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晶體／真空管
兩用前級擴大機

　　FETRON是工業技術發展史上，不計成本， 高規格產製的見證！信號通路上
全部是金，接腳、基座、晶片上的電路全部都是用金。晶片到接腳路徑打的也是
金線，不僅散熱好、聲音更是美妙！ 
 
　　惠樺音響專精於「古典元件(vintage electronics)」的運用，此次推出
「晶體／真空管兩用前級擴大機」，使用十分罕見稀有、1960年代的NOS(New 
Old Stock)全新軍規FETRON古典元件，還原FETRON原始設計目的，亦可更換特
性相同的真空管，如WE396A。

擴大機只能晶體、真空管二擇一嗎？您得認識̶“FETRON”。 

◎ 不用換真空管　不必心疼燒管子！
◎ 隨插即用　無需煩惱真空管老化！
◎ 軍規等級電子元件　耐用100年！

W O R L D ’ s  O N L Y  A L L  F E T R O N  P R E A M P

插上FETRON̶晶體前級
插上真空管̶管前級

“OSA-PRE-FETRON-1” 



　　1960年美國Teledyne做出第一顆JFET（
junction field-effect transistor），1960年代後
期，美國Teledyne做出Dual JFET，Teledyne稱
其名為“FETRON （FET + Electron）”。而第一
顆FET（unipolar field-effect transistors）是
1958年由波蘭科學家Stanislas Teszner發明並首先
將FET運用在商業上。

 
傾國家力量研發的軍規品
　　1960年代後期，美國國防部為了減輕戰機上電
子設備的重量，便開始委託Teledyne開發可以直接
取代真空管的半導體裝置；同時期，為貝爾電話製
造設備的西電（Western Electric）也為電信設備
上數千支真空管運作所散發出來的熱量，以及真空
管燈絲需要的龐大電流傷透腦筋，如今有不需要燈
絲、特性又能和真空管相近的JFET出現，西電也開
始對研發可耐高電壓、直接取代真空管的裝置躍躍
欲試。

　　1970年代，西電與Teledyne都開始生產可以
取代真空管的裝置。西電研發的產品稱 HIN（
Hybrid Integrated Networks），不過，據悉，
西電只用在既有設施，未曾上市銷售。FETRON和
HIN兩者的長相還頗相近，不過，因為太難製作、
也不符合生產利益，西電便停產該產品，轉而向
Teledyne訂購不少可直接取代408A、407A這些真
空管的FETRON。
 
FETRON, HIN：
生產技術太困難所以不再製作
　　同時期，1970年代半導體技術突飛猛進，積體
電路也大量被開發出來，真空管設備迅速被淘汰，
根本也不再需要什麼取代真空管的裝置。所以

FETRON尚未大量生產就被淘汰出局，以致於現在
存世的新品（New Old Stock）非常少見。特別是
當時傾國家力量投入研發的高電壓 JFET生產技術十
分困難，又因良率不高、不符合生產利益，至今亦
無廠家願意生產。

　　即使1979年到80年代初，偶有像Skytec,  
Kirkwood Radio Lab提出像Tubesters或Vudo 
Tube等類FETRON概念的裝置，但要像Teledyne
在1960年代傾國家力量、不計成本生產超高規格的
金字頭的FETRON是絕對不可能再有了！

　　若想要聽聽高電壓JFET的美聲，還好還有
FETRON這款結合的美物可供選擇，惠樺音響
Oriole也運用這個概念推出「晶體／真空管兩用前
級擴大機」。
 

Oriole新推出
       「晶體／真空管兩用前級」的優點
　　
　　使用FETRON的音響有許多相當優異的特點：
 
　　1、不必燈絲電源，除了省錢省力，也斷了一條
會感應HUM聲的途徑。
　　2、雜音和失真都較真空管低，所以當時Mesa 
Boogie和Ampex都在輸入級採用FETRON，以得
到最佳效果。
　　3、沒有麥克風效應。
　　4、長時間使用後，不會有老化現象，特性依然
如新，所以可長時間開機，不用心疼怕換管子。
　　5、不用等待熱機時間，開機即可使用。
　　6、Teledyne當時是以軍規高標準製造，插腳
鍍金、內裡的Hybrid電路也都是用純金線作連接，
不計成本，用料作功都符合最高美聲零件的標準。
　　7、古典元件耐用、壽命長，Teledyne技術文
件以百年的可靠度來形容FETRON。

