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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R-X7200WA     9.2声道AV环绕接收机

新产品系列的旗舰，单片式L/R分离功放设计
和突破性杜比全景声(DOLBY ATMOS® )

AVR-X7200WA具有终极制作工艺，带有左/右分离单片式功放设
计和定制HDCT（Denon高电流晶体管），确保以最小干扰提供最
佳音质。因有内置Wi-Fi和蓝牙功能，能完美适配所有网络服务，
包括AirPlay、网络音乐串流、互联网收音机和QPlay。通过8个全
HDCP 2.2 兼容 HDMI 输入（其中一个位于前面板），能轻松处理
4K 60Hz 直通信号，甚至将视频升频至1080p 和 4K 60Hz。现在添

加全新的杜比全景声、DTS:X、带多音源/多区域功能的三HDMI输
出以及集成Audyssey MultEQ XT32/Sub EQ HT/LFC，确保对您的
音响设置进行完美校准。独特 Denon Link HD 功能，结合多声道
AL32 Processing 和 DDSC-HD32 技术，实现更高解析度的音频播
放，保证获得终极娱乐乐趣。所有这些聚集成我们乐于提供的最全
面AVR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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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功放数量

功率输出

扬声器阻抗
前置放大器部分
输入灵敏度/阻抗

频率响应

9个（前置L/R，中置，环绕L/R，后置环
绕L/R）纵向1（前置横向/ 纵向2）L/R）

每声道260瓦（6Ω，1 kHz，THD 10%，
单声道驱动）

每声道210瓦（6Ω，1 kHz，THD 1%，
单声道驱动）

每声道190 瓦（6Ω，1 kHz，THD 0.7%，
双声道驱动）

每声道150 瓦（8Ω，20Hz - 20 kHz，
THD 0.05%，双声道驱动
4 -16 Ω

200 mV / 47 kΩ

10 Hz -100 kHz —+1, –3 dB
（DIRECT模式）

信噪比
102 dB（IHF-A计权，
DIRECT模式）

调频(FM)部分
调谐频率范围
普通
电源

功耗

无声功耗

尺寸

重量

87.5 -108 MHz

AC 220 V，50 Hz
780 W（待机0.1 W，CEC
待机0.5 W）

70 W（ECO开）
125 W（ECO关）

宽x高x深
434 x 196 x 427 mm

17.8 kg

端口

输入

输出

其他

HDMI（前置1个）

7.1 声道输入
HDMI监视器

复合（视频）

音频前级输出：(SW)
耳机

蓝牙/Wi-Fi天线
FM/AM调谐器天线

分量
复合（视频）
（前置1个）

模拟音频
数字光纤/同轴
唱头(MM)

RS-232C
USB 端口（前置1）
以太网

区域2/3前级输出

分量

X8
X3

• 

X5

X7
X2 / X2
X1

X1

X1
X2
X1

X1 / X1
遥控输入/ 输出 X1 / X1

X2
触发器输出 X2

X3

X2
X2

13.2 声道
2.0 声道

内置蓝牙、Wi-Fi、AirPlay 和DLNA
直接从开启蓝牙功能的便携式设备（如智能手机、
便 携 式 媒 体 播 放 机 和 平 板 电 脑 ） ， 用
AV R - X 7 2 0 0 WA 串 流 播 放 您 最 喜 欢 的 曲 目 。
AVR-X7200WA可以识别并记住最多8个蓝牙便携
式设备，因此您的家人和朋友也能用它欣赏最喜欢
的 曲 目 。 通 过 内 置 W i - F i 功 能 ， 您 可 以 将
AVR-X7200WA无线连接至您的家庭网络，开启一
个全新的内容串流播放天地，包括超过数千互联网
电台并能通过QPlay功能播放QQMusic中的海量音
乐。利用Air-Play，可以从您的iOS设备（包括
iPod、iPod touch和iPad）直接无线串流播放您最
喜欢的音频曲目。DLNA 1.5 认证能让您通过 PC、
Mac或Android设备欣赏串流内容。通过Denon 
Remote App，您可以从最喜欢的便携式设备无线
控制AVR-X7200WA。Denon Remote App 提供
iOS和Android版本，还可供Kindle Fire使用。

配备了完全支持下一代4K显示器的7+1个输入和
2+1个支持HDCP 2.2 的输出HDMI 端子
为支持HDMI输入的4K视频信号提供了八个系统。
其中一个系统位于前端，您可轻松欣赏来自摄影
机、游戏机或智能手机的视频。除了两个系统能同
时输出外，HDMI输出还有一个新的区域输出端

子，允许将HDMI输入视频和音频输出至子区域。

带Eco 模式的强大9 声道分离放大器
AVR-X7200WA各声道的额定最大功率为210瓦，
具备带有Denon定制晶体管的左/右分离单片式功
放设计，所有9个声道的电路设计完全相同。我们
新的Eco模式具有减少总功耗的能力且提供屏上节
能显示功能，让您查看功耗减少效果。Auto Eco
模式会根据所选音量在正常和Eco模式之间自动切
换，功率放大器模块可驱动低至4Ω的低阻抗扬声
器负载，能与几乎所有类型的扬声器兼容且稳定性
好。

Audyssey MultEQ XT32/Sub EQ HT/LFC
这是最精确的室内音响校正解决方案，具有一万多
个独立控制点，能采集并校正有关房间问题的更细
微细节。所有声道包括两个独立的超低音扬声器声
道均配有超高分辨率滤波器，使最需要校正的低频
范围的音效得到最明显的改善。Audyssey LFC 使
用心理声学算法防止低音穿过墙壁而影响邻居，同
时在收听房间内维持低音性能。AVR-X7200WA配
置Audyssey Pro ready，以提供最先进的专业室内
校正。

杜比全景声(Dolby Atmos)；DTS:X就绪；
杜比全景声使声音实时从各个方向（包括头顶）发
出，让家庭影院充满令人惊叹的清晰、强大、细腻
和深沉的声音。AVR-X7200WA的处理能力可以运
行更丰富经过Audyssey MultEQ XT32校准的7、9
或11声道杜比全景声布局，可使用安装在天花板上
的5.1.2、5.1.4、7.1.2、7.1.4*或9.1.2*配置，或支持
杜比全景声的扬声器。5.1.2或5.1.4扬声器配置基于
传统的5.1扬声器布局，再补充2或4个顶置或支持
杜比全景声的扬声器。7.1.2或7.1.4配置基于7.1扬
声器布局，外加4个顶置或杜比全景声反射式扬声
器。9.1.2配置基于9.1扬声器布局，外加2个顶置扬
声器。
* 需要额外的功率放大器
此外，AVR-X7200WA还准备好使用DTS:X，来自
DTS的最新沉浸式环绕声系统。

