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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流氓才子

深渊刀，玄铁鞘，问天高
评Abyss AB-1266 phi耳机
与 Formula S耳机放大器

这 不 是 玄 幻 小 说 ，这 是 全 球

DOTA2西雅图预选赛中的一幕，那把

致胜一击的兵器，叫做“深渊之刃”，

全游戏中最昂贵也最阴霸的神器之

一。

亦如今天的主角，同样昂贵和动

听的Abyss AB-1266 phi“深渊”平

板耳机和Formula S“方程式”耳机

放大器。

美国JPS旗下Abyss品牌的AB-

1266平板耳机并非今年新品，没记错

的话，它是2014年底引入国内的，凭

借强大的实力引起了发烧圈的注意，

然而同样高昂的身价也让它和普罗大

众保持着可远观而不可近赏的距离，

身处三线半城市的笔者，也只有在前

往北上广参观音响展时才有机会一睹

芳容，每每AB-1266现身，所在展台

总是人满为患，无法长时间蹭听，颇为

遗憾，仅有2016上海音响展时舞天音

频展台有较好的试听环境，同台对比

的一侧是RKV驱动AB-1266，另一边

便是传奇的初代大奥。相比而言，AB-

1266显得更加外向，突出了声音的线

条感，而大奥更加含蓄，乐感更好，两

者确有新老派风格区别。彼时一闻，心

甚往之，然而囊中羞涩，倒也能逼着人

渐渐忘却。转瞬又是一年多，在2017年

愚人节的前一天，Abyss发布新闻，称

已将目前最新的平板驱动器磁场技术

用于AB-1266耳机升级，新一代AB-

1266被冠以后缀phi（希腊字母φ），性

能提升而售价不变。得知这一消息，无

疑让过去心中的残念死灰复燃，犹豫

再三，断然剁之，尔后痛并快乐着。

虽然新老版本外形基本无甚变

化，这里还是先赘言一番，因为从传统

耳机玩家的角度来说，AB-1266phi

的外形确实有些不走寻常路，整个耳

机的框架采用了全金属构造，其中大

部分材质是金属铝。谈到这里不得不

说JPS这个品牌，与采用纯铜纯银的

很多线材厂不一样，他们家的线基材

质特点就是大量采用合金，并且非常

突出“铝”这种金属的地位，可能和

其核心技术以及审美习惯有关，厂家

引以为傲的两大线材技术就被命名为

“Aluminata”和“Alumiloy”,不但中

高端产品都是以铝合金作为线基，旗

舰Aluminata系列（和技术同名）还搭

配了硕大的铝合金包装盒，线芯和外

皮之间也使用铝合金微粒进行屏蔽，

有效隔绝来自外界的电磁干扰。不知

道同样采取金属颗粒屏蔽方式的上海

匠人老叶作品，是不是也和JPS异曲

六月初十，晴，宜祭祀、安香、

立券，余事勿取。

夜魇上路八里庄，落日的余晖在

Roshan身后丛林的地上赫然抹出一

句短短的影子，“Abyssal Blade”，这

字迹并不清晰，像许久未见新血的钝

刀在顽石上的雕琢。

幻刺收回有些分心的目光，阳光

在地平线上悄悄行走了分毫，字迹便

转瞬即逝，第七个黑夜来临。他刚刚隐

没于队友宽阔的身影中，前方便传来

一串聒噪，对方大哥领着四个小弟眼

神恍惚地醉步而来，面对即将来临的

危险，他们毫无知觉。

“动手！”

比话语更快的，是他手中那把黝

黑的刀，比身法更轻的，是对手临死前

的呻吟。眩晕，暴击，溅射！两秒钟，只

需要两秒钟，他仿佛只是跳跃到战场

的另一侧，不觉间场上多了五个无法

再开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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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呢？更夸张的是在今年海外的音