一百年的可靠度
　　FETRON內是用Hybrid電路，將兩顆JFET 接成
Cascode，來模擬三極管或五極管。好處是輸入特
性佳， 可耐高電壓和頻寬廣。當時開發的目的是直
接取代真空管、不需修改電路。所以Teledyne在推
廣該產品時，主要是著重在FETRON不需燈絲電源
，可減少大量熱耗、壽命又長十倍。如此一來，不
只減少機器的當機時間、也大幅度降低維修成本。
 
快快納入採購清單
　　惠樺的Oriole Sound Audio音響品牌一向以
手工產製、古典元件構成的真空管機備受矚目。如
今，以得來不易的FETRON製作其第一部用Dual 
JFET作放大元件的前級，絕對是限量推出，畢竟
Teledyne製作的FETRON在世新品十分、極為難得
及罕見，值得好眼光的購藏家們，快快納入採購清
單。

 

用JFET打造音響迷的神物
　　1980年代的日本Audio Note（Kondo）專門
手工打造管機。Kondo 先生認為電阻的軟肋是在端
帽接觸點，所以挑直接焊死的精密線繞電阻是好聲
的良策，當時要價十萬美金，是音響迷的神物。
Kondo造機的理念，就是採用極簡電路和極致零件
，重視每個通路和接點。
 
　　雖然今天的Kondo以真空管機名聞天下，但是
Kondo 於1976年在東京成立Audio Note公司後
的第一部作品：Meister-7前級，卻是採用高電壓 
JFET。該JFET是Audio Note委託Sh Terada先生
和Shindengen共同開發生產，當時場效晶體JFET
常常和電子管一樣被用作電壓放大，FET的特性與真
空管類似，可以產生豐富的偶次諧波，但JFET耐壓
較低很少超過50V。
 
　　現在依然如此，因為技術問題，高電壓JFET非
常少見，價錢也很高，如今高電壓FET多是採用技術
難度低得多的MOSFET。但是MOSFET的聲音和
JFET相比，還是少了一些溫潤，所以大多被用在後
級， 所以無法取代真空管。
 
高電壓的JFET如今生產十分困難
　　Terada先生研製的JFET可以耐200V的電壓（
Fetron 可耐壓到300V），由於耐壓大，線性部分
變寬， 使得設計工作變得更加簡單並可降低失真。
Kondo先生的第一部前級便是採用這種JFET作放大
元件，稱為Meister-7，簡稱M-7。Kondo先生主
張使用油質電容作為交連耦合，當時機器推出後，
聲音頗令人驚豔，賣了將近一百台才奠定Audio 
Note的基礎。後來因為生產困難，受委託的供應廠
停產了高電壓的 JFET， Audio Note只好轉為生產
真空管的M-7。不可否認，Audio Note正是靠
JFET打天下，只是如今JFET取得困難，才轉而生產
真空管機；經過了四十年，當年用JFET製作的M-7
還是被很多用家珍藏使用！

High Voltage Resistant FET Amplifier

     The first product made by Audio Note Japan 
was a pre-amplifier, for which I used a high 
voltage resistant FET developed by Mr. Shigeru 
Terada in cooperation with Shindengen.

     The field-effect transistor was usually used as 
a voltage element like a vacuum tube. But 
because of its big distortion this transistor was 
not used for an amplifier pursuing a high perfor-
mance. 

     When used as a voltage element in place of a 
vacuum tube, FET showed a Vp-Ip curve peculiar 
to the semiconductors and profusely generated 
second higher harmonics. Moreover, its low 
voltage resistance (about 50V) made FET difficult 
to be used. Then, Mr. Terada developed a FET 
that could resist 200V. This phenomenal improve-
ment made the job of amplifier designing much 
easier and expanded ranges of low distortion. I 
designed a pre-amplifier using this FET， which 
brought about "Meister-7", alias "M-7". The photo 
below shows the first unit of this model.