多房间/ 多信源
A V R - X 7 2 0 0 W A 允 许 您 同 时 在 主 区 域
（AVR-X7200WA所在的房间）以及区域2和区域3
欣赏节目源。可在所有区域欣赏相同的源，也可按
您的喜好欣赏不同的源。区域的源可以是模拟或2
声道数字PCM源（包括光纤、同轴、HDMI和网
络）。

新特色
•内置Wi-Fi 带双天线
• 内置蓝牙
• 最新HDMI 标准，4K 超高清升频（至60p）和
4:4:4色彩分辨率
• 8 个HDMI 输入（包括一个前置）/ 3 个HDMI 输
出（2 主＋区域输出）；全部支持HDCP 2.2
• 杜比全景声（5.1.2、5.1.4、7.1.2、7.1.4*、
9.1.2*）和DTS:X
• 11.2 声道处理，13.2 声道前级输出
• ISF 认证
• DSD 串流 
• AIFF 串流
• QPlay
• 带有关/ 开/ 自动设置的ECO 模式

* 需要额外的功率放大器

使声音品质最大化的最先进天龙解决方案
• 所有9 个声道同品质和等功率（每声道210 瓦）
的单片式攻放设计（左/ 右分离）
• 动态分离环绕声电路，D.D.S.C.-HD32 及AL32 
Processing Multi-channel、Denon Link HD
• 杜比全景声、Dolby TrueHD 和DTS-HD Master 
A-udio
• 所有声道配备高性能192kHz/32 位D/A 转换器
• Audyssey DSX 和DTS Neo:X 11.1，带来终极环绕
声体验
• 适用于iPod 和iPhone 的数字传输播放功能（通
过USB）可提供最佳音质
• 支持4K 视频，可以在更大显示器和屏幕上以四
倍于当前HD 的更高分辨率欣赏视频。
• Audyssey MultEQ-XT32，进行更高分辨率的室
内校正
• Audyssey LFC，实现最佳深夜低音体验而不会打
扰邻居

易用性及其他特色
• 设置助手，通过图形用户界面提供简单易懂的设
置说明
• 扬声器端子水平排布带颜色编码，便于连接
• 用于标记扬声器电线和HDMI 电缆的标签纸
• Audyssey Dynamic Volume，用于实时音量调整
• Audyssey DynamicEQ，改善低音量时的环绕效
果
• 附带简单易用的遥控器手柄
• 适用于iOS 和Android 的Denon Remote App
• 4 个快速选择按钮和RC 按钮 - 可用于储存最喜
欢的音源、互联网电台和首选设置
• 休眠计时器，可以以10 分钟至120 分钟的间隔设
置
• 待机HDMI 直通
• RS232C，用于自定义安装用途
• 3 区域多房间多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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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R-X6200W     9.2声道AV环绕接收机

带单片式功放设计、3D音频和最新全4K超高清
的高级9.2声道网络AV接收机

利用具有11.2声道处理和13.2前级输出的Denon AVR-X6200W 9声
道AV接收机，享受令人惊叹的环绕声音频体验。强大的放大器部
分具有带定制DHCT（Denon高电流晶体管）的分离单片式设计。
杜比全景声和DTS：X基于对象的环绕声格式，AVR-X6200W已预
备给您带来最完整的惊奇3D声音。高级视频处理和转接部分拥有

全4K超高清直通和变频功能，符合HDMI 2.0a版和全部支持 HDCP 
2.2的规范。三个HDMI输出、多源/多区域功能和集成Audyssey 
MultEQ XT32/LFC保证了整体灵活性，可对您的音响设置进行理想
的校准。此外，双Wi-Fi天线和机载蓝牙使AVR-X6200W能够接收
所有无线服务，包括QPaly、DLNA串流和互联网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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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功放数量

功率输出

扬声器阻抗
前置放大器部分
输入灵敏度/阻抗

频率响应

9个（前置L/R，中置，环绕L/R，后置环
绕L/R）纵向1（前置横向/ 纵向2）L/R）

每声道250瓦（6Ω，1 kHz，THD 10%，
单声道驱动）

每声道205瓦（6Ω，1 kHz，THD 1%，
单声道驱动）

每声道175 瓦（6Ω，1 kHz，THD 0.7%，
双声道驱动）

每声道140 瓦（8Ω，20Hz - 20 kHz，
THD 0.05%，双声道驱动
4 -16 Ω

200 mV / 47 kΩ

10 Hz -100 kHz —+1, –3 dB
（DIRECT模式）

信噪比
102 dB（IHF-A计权，
DIRECT模式）

调频(FM)部分
调谐频率范围 87.5 -108 MHz
调频(AM)部分
调谐频率范围 522 kHz -1611 kHz
普通
电源

功耗

无声功耗

尺寸

重量

AC 220 V，50 Hz
730 W（待机0.1 W，CEC
待机0.5 W）

65 W（ECO开）
110 W（ECO关）

宽x高x深
434 x 167 x 383mm

14.1kg

端口

输入 HDMI（前置1个）
分量
复合（视频）
（前置1个）

模拟音频（前置 1）
数字光纤/同轴
唱头(MM)

X8
X2
X5

X7
X2 / X2
X1

输出

其他

HDMI监视器

复合（视频）

音频前级输出：(SW)
耳机

蓝牙/Wi-Fi天线
FM/AM调谐器天线

RS-232C
USB 端口（前置1）
以太网

区域2/3前级输出

分量

X1

X1
X1
X1

X1 / X1
遥控输入/ 输出 X1 / X1

X2
触发器输出 X2

X3

X2
X1

13.2 声道
2.0 声道

内置蓝牙和Wi-Fi
AVR-X6200W具备蓝牙和Wi-Fi无线流媒体连接功
能，并配备高级双天线RF收发器系统，即使在拥
挤的城市环境，也能提供极可靠、无错误的串流传
输。通过家庭Wi-Fi网络（或通过RJ-45以太网LAN
端口有线连接）可连接互联网，通过QQMusic流
媒体音乐服务欣赏您最喜欢的曲目。还可以选择全
球数千个互联网电台，欣赏应有尽有不同流派的音
乐。通过Ai rP lay，可从iOS设备（包括iPod 
touch、iPhone和iPad）尽情无线收听您最喜欢的
曲目，AVR-X6200W 还获得DLNA 1.5认证，兼容
家用PC或Mac。Denon AVR Remote App让您通
过最喜欢的便携式设备轻松控制AVR-X6200W，
为Apple和Android设备提供不同版本。

