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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utech
HF-X-NCF

首款採用獨家NCF技術
將8K HDMI線帶往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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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台灣，如果是懂得從線材、

或Soundbar，HDMI線的重要性達到

電源、端子頭等產品上進

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行調音升級的朋友，相信都會認識

就因為如此，我們曾經看過標榜

支援2.1版的HDMI線材，它的內部
結構其實跟先前的版本沒有很大差

Furutech這個品牌，它成立於1988

ॼۺ㠛㛝ᓁחዃ֨ި

異。然而Furutech不同，隨著每次

Furutech會受到音響迷注目，就在於

材，Furutech當然也有投入，然而

更好的用料、更好的設計。像這次

它非常注重材料科學，例如採用古

它在HDMI線的開發上相當審慎，只

的HF-X-NCF，型號上出現 NCF字

等，都因為材料科學的精湛運用，讓

來，為了面對H D M I 1.4版的需

出Furutech在材料技術上的堅持，和

發燒友能獲得更好的影音效果。

求，推出了 H D M I-N1-4 。而今日

產品開發上的誠意。

訊號，而且能夠傳送非常大量的資

總共只推出過三條HDMI線。

這 條 線 的 設 計 。 H F-X-N C F 的 核

版本的更替，它的
年，至今已經超過三十個年頭了。
面 對
這 麼 重to
要 another
的 線
Furutech's
HF-X-NCF is taking而8K
HDMI
level. HDMI線都採用

HF-X-NCF
is the ﬁrst model 在關鍵的
thatHDMI
incorporates
Furutech's
河電工的PCOCC高純度單結晶無氧
版本轉換時期推出線
樣，就是標榜它首度採用了Furutech
exclusive銅，又例如採用超低溫的線材加工技
"NCF" technology, 材，例如
delivering
improvements
Furutech曾為了
HDMI 1.3
獨家的NCFin
技術，讓它成為世界首
法，乃至於今日獨家的
NCF
材料…等
版的運用推出過
HDMI-xv1.3
，後
款採用
NCF
的
HDMI線，從此就能看
both video and audio performance.

...With the而在家庭劇院市場上，近幾年
HF-X-NCF HDMI cable
connected, the eﬃciency of
HDMI前進到了2.1版，各項性能都有
the OLED
panel
improves. More
extension
in brightness,
重大提升，
HDMI
可以說是最重要的線材，因為
Furutech才終於再推出了
Ԯ᭸らჍⅲ〴〚
本文這條HF-X-NCF
HDMI 一條線就能傳送影像和聲音
，所以Furutech
接下來我們細細剖析HF-X-NCF
more depth
in dark tones allowing
for greater
contrast...
料，能提供較高階的影音規格。而

如果熟悉HDMI線的朋友應該就

心導體線徑為 26AWG ，採用的是

且HDMI隨著版本提升，頻寬還不斷

知道，其實每一次 HDMI 版本的轉

Furutech的α（Alpha）μ-OFC，也

增加，能支援的規格越來越高，從

換，主要是器材發送端和接收端

就是經超導處理的高純度無氧銅。

最早的Full HD到4K，到今日甚至可

H D M I 晶片的升級， H D M I 線本身

所謂超導處理，就是讓銅材料進行

以支援到 8K 。而且 HDMI 的功能還

的通道結構是沒有改變的。只能

超低溫處理，在這個過程中銅材料

變多了，例如它新增了ARC/eARC

說，HDMI線面對越來越大的頻寬傳

會產生特性變化，變得更低電阻與

音頻回傳功能之後，智慧電視可以

輸需求，線材本身必須做的越來越

抗磁性，產生出更好的傳導特性。

將串流影片的音效傳給環繞擴大機

精良而已。

而HF-X-NCF不僅採用這樣的良好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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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廠公布規格