响展上，Abyss展示了AB-1266phi下

级机种Diana的耳机外壳制作过程，

看似塑料制作的轻薄多孔外壳，竟然

是用一整块金属铝铣出来的，完全没

有用到其他材质，让人不禁感慨厂家

在金属加工方面的专业和造诣。

话题扯远了，继续回到AB-

1266phi本身，以铝为主的全金属

框架外加全黑色系的外观使得AB-

1266phi相比其他常见高档耳机显得

厚重粗犷，与众不同，除了耳罩，整个

耳机几乎找不到塑料件，这也是为何

AB-1266phi重达620克的原因。加之

除了头梁和耳罩可以稍加旋转调整，

主体的两侧发声单元并没有什么自由

活动的空间，因此佩戴方面，颇有一

些星爷大彻大悟之后双手捧起金箍儿

的仪式感。所幸宽大的真皮头梁在橡

皮筋的牵引下让头顶的压力不会如紧

箍咒一般沉重，佩戴合适之后，AB-

1266phi耳机相当于是半悬浮于头顶

的，当达到这一步以后，恭喜你，把玩

AB-1266phi最大的难关已经安然度

过了。

关于AB-1266phi与众不同的外

形和设计，JPS创始人Joe是这么解

释的：AB-1266phi采用全金属框架

和尽可能少的可调节部件是为了加强

支撑，杜绝来自框架结构的共振，从

而减少音染，AB-1266phi设计之初便

是一切都要以音质为优先，因此难免

在佩戴上有些优化不够。而前文提及

的下级机种Diana则是在音质保证的

前提下，向美学设计进行了一定的妥

协，从命名和公布的照片上不难感觉

到Diana是有些女性色彩的产品，仿佛

也是告诉世人：Abyss并非没有优秀

的外观设计，只是外观并非旗舰AB-

1266phi肩负的使命。Joe的这番说法

倒是坦诚，也符合老外的极客精神，体

现出Hi-End厂家对于“避震”这个话

题的重视。对于很多音响配件或者类

似小道具的作用，甚至线材的有用无

用，在国内论坛上还处在谨慎讨论、否

则容易引发口舌之争的阶段，而国外产

品已经用身体力行的不妥协设计表明

了自己的态度和研究成果。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便是新版后缀

phi，JPS官网对此次升级的解读是：

在开发下级机种Diana过程中，更先进

的磁体技术出现，使得AB-1266的平

板驱动单元获得升级。主要改善方面

包括声音的透明度、拥有疯狂冲击力

的低频效果和更丰富的细节表现，还

有让人震惊的人声刻画，以及对音源

更精确的还原。厂家甚至夸张地描述：

如果有一款耳机能把你直接带回到录

音室现场，那就是AB-1266phi了！好

吧，让我们暂时忽略这些煽动性的文

字，转而去留意一下后缀phi所对应的

希腊字母φ，这个字母在物理学中既可

以表示磁通量，也可以表示波动的相

位，我猜想Abyss也正是想用这个字母

去概括升级的核心内容：新技术使得

平板单元外侧的磁体可以释放更多的

磁通量，让单元更加易于驱动，同时两

侧单元的一致性得到了更好的配对，

声音相位的一致性也获得保证。这样

的猜测也并非全然是个人的主观臆断，

从新老AB-1266的参数可以看出，发

生改变的正是最重要的阻抗和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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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参数，老版AB-1266阻抗46Ω，