最新 DHMI 连接功能；兼容 HDCP 2.2；视频升
频；ISF认证
AVR-X6200W配备8个HDMI输入（包括1个位于前
面板上的便捷输入），带3个HDMI输出，集成了
高级视频处理器，支持4K超高清60Hz全速率视
频、4:4:4纯色子采样和21:9视频直通，同时支持
3D内容、HDR和BT.2020。AVR-X6200W还在所有
HDMI输入上兼容 HDCP 2.2协议，可播放4K超高
清版权保护内容。并且其视频处理器还能将模拟和
数字标清和高清视频升频至4K超高清内容。获得

ISF认证，AVR-X6200W具有全套视频校准控件
（供ISF工程师使用），配备ISF日间和ISF夜间视频
模式。

内置杜比全景声(Dolby Atmos)；DTS:X就绪；
开创性的杜比全景声（Dolby Atmos）环绕声技术
摒弃了基于声道的编码，采用更先进的基于对象的
编码标准，赋予音响设计师在3维空间的任意位置
精确定位声响的能力。利用AVR的11.2处理能力，
您可以通过7.1.2、5.1.4甚至9.1.2*或7.1.4*扬声器配
置（*用额外的2声道放大器）在家里欣赏杜比全景
声。此外，AVR-X6200W还准备好使用DTS:X，来
自DTS的最新沉浸式环绕声系统。更多信息，请访
问www.denon.com/dtsx。

带Eco 模式的强大9 声道分离放大器
AVR-X6200W各声道的额定最大功率为205瓦，具
备带有Denon定制晶体管的单片式功放设计，所
有9个声道的电路设计完全相同。我们新的Eco模
式具有减少总功耗的能力且提供屏上节能显示功
能，让您查看功耗减少效果。Auto Eco 模式会根
据所选音量在正常和Eco模式之间自动切换，功率
放大器模块可驱动低至4Ω的低阻抗扬声器负载，
能与几乎所有类型的扬声器兼容且稳定性好。

Audyssey MultEQ XT32 (Pro ready)
AVRX-X6200W配备了DSP功能的Audyssey 
MultEQ XT32套件，其中包括室内均衡、Dynamic 
EQ和Dynamic Volume。Audyssey Sub EQ HT允
许在家庭影院系统中适当集成两个超低音扬声器，
以 在 宽 广 收 听 区 域 获 得 丰 富 、 饱 满 的 低 音 。
Audyssey MultEQ XT32自动室内声音测量和校正
系统使您的扬声器与室内声学特性相匹配，实现最
平稳、最自然的音调平衡。Audyssey Dynamic EQ
使用先进的心理声学算法，连续调节音调平衡，这
样 即 使 在 较 低 音 量 也 能 听 到 全 频 程 声 音 ， 且
Audyssey Dynamic Volume可抚平恼人的音量跳
动，尤其是大声音广告。Audyssey LFC 能防止低
音穿过墙壁而影响邻居，同时在收听房间内维持低
音性能。AVR-X6200W配置Audyssey Pro ready，
以提供最先进的专业室内校正。

Denon Link HD; AL24 Processing Plus
当连接至兼容的Denon蓝光播放机时，我们专属
的Denon Link HD系统会为关键时序数据提供专用
的路径以消除主数据流中的时基误差所造成的失
真。Denon专属的AL24+音频处理技术提供超高
分辨率数字音频滤波并对主(L/R)音频通道进行精
确定制，带来细节精准的高音、顺畅自然的中音以
及成像清晰的宽阔音场。

新特色
•9.2 声道AV 接收机，每声道205W
•11.2 声道处理；13.2 声道前级输出
•内置WiFi 带双天线；内置蓝牙
•4K/60Hz 全速率直通和4:4:4 全彩分辨率、
HDR、BT.2020
•视频升频，将模拟和数字视频信号升至4K 
60/50Hz
•8 个HDMI 输入（包括一个前置）和3个HDMI 输
出（2 主＋区域输出），全部支持HDCP 2.2
•高达7.1.4或9.1.2的杜比全景声（用额外的2声道放
大器）
•DTS:X
•Audyssey MultEQ XT32（Pro ready）、Sub EQ 
和LFC
•DSD、FLAC、ALAC 和AIFF 高解析度音频串流
•AirPlay、QPlay、互联网收音机
•3 区域/3 信源
•前面板USB 输入

使声音品质最大化的最先进天龙解决方案
• 所有9 个声道同品质和等功率（每声道205 瓦）
的单片式功放设计
• D.D.S.C.-HD Digital 及AL24 Processing Plus ；
Denon Link HD
• Audyssey Dynamic Volume，用于实时音量调整
• Audyssey Dynamic EQ，改善低音量时的环绕效
果
• 高级音频元件
• 所有声道配备高性能192kHz/24 位D/A 转换器
• 多源/ 多区域（第二和第三区域通过扬声器端子
或区域前级输出）
• 适用于iPod 和iPhone 的数字传输播放功能（通
过USB）可提供最佳音质
• 优化低音重定向，可在没有超低音扬声器配置的
情况下获得强大的低音性能
• 时钟时基误差抑制电路

易用性及其他特色
• 带有关/ 开/自动设置的ECO 模式
•扬声器端子水平排布带颜色编码，便于连接
镀金端子
•用于标记扬声器电线和HDMI 电缆的标签纸
•附带易用的预设遥控器手柄
•设置助手提供简单易懂的设置说明，高级图形用
户界面具有中文菜单
•适用于iOS 和Android 的Denon AVR Remote 
App
•4 个快速选择按钮 - 可用于储存最喜欢的音源、
互联网电台和首选设置
•RS232C，用于自定义安装用途
•待机HDMI 直通
•自动待机和0.1 W 的低待机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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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R-X4200W     7.2声道AV环绕接收机