●導體：線徑26AWG，Furutech的α（Alpha）μ-OFC高純度無氧銅，表面鍍銀 ●絕緣：高密度聚乙烯、特別高等級泡棉塑料 ●屏蔽：鋁
箔、雙面鋁箔、α銅編織網 ●披覆：符合 RoHS 規範的軟質 PVC 材料 ●端子頭：金屬部分進行兩階段超低溫和消磁處理，表面鍍厚金，同時
結合NCF材料 ●支援頻寬：48Gbps ●支援重點影音規格：8K/60p、4K/120p、HDCP1.4/2.2/2.3、eARC/ARC、HDR10/HDR10+、VRR、

...Moreover,
HF-X-MCF HDMI
increases
picture
authenticity
and improves
DSC QMS QFT ALLM
1.2M
6,900
2.5M
10,500
3.6M
13,600
5.0M
17,500
motion handling. These improvements give an overall result of that the
HF-X-NCF is extremely capable of enhancing details and bringing a more
導體，還在銅的表面鍍銀，以追求
版的各種傳輸需求，例如能支援
頭還鍍上了厚金，能提供可靠與穩
reﬁned dynamic
range
in
image
and
color
performance.
更高級的傳導效能，在我來看，幾
到48G b p s的高資料率，可以傳
定的傳輸效能。
、

、

、

●參考售價：

乎就是把Hi-End音響線材的作法搬

到了HDMI線材上。

定價

元、

定價

元、

定價

元、

定價

元

除此之外，端子頭外殼還採用了

送 8K/60P 、 4K/120P ，以及各種

Furutech招牌的NCF材料。所謂NCF

H D R 高動態對比影像規格，例如

H F-X-N
C F 的絕緣是採用特殊
就是指Nano
Crystal² Formulaimage
，它是
HDR10
、HDR10+、HLG、Dolby
...Besides the
HF-X-NCF’s
excellent
dynamic
presentation,
Vision等等。除此之外還有VRR可變
的高密度聚乙烯，以及特別高等級
結合了奈米陶瓷結晶微粒與碳纖維
when connecting
a 4K media player
and an AV receiver,
the diﬀerence in
的泡棉塑料。而包覆線身的屏蔽多
粉末，所創造出來的一種電氣性能
畫面更新率、ALLM自動低延遲模式
sound performance
in a surround
system is very noticeable.
達三層，第一層是鋁箔，可以防止
絕佳的材料，不僅可以產生負離子
等等，也都在支援之列。
電 和 電 磁 波has
。 第 二more
層 是 雙 面 鋁profound
來消除靜電，還能將電流所產生的
F - X - N Cimage
F的優勢並–
不是
This HDMI靜 cable
eﬀect on sound而 Hthan
箔，能加大對電磁波、射頻訊號的
振動轉換為熱能，再將熱能轉換為
Furutech自己說說就算數，它還將
the HF-X-NCF
improves clarity紅外線從表面釋放出來，一舉解決
and tonality of the sound.
You will feel
屏蔽效果。第三層則是α銅編織
長度較長的 3.6 米、 5 米產品送去
a reﬁned intensity
網 ， 不 惜 成 本 。 in
而 最sound
外 層 則 是 符 eﬀects.
訊號傳輸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振動和
給 HDMI 協會做認證，結果成功通
合RoHS規範的軟質PVC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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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電問題。NCF一向是Furutech的招

過，並取得認證貼紙，上面有防偽

牌，而HF-X-NCF就成了市場上唯一

標籤和QR Code，性能有保障，消

採用NCF的HDMI線。

費者也不怕買到假貨。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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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既然5米都能通過認證了，相信