灵敏度85dB/mW，新版AB-1266 phi

阻抗42Ω，灵敏度88 dB/mW，虽然新

版AB-1266 phi依旧是低阻低敏的路

线，但相比老版灵敏度上升3dB代表

着驱动功率只需要一半就可以达到老

版的声压，能效确实提升很多。

那么它的声音是否如厂商所言，

是“录音室级别”呢？与AB-1266phi

相伴已有数月，基本已经煲开，也结合

自己的听音习惯来谈谈听感，基于自

用的平台：Theta Jade转盘，Chord 

Dave解码，线材是德国敏力1202，耳

放选择是自用多年的声韵金牛座（前

级版耳机口）、东京之声Valve X（换

Brimar 斜方环黑屏12AU7）和德国

Linnenberg Maestro耳放兼前级，唯

一一台外援则是XIAUDIO Formula 

S方程式耳放。

这Formula S方程式耳放，名头

不大，来头不小，乃是国内XIAUDIO

工作室的作品，也是被JPS官方点名

推荐搭配AB-1266phi的耳放。硕大

的散热片分布在机器的两侧，颇为粗

犷的外形也暗示着它和AB-1266phi

一样走的是美式豪放路线，它的面板

上有三个输出口，分别是双三芯平衡

输出和四芯平衡输出，其中右侧三芯

平衡输出口也兼任6.35mm耳机输

出，分别对应了乞丐版和豪华版AB-

1266phi的线材接口，最新版本的方

程式耳放面板上还有“Wired with 

JPS labs”的字样，与老版的区别在

于其机内线都已升级成JPS线材，这

样使得它的素质和音色取向能和AB-

1266phi耳机更加搭配。

虽说顶着AB-1266phi官方耳放

的光环，然而我第一次听到方程式耳

放，并非驱动AB-1266phi，而是森

海HD650平衡版，效果相当不俗，一

改HD650略有些“暗、肉、慢”的声

线，转而变成一种虎虎生威的阳刚，

后来又尝试了歌德老款的GS1000

和PS1000，这俩耳机对于耳放的控

制力需求是超过HD650的，方程式

耳放对付起来也是毫不费力，干净利

索，让人刮目相看。惊讶其高低通吃

之余，也不禁让人感慨一下，这年头

的许多高档耳放，都是奔着中小功率

功放的方向去设计制作的，也难怪声

音会这么稳重。这个路子，或许是当

年K1000的玩家们摸索出来的吧。至

于这两年出现的搭配功放使用的牛输

出耳机适配器，也是类似的思路，利

用功放充沛的驱动力和适配器的阻抗

耦合，将难驱动的耳机一一驯服。不

得不说，随着高档耳机的不断推出和

驱动系统的越做越强，耳机玩家的春

天已经来临了。

此次选择试听的CD有四张，

分别是苏克三重奏演奏舒伯特、门

德尔松钢琴三重奏（op.99&op.49，

Supraphon出品，天龙虚字无ifpi）、伯

恩斯坦指挥《西区故事》（DG美头版

胶圈）、卡拉扬指挥理查斯特劳斯的

管弦乐作品集（DECCA老中价经典

之声系列半银首版）、The Righteous 

Brothers正义兄弟精选（Verve美版

胶圈PMDC）。这些曲目基本涵盖了小

编制、大编制、舞台剧和流行人声。从

定位上看，AB-1266phi所直面的对手

应该是009、LCD4和大乌托邦，但个

人条件有限，能找来与之交谈的只有

同为虐脖神器的LCD家封闭木壳平板

耳机LCD-XC。

先说共性，在这些驱动平台上，

AB-1266phi都能展现出很强烈的

“音响性”，LCD-XC作为在售最贵

的封闭式耳机，声场表现能力已然不

俗，但是对比AB-1266phi则完全落于

下风。耳机的横向声场并不难实现，

2k级别的耳机都可以做到，这是“一

条线”；表现各个乐器发声点高低的

纵向声场也许也不算太难，那是5k级

别的基本功，这是“一个面”；但是要

将前后纵深完美表现，就不是那么容

易了，相当于将2D照片点化为3D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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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AB-1266phi厉害的地方就是可

以在听者耳畔展现出一个“立体式”

的声场，以苏克三重奏的演绎为例，

因为三人的位置前后左右高低各不

同，所以用AB-1266phi听来，可以很

清楚地“看见”小提琴在左侧，发声点

偏高（夹在肩上），大提琴在右前侧，

发声点靠下（杵在地上），而硕大的

钢琴位于大提琴后方偏正中的位置。

这种结像并非细如针尖的点结像，而

是和各自乐器的大小成正比的。换听

伯恩斯坦的《西区故事》，相比老派

风格的三重奏，这部现代风格浓郁的

作品要求的乐队规模庞大了许多，因

为还有人声的加入，因此可以明显听

到乐队是往后挪了一段距离，将正前

方的舞台留给了表演的歌者。LCD-

XC在表现这部舞台剧的场景上，交

代细节是有些模糊的，主要是人声

和背景的乐队伴奏靠得太紧，而AB-

1266phi则如同上帝视角一般将整个

场景放大后让人尽收眼底，既能看

到后方乐器群的交织，也能看到舞台

上演员们的走位和歌唱，在以往听过

的耳机中，也只有AKG的K1000能够

逼近这种空间构造能力。但K1000和

AB-1266phi最大的差距，在于下盘

的扎实程度，AB-1266phi更加稳重

厚实。

说到下盘，算是AB-1266phi招

牌式的个性，也是它在不同耳放之下，

声音差异最明显的地方。平板耳机的

结构特点和原理使得它兼备了动圈

的动态和静电的瞬态，也背上了体积

重量过大和难以驱动的代价。好在日

常搭配的这几款耳放都有不俗的水

准，因此在这些平台上AB-1266phi

的中频和高频都不约而同地显现出

清澈、透明和高密度并存的路线，但

是1266phi本身庞大的底盘和澎湃的

低频，就不能轻易驾驭了，驱动不足

的情况下，会觉得低频量感太多，放

得出，收不住，影响了声音的清晰度，

好比是不上脚架，随随便便搁在电视

柜上的大口径音箱，低频一出来就会

带动柜子抽屉一起共振，轰隆隆一团

团地发散。是的，金牛座前级版附赠

的耳机口就是这样的效果，低频控制

不住，和中高频完全脱节了，不合格。

而Linnenberg Maestro耳放在设计

中虽也曾用HE6平板耳机做参考，但

面对平板单元面积更加庞大的AB-

1266phi，虽然比金牛座表现好了很

多，但低频的驱动质量刚好卡在那个

濒临失控的点上，换言之，不失真，但

是很吃力，没有宽松的印象，只能说

刚刚及格。这两个甲类石机耳放的共

同特点是声底不算太厚，音色比较直

白，算是给耳机一片本色出演的草原，

两者的高下区别在于控制耳机的“缰

绳”松紧程度不一样。

另外两款耳放的全频控制力，

尤其是低频方面就显得优秀许多，首

先是唯一的胆机，东京之声（Tokyo 

Sound）的Valve X，这是一台采用一

对12AU7电子管和牛输出的机器，也

算是东京之声的当家耳放，虽然AB-

1266phi阻抗只有42Ω，但是Valve X

的阻抗档位必须要调节到高阻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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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良好地驱动，Brimar 斜方环黑