强大的高级AV接收机，带有WI-FI、蓝牙®、
3D音频、全4K超高清和9声道处理

Denon AVR-X4200W AV具备杜比全景声和DTS:X环绕声解码，实
现终极家庭影院体验，让您沉浸在令人兴奋的3D环绕声中通过使
用高品质的192kHz/32位 D/A 转换器，支持著名的 Denon AL24 
Processing Plus 技术，使所有音频信号都得到改善。Wi-Fi和蓝牙
提供完整的无线连接性。从互联网电台、QPlay 或本地网络存储串
流您最喜欢的音乐，以及使用AirPlay或蓝牙从智能设备直接串

流。得益于带升频能力的高级视频处理器，即使是低分辨率源，也
能欣赏到4K超高清视频（包括全部支持 HDCP 2.2）。利用其九声
道处理能力、十一个扬声器端子和13.2声道前级输出连接，
AVR-X4200W在提供多区域和放大器分配选项方面提供巨大的灵
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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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功放数量

功率输出

扬声器阻抗
前置放大器部分
输入灵敏度/阻抗

频率响应

7 个（前置L/R，中置，环绕L/R，
后置环绕L/R）

每声道235瓦（6 Ω，1 kHz，THD 10%，
单声道驱动）

每声道200瓦（6 Ω，1 kHz，THD 1%，
单声道驱动）

每声道165瓦（6 Ω，1 kHz，THD 0.7%，
双声道驱动）

每声道125瓦（8 Ω，20 Hz -20 kHz，
THD 0.08%，双声道驱动）
4 -16 Ω

200 mV / 47 kΩ

10 Hz -100 kHz —+1, –3 dB
（DIRECT模式）

信噪比
100 dB（IHF-A计权，
DIRECT模式）

调频(FM)部分
调谐频率范围
普通
电源

功耗

无声功耗

尺寸

重量

87.5 -108 MHz

AC 220 V，50 Hz
670 W（待机0.1 W，CEC
待机0.5 W）

55 W（ECO开）
85 W（ECO关）

宽x高x深
434 x 167 x 389 mm

12.6 kg

端口

输入

输出

其他

HDMI（前置1个）

USB（前置）
HDMI监视器

复合（视频）

音频前级输出：(SW)
耳机

麦克风端口

FM调谐器天线
AM调谐器天线

分量
复合（视频）
（前置1个）

模拟音频
数字光纤/同轴
唱头(MM)

RS-232C
以太网

区域2前级输出

分量

X8
X2

X1

X4

X5
X2/X2
X1

X1

X1
X1
X1

X1
X1

X3

X1
X1

13.2 声道
2.0 声道

内置蓝牙和Wi-Fi
AVR-X4200W 具备蓝牙和Wi-Fi 无线流媒体连接功
能，并配备高级双天线RF收发器系统，即使在拥
挤的城市环境，也能提供极可靠、无错误的串流传
输。通过家庭Wi-Fi网络（或通过RJ-45以太网LAN 
端口有线连接）可连接互联网，从QPlay等流媒体
音乐服务欣赏您最喜欢的曲目。还可以选择全球数
千个互联网电台，欣赏应有尽有不同流派的音乐。
通过AirPlay，可从iOS设备（包括 iPod touch、
iPhone和iPad）尽情无线收听您最喜欢的曲目，
AVR-X4200W 还获得DLNA 1.5认证，兼容家用PC 
或Mac。Denon AVR Remote App让您通过最喜欢
的便携式设备轻松控制AVR-X4200W，为Apple和
Android 设备提供不同版本。

最新DHMI 连接功能；兼容HDCP 2.2 ；视频升
频；ISF认证
AVR-X4200W配备8 个HDMI输入（包括1个位于前
面板上的便捷输入），带三HDMI 输出，集成了高
级视频处理器，支持4K 超高清60 Hz全速率视频、
4:4:4 纯色子采样和21:9 视频直通，同时支持3D内
容、HDR和BT.2020。AVR-X4200W还在所有
HDMI输入上兼容HDCP2.2协议，可播放4K超高清
版权保护内容。并且其视频处理器还能将模拟和数

字标清和高清视频升频至4K超高清内容。获得ISF
认证，AVR-X4200W具有全套视频校准控件（供
ISF工程师使用），配备ISF日间和ISF夜间视频模
式。

内置杜比全景声(Dolby Atmos)；DTS:X就绪
开创性的杜比全景声 (Dolby Atmos) 环绕声技术摒
弃了基于声道的编码，采用更先进的基于对象的编
码标准，赋予音响设计师在3维空间的任意位置精
确定位声响的能力。利用AVR 的9 声道处理能力，
您可以通过5.1.2、甚至5.1.4* 或7.1.2* 扬声器配置
（*用额外的2声道放大器）在家里欣赏杜比全景
声。此外，AVR-X4200W还准备好使用DTS:X，来
自DTS的最新沉浸式环绕声系统。更多信息，请访
问www.denon.com/dtsx 。

带Eco 模式的强大7 声道分离放大器
AVR-X4200W在所有声道上配备高电流分离功率
输出装置，额定功率为每声道200 瓦。为兼容各种
型号的扬声器，AVR-X4200W兼具低阻抗驱动能
力，能使4欧姆扬声器稳定工作。Eco模式可根据
音量调节功放输出以降低功耗，而屏上节能显示功
能让您可以实时查看功耗节省情况。

Audyssey MultEQ XT32 (Pro ready)
AVR-X4200W配备了DSP功能的Audyssey MultEQ 
XT32套件，其中包括室内均衡、Dynamic EQ 和
Dynamic Volume。Audyssey MultEQ XT32 自动
室内声音测量和校正系统使您的扬声器与室内声学
特性相匹配，实现最平稳、最自然的音调平衡。
Audyssey Dynamic EQ 使用先进的心理声学算
法，连续调节音调平衡，这样即使在较低音量也能
听到全频程声音，且Audyssey Dynamic Volume 
可抚平恼人的音量跳动，尤其是大声音广告。
Audyssey LFC 能防止低音穿过墙壁而影响邻居，
同时在收听房间内维持低音性能。AVR-X4200W 
配置Audyssey Pro ready，以提供最先进的专业室
内校正。