而 H F-X-N C F 的端子頭也很有
看頭，端子頭的金屬部份經過了

外，此系列還有提供1.2米和2.5米製

Furutech的「α處理」，也就是兩階

HF-X-NCF因為設計精良、傳導

段的超低溫和消磁處理，然後端子

效能佳，讓它可以滿足 HDMI 2.1

這兩款短米數的也絕對沒問題，而
本次我們評測的就是2.5米的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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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子頭部分也下了許多苦
功，金屬部分做了兩階段
超低溫和消磁處理，接
觸部分鍍上了厚金，此
外還結合了Furutech獨家
的NCF材料，能抑制振動
與靜電問題。
˗ HF-X-NCF的表面採用符
合RoHS規範的軟質PVC
材料進行披覆，線身上還
可以看到方向指示，連接
時建議按照原廠所指示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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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discussing an HDMI cable's performance,
we can
examine the cable膩了。而當一個畫面的亮與暗表現
from the following points:
ྗ㦈⻢ήᕇ♢✇̞
身臨其境。接下來是零式戰鬥機登
現階段因為社內還沒有適當的8K
更好時，你還會感覺色彩表現也變
First, does
the manufacturer
provide structural場，在轟炸機周圍繞行攻擊，可以
drawings,
訊源，所以我們是拿高階的4K電視
好了，明亮的色系顯得更鮮豔，而
聽到戰鬥機有更清晰的引擎聲，更
allowing
the customer to 暗know
the construction
and
機來測試HF-X-NCF與一般HDMI線
沉的色系則顯得更深沉，總
流暢的飛行軌跡畫出線條，讓整個
material
science behind
product?
的差異，這次就是搭配
LG新推出83 the
之，你會覺得整個畫面的質感變得
攻擊場景更顯刺激。

Second,
the manufacturer
send the product
to
懷疑：does
HDMI傳的是數位訊號，對影
܍ᑜ㤚㓅ㅒ́Ԯ᭸П࿘
除了測試影像的表現，我也將
一條HDMI線的性能好不好，從
它連接在4K播放機和環繞擴大機之
HDMI像表現到底有沒有影響。我的回答
Association for certiﬁcation?
吋C1系列OLED電視。很多朋友會

更好了，更精緻，也更外放。

是：不可能產生解析度4K變8K、色

間，比較多聲道喇叭系統的聲音表

域小變大這類規格面的改變，但是人

現，結果差異更明顯，好的HDMI線

感也提升了，因為陰影輪廓的對比度

體，而且各種細微的聲響都從背景

選一款有保障的HDMI線，Furutech

提升了。而陰影輪廓的提升，又會讓

裡浮現了出來，形成一個紮實而嚴

已經為您準備好了。

人有細節增強的感覺，細節變得更細

密的音場包裹住座位，讓人感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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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地方可以看得出來，第一是廠

商敢不敢提供結構圖，把所有設計
Furutech
certainly did them對於聲音的提升效果明顯是優於影
both.
眼是敏銳的，好的HDMI線就是能讓
攤在陽光下，讓大家知道裡頭的用
Additionally,
Furutech
input
their
high-end
audio
grade manufacturing
料。第二是廠商敢不敢送
像的。換上HF-X-NCF之後，會覺得
你感覺出不同，就好像電視機的供電
HDMI 協
更穩了，或接收的訊號更好了，而讓
整個音效的精緻度提升了，感覺好
會做認證，由公證的第三方單位來
experience
and ethos into the
HF-X-NCF when creating
it. This next-gen
像線條的描繪能力更強了，音效的
進行驗證。而Furutech兩項都做到
HDMI畫質產生了質感上的差異。
cable
incorporates
their
exclusive
technologies
and delivers everything
本次就是如此，換上HF-X解析力提高了。
了，它採用Hi-End音響線材的製線
one expects
from
a Furutech例如「永不屈服」
product. The
overall精神來打造
experience
is excellent.
NCF，感覺很像
OLED面板更賣力的
BD 片頭美軍
HF-X-NCF，納入了多項
If you工作，亮度提升了，同時暗位也更深
are looking for an 8K轟炸機轟炸日本那段，有非常細膩
resolution and want 獨家技術，同時也敢將產品進行認
to choose a guaranteed
沉，有一種對比度提升的感覺。而對
的轟炸機內艙音效，換上HF-X-NCF
證，而我們實際感受的影音表現果
HDMI比度提升之後，會連帶讓物像的立體
cable, Furutech has the
cable for you!
然很出色，如果你面對8K世代想挑
之後，整個機艙的音效變得更具

96 PRIME A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