屏12AU7电子管的本身是明快的英

式路线，东京之声原厂绕制的输出牛

也是细腻的走向，因此在这样的驱动

平台下，AB-1266phi的声音重心稍

稍上提了，但丝毫没有“数码声”的

趋势，相反，电子管独有的润泽使得

AB-1266phi散发出最迷人的音色，

各种细节就像温泉一般流淌出来，像

彩虹一般填充了雨后干净的天空，乐

器群色彩斑斓，有条不紊。聆听正义

兄弟的那首脍炙人口的“Unchained 

Melody”（人鬼情未了的主题曲）时，

人声雄壮而深情，而且20世纪60年

代那种略显干燥的录音也得到了一点

点润泽，耐听度提升了不少。个人猜测

如果使用其他和Valve X类似的牛输

出胆耳放驱动AB-1266phi，应该也

会容易有比较出色的控制力。当然，

也可以参考国外展会上JPS自己的

搭配，Joe在CES展上搭配的耳放就

是Woo AUDIO WA5胆耳放和SIM 

AUDIO的Moon 430HA石机耳放，

这也为玩家指点了一个可行的方向。

如果要说东京之声Valve X的不足之

处，那便是这台耳放仅有6.35mm输

出口，细腻有余，魄力不足，没有办法

完全发挥平衡输出下AB-1266phi大

动态大场面的优势。

而这一点小小的遗憾立刻便被

XIAUDIO Formula S方程式耳放

所弥补，作为石机的方程式耳放，由

于其主要的设计参考耳机就是初代

AB-1266，因此尽管没有输出牛，拥

有超大功率储备的方程式控制力一样

很强大，AB-1266phi略显跋扈的低

频变得服服帖帖,大提琴和低音大提

琴的牛筋味儿简直让人着迷，难能可

贵的是，整体声音并没有因为控制力

很强而变得死板，虽然音色很质朴，

没有东京之声那么清甜，但是得益

于全平衡设计，方程式耳放给了AB-

1266phi更大的声场，更强的动态，以

及更加分明的对比度，聆听DECCA

卡拉扬指挥理查·斯特劳斯管弦乐作

品集的时候，作品中那种“音画”的效

果显得历历在目，尤其是被星球大战

引用过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

说》开头，当嘹亮的管乐齐奏时，AB-

1266phi还原出的那种辉煌的色彩，

俨然就是作曲家所描绘的日出场景，

这种“大气度”的动态表现，确实是

方程式耳放的强项，让人直呼过瘾。

而同一张CD中的七层面纱之舞，是

一首略带奇诡色彩的作品，方程式耳

放可以轻松把每个潜伏着的配器和小

细节解剖得清清楚楚，但是鸡蛋里挑

骨头的话，Formula S方程式耳放整

体风格还是有点太正派，仿佛金庸笔

下大开大合的郭靖，虽然酣畅，但对

付这种带点小情绪小精怪的作品，牛

刀杀鸡多少还是有些浪费，交给东京

之声Valve X这样的黄蓉去演绎更合

适，虽然牺牲了一定的场面感和动态，

但是用不同乐器的色彩交织去展现小

画面，还是温润的胆机更加擅长。

4张碟带来的美好时光转眼而

过，朦胧中想起百晓生有云：AB-

1266phi，机如其名，其声有真实之

魅，乾坤独步，摧枯拉朽，如同赛场上

那把一旦出山就让对手无条件迷眩的

深渊之刃，而Formula S耳放，便是为

之蓄积杀气，保驾护航的剑鞘。

长夜很快就要过去，幻刺回顾身

后七零八落的对手，看着对方的遗迹

之树在举手投足之间渐渐倒下，发觉

这深渊之刃竟有种吸魂摄魄的魔力，

让自觉已阅尽风云的老江湖，竟仿佛

坠陷在英雄少年时的回忆，全然不知

挥动的手掌在轻轻颤抖。

“如何？”队 友在身边轻 声一

语，似是相问，实为旁敲，这才点醒

梦中人。他定了定神，下意识地点了

点头。“这深渊之刃，似铝非铝，创世

陨铁之气犹在，其势宛若洪荒霸气，

好似那无底洞，定力稍不足，沾上它

便难全身而退了。有此神妖合一之物

出关，世上不知又要平添多少腥风血

雨，崛起多少青年才俊。”

有它之处，便是江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