Denon Link HD; AL24 Processing Plus
当连接至兼容的Denon蓝光播放机时，我们专属
的Denon Link HD 系统会为关键时序数据提供专用
的路径以消除主数据流中的时基误差所造成的失
真。Denon专属的AL24+音频处理技术提供超高
分辨率数字音频滤波并对主(L/R)音频通道进行精
确定制，带来细节精准的高音、顺畅自然的中音以
及成像清晰的宽阔音场。

主要特色 [新]
•7.2 声道AV 接收机，每声道200W
•9.2 声道处理；13.2 声道前级输出
•内置WiFi 带双天线；内置蓝牙
•4K/60 Hz 全速率直通和4:4:4 全彩分辨率、
HDR、BT.2020
•视频升频，将模拟和数字视频信号升至4K 
60/50Hz
•8 个HDMI 输入（包括一个前置）和3 个HDMI 输
出（ 2 主＋区域输出），全部支持 HDCP 2.2
•高达5.1.4 或7.1.2 的杜比全景声（用额外的2声道
放大器）
•DTS:X
•Audyssey MultEQ XT32（Pro 准备就绪）、Sub 
EQ 和LFC
•DSD、FLAC、ALAC 和AIFF 高解析度音频串流
• AirPlay、QPlay、互联网收音机
• 3 区域/3 信源
• 前面板USB 输入

使声音品质最大化的最先进天龙解决方案
• 所有声道完全分立、同品质和等功率（ 7 声道，
每声道 200 瓦）
•D.D.S.C.-HD Digital 及AL24 Processing Plus ；
Denon Link HD
• Audyssey Dynamic Volume，用于实时音量调整
• Audyssey Dynamic EQ，改善低音量时的环绕效
果
• 高级音频元件
• 所有声道配备高性能192kHz/32 位D/A 转换器
• 多源/ 多区域（第二和第三区域通过扬声器端子
或区域前级输出）
•适用于iPod 和iPhone 的数字传输播放功能（通
过USB）可提供最佳音质
• 优化低音重定向，可在没有超低音扬声器配置的
情况下获得强大的低音性能
• 时钟时基误差抑制电路

使用方便
• 带有关/ 开/ 自动设置的ECO 模式
• 扬声器端子水平排布带颜色编码，便于连接
• 用于标记扬声器电线和HDMI 电缆的标签纸
• 附带简单易用的预设遥控器
• 设置助手提供简单易懂的设置说明，中文高级图
形用户界面
• 适用于iOS和Android的Denon AVR Remote 
App
• 4 个快速选择按钮，可用于储存最喜欢的音源、
互联网电台和首选设置
• RS232C，用于自定义安装用途
• 待机HDMI直通
• 自动待机和0.1 W的低待机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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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要求用户的成熟家庭影院中心
使您在最先进沉浸式3D音效中声临其境：Denon AVR-X3300W A/V接收机具有杜比全景声(Dolby Atmos)解码能力，为最新大片电
影原声带带来终极家庭影院体验。

亮 点 您将获得
7.2声道AV接收机，每声道180W(6Ω，1kHz，THD1%，单声道驱动)
内置WiFi并支持2.4GHz/5GHz双带宽，内置蓝牙
4K/60Hz全速率直通、4:4:4彩色分辨率、HDR和BT.2020
8个HDMI输入（包括1个前置），全部支持HDCP 2.2；2个HDMI输出
具有模拟至HDMI转换和全速率4K升频功能的高级视频处理
杜比全景声（高达5.1.2）和DTS:X
AirPlay、蓝牙、互联网收音机、Qplay、网络音频串流
支持DSD (2.8/5.6MHz)、FLAC、ALAC、AIFF和WAV文件
Audyssey MultEQ XT32、Dynamic Volume（动态音量）、
Dynamic EQ（动态均衡器）和SUB EQ HT
颜色编码扬声器端子、设置助手、Denon 2016 AVR Remote App
高级多区域选项；7.2声道前级输出；RS232控制
带有关/开/自动设置功能的智能ECO模式

功率足以将独特Denon声音充满更大的房间
改善了网络稳定性，特别是在WiFi拥挤的家庭
面向未来兼容性的最新HDMI标准
大量输入端口；预备以不同信号传输至电视机和投影仪
现有DVD或模拟源获得全高清甚至超高清视频品质
惊人3D声音以及来自头顶的特效
访问几乎不受限制的在线音乐源
为HiFi发烧友提供高解析度音频串流，甚至无缝播放
为您个人的房间带来完美均衡，包括重低音扬声器EQ

Hassle-free（无忧）安装、设置和操作
在多个房间播放音频和视频；预升级第三方家庭自动化系统
不影响音质的节能模式

AVR-X3300W     7.2声道AV环绕接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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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Eco模式的强大7声道分离放大器
AVR-X3300W在所有声道上配备高电流分离功率
输出装置，额定功率为每声道180瓦（6Ω，1 
kHz，THD1%，单声道驱动）。为兼容各种型号的
扬声器，AVR-X3300W兼具低阻抗驱动能力，能
使低至4Ω的扬声器稳定工作。Denon的智能ECO
模式会根据信号电平调整功耗，并有屏上Eco模式
显示，让您能实时看到ECO模式节省了多少能
源。

内置蓝牙和Wi-Fi
AVR-X3300W具备蓝牙和Wi-Fi无线流媒体连接功
能，并配备高级双天线系统，即使在拥挤的城市环
境，也能提供极可靠、无错误的串流传输。通过家
庭Wi-Fi网络（或通过RJ-45以太网LAN端口有线连
接）连接互联网，能使您从Qplay等流媒体音乐服
务欣赏您最喜欢的曲目。还可以选择全球数千个互
联网电台，欣赏应有尽有不同流派的音乐和语言娱
乐节目。AirPlay能让您通过iPod touch、iPhone或
iPad无线播放您最喜欢的曲目，并且您可以通过网
络串联收听储存在家用PC或Mac或NAS设备上的
音乐文件。全新的Denon 2016 AVR Remote App
能 让 您 通 过 智 能 手 机 或 平 板 电 脑 控 制
AVR-X1300W：还可供AppleiOS、Android使用。

杜比全景声(Dolby Atmos)和DTS:X
Dolby开创性的杜比全景声 (Dolby Atmos) 技术摒
弃使用了数十年的基于声道的环绕声编码，采用先
进的基于对象的编码标准，赋予音响设计师在三维
声响空间的任意位置精确定位声响的能力。现在，
您可以通过AVR-X3300W在家中享用这一获奖技

