煉 CD

由本刊劉總編嚴選的雙CD二十八首曲子，是用來考驗喇叭的最佳測
試片，這些收錄的曲目有一個共同測試重點，就是聲音的質感，一

旦樂器聽起來沒有真實的質感，就不可能得到音樂的感動。不

過Rubicon 6完全沒有在擔心這個問題，細膩的質感表現正是這對喇
叭的長處。

歌喉戰2 BD

以阿卡貝拉人聲演唱為主題的青春校園電影續集，雖然劇情無新

意，但片中團體演唱對決的戲碼，正是測試Rubicon系列前方喇叭人
聲質感的最佳舞台。優美的團體和聲，需要細膩的音質來表現，如

果喇叭只是強調大動態爆炸感，就很難對這樣的片子產生共鳴了。 

▍多功能時尚薄型喇叭

Rubicon LCR是一款設計相當特別的薄型喇叭，它的用法十分多元，能
夠任意採用直立或橫置的方式壁掛。當做中置喇叭時，只要將高音單體

轉90度，掛在電視下方，既
方便又節省空間。對於一般

家庭空間來說，這樣的薄型

喇叭最實用，如果連環繞聲

道都採用Rubicon LCR，可
省去不少空間，讓家人再也

沒有反對裝設多聲道喇叭的

理由。

▍木質纖維中低音單體

DALI這只中低音單體的木質振膜，是由德國Dr.Kurt Muller所生產的。
從主動式藍牙喇叭到高階的Epicon系列都能夠看到使用這種木質振膜來
製造單體。除了振膜材質

外，這次單體採用了SMC
材質，讓單體失真大幅降

低，Rubicon系列擁有如此
好聲的關鍵，另外中低音單

體與低音單體擁有獨立箱

室，避免單體背波相互干

擾，讓聲音更純淨。

▍繼承自Epicon的SMC材料

SMC（Soft Magnetic Compound）軟磁複合材質是Rubicon系列表現能夠如此突出的重點，不過SMC
並非用在磁鐵上，而是用來取代原本採用鐵的磁極（Pole Piece）部分。SMC的特性是導磁率很高、但
導電率很低，能夠避免鐵材會產生的磁滯現象。磁滯現象讓音圈阻抗產生變化，難以隨著音樂訊號同步

運動，因此改用SMC能夠將低音圈運動的失真。

D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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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