     The large box on the top contains 
oil-condensers and chemical condensers for the 
power source. After that, I designed a more 
compact "M7-II" with low distortion, for which I 
chose a Cascode circuit in the amplification 
stage. This circuit contributed to success in 
reducing leakage current dramatically and at the 
same time canceling distortion. I used an 
oil-condenser for the coupling condenser. The 
discontinuation of production of FET called a halt 
to the production of M-7, which had reached 100 
units. I hear that some units are still being cher-
ished.    ——— 針對JFET，Mr. Kondo的現身說法

“現在，您想找一部規規矩矩搭棚製造的管機已經不容易了，如果想要找到一部精緻
手工完成的搭棚管機那就更難。很多人不知道，我們台灣就有這麼一家頂級工藝的搭
棚管機，那就是惠樺。”

“New Life for Vintage Instruments！” 
———極簡的電路，最精緻的古典元件，全機使用全新軍規古典元件達80％以上！

FETRON

本文章資料來源感謝：a. Teledyne Semiconductor於1973年6月出版的FETRON技術文件。 b. Tube Collectors Association於2015年12月出版的會刊中對FETRON的探討。 c. Radiomuseum.de對Skytec公司推出類FETRON元件Tubesters的歷史文件展示。 d.Mr. Phil. Storr經營的同名網站，其2011年2月書寫的FETRON文章，吸引世界各地FETRON愛好者的熱情。 e. TubeColletrion.de中Clare Owens展示其擁有的FETRON收藏，其中TR1010內部拍攝的相當清楚。
                              f. Freepatentsonline.com讓我們檢索到Stanislas Teszner, Teledyne分別於1958年5月、1973年6月提出的FET, FETRON專利申請，於今60年前的手稿，相當憾動人心。 g. 所有對古典元件投注熱情的書寫者、收藏者與製作者們，不吝提供他們所經驗過的FETRON誕生年代脈絡，幫助Oriole在製作器材時，能更加瞭解並妥適運用這些具生命力的超級元件。

OSA-PRE-FETRON-1



▲ 陶怡緯是一位狂愛古典音樂、對聆樂一絲不苟的愛樂者。

▲ 所有Oriole管機的製作都是他用盡了好料、悉心佈局，一針一線
累聚起來的成果。

▲ (左) 戰機上的飛彈發射開關，內部接點由整塊純銀車製，即使丟到
水裡依然可以正常運作，用於惠樺旗艦訂製管機。(右) 線路在電腦繪
製之前，都是一筆一劃手工繪製，每一條線路都經過仔細思考規劃。

Philosophy

How to Order

　　Oriole Sound Audio（Oriole）是惠樺音響旗下品牌。
 
　　Oriole專注於「古典元件（vintage electronics）」的運用，自1958年以來，即有系統的
蒐藏、購入軍事、航太，甚至專用於潛艇、哈伯太空望遠鏡的全新庫藏零件（NOS, New Old 
Stock）取其精密、耐用、壽命長，不計成本開發的歷史特徵，吻合購藏家對音響應永續使用且
高度保值的理念與期待。
 
　　這些誕生自音響黃金時期的古典元件，除了是產品壽命持久的關鍵，其珍貴程度就像初版黑
膠、高年份的紅酒、威士忌，用一個少一個，以後不會再有，承載故事，獨具歷史人文意義。從
研究、設計、量測、組裝、銲接，均在臺灣，工序繁複、裝工考究，念茲在茲以工藝與手藝，留
下時代最有價值的聲音。

　　邀請所有好奇惠樺Oriole器材的朋友們，歡迎預約來訪。針對來訪者，我們提供Oriole器材內、外部完
整的導覽與瞭解，此外，惠樺音響視聽室「金龍廳」，音響大師Mark Levinson譽為亞洲最佳視聽空間！我
們瞭解您親近音樂的心意，誠摯地邀請您來訪、實機試聽，直探最極致精湛的音響工藝誕生地。

惠樺音響視聽空間．縮小版國家音樂廳

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321巷10弄5號

02-8791-2023／0937-145-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