术，AVR-X3300W能够连接5.1环绕声扬声器系
统，外加2个顶置扬声器，或2个额外的杜比全景
声 (Dolby Atmos) 认证高位扬声器，获得极致家庭
影院体验。

DTS:X：最新的沉浸式环绕声系统DTS:X具备类似
基于对象的音频编码功能，并提供顶置扬声器带来
震撼性环绕声体验。（关于DTS:X的更多信息，请
访问www.denon.com/dtsx）。这包括Dolby 
Surround和DTS Neural:X上混频：利用音响房间内
安装的全套扬声器，拥有“3D”声音扬声器设置的
用户能够从传统的Dolby或DTS编码内容，甚至从
立体声音乐得到增强的环绕声体验。

最新 HDMI 2.0a 连接功能；兼容 HDCP 2.2；获
ISF认证
为未来做准备，有不少于八个的HDMI输入（包括
一个位于前面板上的便捷输入）和两个HDMI输
出，AVR-X3300W高级视频部分的每个输入都符
合最新的HDMI规格，包括支持4K全高清60Hz视
频、4:4:4纯色子采样、高动态范围(HDR)和21:9视
频、3D、和BT.2020直通。还具备4K超高清版权保
护内容所要求的HDCP 2.2兼容性，确保为下一代
蓝光光盘播放机、机顶盒及其他4K超高清源做好
准备。此外，其视频处理器还能将所有模拟和数字
视 频 升 频 至 4 K 超 高 清 内 容 。 获 得 I S F 认 证 ，
AVR-X3300W具有全套视频校准控件（供ISF工程
师使用），配备ISF日间和ISF夜间视频模式。

高解析度音频
AVR-X3300W有能力解码最高24位/192-kHz无损

文件（AIFF、FLAC和WAV；ALAC/Apple无损达
24位/96kHz）以及DSD 2.8MHz（SACD的高保真
格式）和现在的5.6MHz曲目，探索高解析度音频
曲目令人难以置信的保真度。通过前面板USB从存
储设备或从网络源进行播放 - AVR-X3300W还能播
放MP3等压缩文件类型。

高级Audyssey室内校正套件
配 备 高 级 D S P 算 法 的 完 整 A u d y s s e y 套 件 ，
AVR-X3300W具有Audyssey MultEQ XT32自动室
内 声 音 校 正 功 能 。 使 用 附 带 的 测 量 麦 克 风 ，
MultEQXT32可在最多8个测量位置分析各扬声器
的输出（包括超低音扬声器），并产生能优化各声
道以获得正确频率和时域响应的精确数字滤波器。 
Audyssey Dynamic Volume能抚平音量上的恼人
跳动（如电视广告），让您以更低声级的收听但仍
能欣赏到清晰的对话、音乐和音效。Audyssey 
Dynamic EQ在任意收听声级提供全频程清晰的精
准音调定制。Audyssey Sub EQ HT为双超低音扬
声器音响设置中的各超低音扬声器提供单独的DSP
定制，相比单超低音扬声器配置能获得更低沉的低
音并改善清晰度。

设置方便、使用方便
AVR-X3300W清楚、易于理解的图形化屏上显示
会指导您完成设置过程，从而确保正确配置。专属
的设置助手和附带的快速启动向导共同提供方便的
设置指导，逐步引导用户优化关键设置，使系统实
现尽可能最佳的声音和视频品质。

技术参数

功放数量

功率输出

扬声器阻抗

前置放大器部分

输入灵敏度/阻抗

频率响应

7个（前置L/R，中置，环绕L/R，
后置环绕L/R）

每声道215瓦（6Ω，1kHz，THD10%，
单声道驱动,JEITA）

每声道180瓦（6Ω，1kHz，THD1%，
单声道驱动）

每声道135瓦（6Ω，1kHz，THD0.7%，
双声道驱动）

每声道105瓦（8Ω，20Hz - 20
kHz，THD 0.08%，双声道驱动）

4 -16 Ω

200 mV / 47 kΩ

10 Hz -100 kHz —+1, –3 dB
（DIRECT模式）

信噪比
100 dB（IHF-A计权，
DIRECT模式）

调频(FM)部分

调谐频率范围

调幅(AM)部分

调谐频率范围

普通

电源

功耗

无声功耗

尺寸

重量

87.5 -108 MHz

522 kHz –1611 kHz

AC 220 V，50 Hz

600 W（待机0.1 W，CEC
待机0.5 W）

45 W（ECO开）
80 W（ECO关）

宽x高x深
434 x 167 x 339 mm

10.8 kg

端口

输入

输出

其他

HDMI（前置1个）

分量（视频）

模拟音频

数字光纤/同轴

USB（前置）

HDMI监视器/区域2

复合监视器

音频前级输出（低音炮）

区域2

以太网

麦克风端口

FM调谐器天线

AM调谐器天线

X8

X2

X5

X2 / X2

X1

X1

耳机 X1

X1

X1

X1

X1

RS232 /12V触发器输出 X1 / X1

X1 / X1

X1

7.2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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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要求但又关心价格的发烧友的首选
满载最新音频和视频技术的AVR-X2300W，带来通过精湛声音调谐优化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沉浸式环绕声 – 更不用提其充沛的放大器功率。

亮 点 您将获得
7.2声道AV接收机，每声道150W（6 Ω，1 kHz，THD 1%，单声道驱动）
内置WiFi并支持2.4GHz/5GHz双带宽，内置蓝牙
4K/60Hz全速率直通、4:4:4彩色分辨率、HDR和BT.2020
8个HDMI输入（包括1个前置）全部支持HDCP 2.2；
2个HDMI输出
将HDMI源升频至4K的高级视频处理
杜比全景声（达到5.1.2）和DTS:X
AirPlay、蓝牙、互联网收音机、Qplay、网络音频串流
支持DSD (2.8/5.6MHz)、FLAC、ALAC、AIFF和WAV文件
Audyssey MultEQ XT、Dynamic Volume（动态音量）和Dynamic 
EQ（动态均衡器）
颜色编码扬声器端子、设置助手、Denon 2016 AVR Remote App
带有关/开/自动设置功能的智能ECO模式

功率足以将独特Denon声音充满中等大小的房间
改善了网络稳定性，特别是在WiFi拥挤的家庭
面向未来兼容性的最新HDMI标准
大量输入端口，足以连接各种数字设备；预备并行馈送
电视机和投影仪
现有DVD或其他数字视频源获得全高清甚至超高清视频品质
惊人3D声音以及来自头顶的特效
访问几乎不受限制的在线音乐源
为HiFi发烧友提供高解析度音频串流，甚至无缝播放
为您个人的房间带来完美均衡

Hassle-free（无忧）安装、设置和操作
不影响音效的节能模式

AVR-X2300W     7.2声道AV环绕接收机

Denon AVR-X2300W
Jun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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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Eco模式的强大7声道分离放大器
AVR-X2300W在所有七条声道上配备高电流分离
功率输出装置，额定功率为每声道150瓦。还配备
高电流低阻抗驱动能力，兼容最大范围的扬声器型
号（低至4欧姆）。Eco模式可根据音量调节功放
输出以降低功耗，而屏上节能显示功能提供节能情
况的实时监控。

内置蓝牙和Wi-Fi
AVR-X2300W具备蓝牙和Wi-Fi无线流媒体连接功
能，并配备高级双天线系统，即使在拥挤的城市环
境，也能提供极可靠、无错误的串流传输。通过家
庭Wi-Fi网络（或通过RJ-45以太网LAN端口有线连
接）连接互联网，能使您从Qplay等流媒体音乐服
务欣赏您最喜欢的曲目。还可以选择全球数千个互
联网电台，欣赏应有尽有不同流派的音乐和语言娱
乐节目。AirPlay能让您通过iPod touch、iPhone或
iPad无线播放您最喜欢的曲目，并且您可以通过网
络串联收听储存在家用PC或Mac或NAS设备上的
音乐文件。全新的Denon 2016 AVR Remote App
能让您通过网络连接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控制
AVR-X2300W：还可供 Apple iOS 和 Android 使
用。

杜比全景声(Dolby Atmos)和DTS:X
Dolby开创性的杜比全景声 (Dolby Atmos) 技术摒
弃使用了数十年的基于声道的环绕声编码，采用先
进的基于对象的编码标准，赋予音响设计师在三维
声响空间的任意位置精确定位声响的能力。现在，
您可以通过AVR-X1300W在家中享用这一获奖技
术，AVR-X2300W能够连接5.1环绕声扬声器系

统，外加2个顶置扬声器，或2个额外的杜比全景
声 (Dolby Atmos) 认证高位扬声器，获得极致家庭
影院体验。

DTS:X：最新的沉浸式环绕声系统DTS:X具备类似
基于对象的音频编码功能，并提供顶置扬声器带来
震 撼 性 环 绕 声 体 验 。 （ 更 多 信 息 ， 请 访 问
www.denon.com/dtsx）。这包括Dolby Surround
和DTS Neural:X上混频：利用音响房间内安装的全
套扬声器，拥有“3D”声音扬声器设置的用户能够
从传统的Dolby或DTS编码内容，甚至从立体声音
乐得到增强的环绕声体验。

最新HDMI 2.0a 连接功能；兼容 HDCP 2.2；获
ISF认证
有不少于八个的HDMI输入（包括一个位于前面板
上 的 便 捷 输 入 ） ， 外 加 两 个 H D M I 输 出 ，
AVR-X2300W的高级视频部分的每个输入都符合
最新HDMI规格，包括支持4K全高清60Hz视频、
4:4:4纯色子采样、高动态范围(HDR)和21:9视频、
3D、和BT.2020直通。AVR-X2300W还具备4K超高
清版权保护内容所要求的 HDCP 2.2 兼容性，确保
为下一代蓝光光盘播放机、机顶盒及其他4K超高
清源做好准备。此外，其视频处理器还能将数字标
清和高清视频升频至4K超高清内容。获得ISF认
证，AVR-X2300W具有全套视频校准控件（供ISF
工程师使用），配备ISF日间和ISF夜间视频模式。

高解析度音频
AVR-X2300W有能力解码最高24位/192-kHz无损
文件（AIFF、FLAC和WAV；ALAC/Apple无损达

24位/96kHz）以及DSD 2.8MHz（SACD的高保真
格式）和现在的5.6MHz曲目，探索高解析度音频
曲目令人难以置信的保真度。通过前面板USB从存
储设备或从网络源进行播放 – AVR-X2300W还能
播放MP3等压缩文件类型。

Audyssey室内校正
作为首家采用Audyssey高级DSP音频算法的AV接
收机制造商，Denon为AVR-X2300W带来了DSP功
能的Audyssey Silver套件，其中包括MultEQ XT、
Dynamic EQ 和 Dynamic Volume 。Audyssey 
MultEQ XT自动室内声音测量和校正系统使用附带
的麦克风和一个测试音序列使您的扬声器与室内声
学特性相匹配，实现最平稳、最自然的音调平衡。
MultEQ XT系统在此为主扬声器和卫星扬声器提供
更好的滤波精度，可在最多8个测量位置获得8倍
于基本MultEQ系统的分辨率，从而确保整个家庭
的最佳音效，而非仅仅个人的理想‘最佳位置’。
Audyssey Dynamic EQ使用先进的心理声学算法，
连续调节音调平衡，带来即使在较低音量也能听到
全频程声音；Audyssey Dynamic Volume 可抚平
那些恼人的音量跳动 – 尤其是大声音广告 – 实现
轻松的观赏体验。

设置方便、使用方便
AVR-X2300W清楚、易于理解的图形化屏上显示
会指导您完成设置过程，从而确保正确配置。专属
的设置助手和附带的快速启动向导共同提供方便的
设置指导，逐步引导用户优化关键设置，使系统实
现尽可能最佳的声音和视频品质。

技术参数

功放数量

功率输出

扬声器阻抗

前置放大器部分

输入灵敏度/阻抗

频率响应

7个（前置L/R，中置，环绕L/R，
后置环绕L/R）

每声道185瓦（6 Ω，1 kHz，THD 10%，
单声道驱动）

每声道150瓦（6 Ω，1 kHz，THD 1%，
单声道驱动）

每声道125瓦（6 Ω，1 kHz，THD 0.7%，
双声道驱动）

每声道95瓦（8 Ω，20 Hz -20 kHz，
THD 0.08%，双声道驱动）

4 -16 Ω

200 mV / 47 kΩ

10 Hz -100 kHz —+1, –3 dB
（DIRECT模式）

信噪比
100 dB（IHF-A计权，DIRECT
模式）

调频(FM)部分

调谐频率范围

调幅(AM)部分

调谐频率范围

普通

电源

功耗

无声功耗

尺寸

重量

87.5 -108 MHz

522 kHz –1611 kHz

AC 220 V，50 Hz

500 W（待机0.1 W，CEC
待机0.5 W）

35 W（ECO开）
75 W（ECO关）

宽x高x深
434 x 167 x 339 mm

9.4 kg

端口

输入

输出

其他

HDMI（前置1个）

分量（视频）

模拟音频

数字光纤

USB（前置）

HDMI监视器

视频/分量监视器

音频前级输出：
区域2 / SW

耳机

以太网

麦克风端口

FM调谐器天线

AM调谐器天线

X8

X2

X4

X2

X1

X1

X1

X1

X1

X1

X2

X1 / X1

x1 / 0.2 
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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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R-X1300W     7.2声道AV环绕接收机

全功能家庭影院入门产品
AVR-X1300W 7.2声道杜比全景声(Dolby Atmos) A/V接收机让您体验最新的家庭影院音频格式，为当今先进的电影原声带来令人惊喜的沉
浸式环绕效果。

亮 点 您将获得
7.2声道AV接收机，每声道145W（6 Ω，1 kHz，THD 1%，单声道驱动）
内置WiFi并支持2.4GHz/5GHz双带宽，内置蓝牙
4K/60Hz全速率直通、4:4:4彩色分辨率、HDR和BT.2020
6个HDMI输入（包括1个前置），全部支持HDCP 2.2
杜比全景声（达到5.1.2）和DTS:X
AirPlay、蓝牙、互联网收音机、Qplay、网络音频串流
支持DSD (2.8/5.6MHz)、FLAC、ALAC、AIFF和WAV文件
AudysseyMultEQXT、Dynamic Volume（动态音量）和Dynamic 
EQ（动态均衡器）
颜色编码扬声器端子、设置助手、Denon2016 AVR Remote App
带有关/开/自动设置功能的智能ECO模式

功率足以将独特Denon声音充满中等大小的房间
改善了网络稳定性，特别是在WiFi拥挤的家庭
面向未来兼容性的最新HDMI标准
大量输入端口，足以连接蓝光播放机、游戏机等
惊人3D声音以及来自头顶的特效
访问几乎不受限制的在线音乐源
为Hi-Fi发烧友提供高解析度音频串流，甚至无缝播放
为您个人的房间带来完美均衡

Hassle-free（无忧）安装、设置和操作
不影响音质的节能模式



12

技术参数

功放数量

功率输出

扬声器阻抗

前置放大器部分

输入灵敏度/阻抗

频率响应

7个（前置L/R，中置，环绕L/R，
后置环绕L/R或纵向）

每声道175瓦（6 Ω，1 kHz，THD 10%，
单声道驱动）

每声道145瓦（6 Ω，1 kHz，THD 1%，
单声道驱动）

每声道120瓦（6 Ω，1 kHz，THD 0.7%，
双声道驱动）

每声道80瓦（8 Ω，20 Hz -20 kHz，
THD 0.08%，双声道驱动）

4 -16 Ω

200 mV / 47 kΩ

10 Hz -100 kHz —+1, –3 dB
（DIRECT模式）

信噪比
98 dB（IHF-A计权，DIRECT
模式）

调频(FM)部分

调谐频率范围

调幅(AM)部分

调谐频率范围

普通

电源

功耗

无声功耗

尺寸

重量

87.5 -108 MHz

522 kHz –1611 kHz

AC 220 V，50 Hz

430 W（待机0.1 W，CEC
待机0.5 W）

29 W（ECO开）
39 W（ECO关）

宽x高x深
434 x 167 x 339 mm

8.5 kg

端口

输入

输出

其他

HDMI（前置1个）

复合（视频）

模拟音频

数字光纤

USB（前置）

HDMI监视器

复合监视器

音频前级输出
（低音炮）

耳机

以太网

麦克风端口

FM调谐器天线

AM调谐器天线

X6

X2

X2

X2

X1

X1

X1

X1

X1

X1

X1

X1

0.2 
声道

带Eco模式的强大7声道分离放大器
AVR-X1300W在所有七条声道上配备高电流分离功
率输出装置，额定功率为每声道145瓦（6Ω，
1kHz，THD1%，单声道驱动）。还配备高电流低
阻抗驱动能力，兼容最大范围的扬声器型号（低至
4欧姆）。Eco模式可根据音量调节功放输出以降
低功耗，而屏上节能显示功能提供节能情况的实时
监控。

内置蓝牙和Wi-Fi
AVR-X1300W具备蓝牙和Wi-Fi无线流媒体连接功
能，并配备高级双天线系统，即使在拥挤的城市环
境，也能提供极可靠、无错误的串流传输。通过家
庭Wi-Fi网络（或通过RJ-45以太网LAN端口有线连
接）连接互联网，能使您从Qplay等流媒体音乐服
务欣赏您最喜欢的曲目。还可以选择全球数千个互
联网电台，欣赏应有尽有不同流派的音乐和语言娱
乐节目。AirPlay能让您通过iPodtouch、iPhone或
iPad无线播放您最喜欢的曲目，并且您可以通过网
络串联收听储存在家用PC或Mac或NAS设备上的
音乐文件。全新的Denon 2016 AVR Remote App
能让您通过网络连接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控制
AVR-X1300W：还可供Apple iOS和Android使用。

杜比全景声(DolbyAtmos)和DTS:X
Dolby开创性的杜比全景声 (Dolby Atmos) 技术摒
弃使用了数十年的基于声道的环绕声编码，采用先
进的基于对象的编码标准，赋予音响设计师在三维
声响空间的任意位置精确定位声响的能力。现在，
您可以通过AVR-X1300W在家中享用这一获奖技

术，AVR-X1300W能够连接5.1环绕声扬声器系
统，外加2个顶置扬声器，或2个额外的杜比全景
声 (Dolby Atmos) 认证高位扬声器，获得极致家庭
影院体验。

DTS:X：最新的沉浸式环绕声系统DTS:X具备类似
基于对象的音频编码功能，并提供顶置扬声器带来
震 撼 性 环 绕 声 体 验 。 ( 更 多 信 息 ， 请 访 问
www.denon.com/dtsx）。这包括Dolby Surround
和DTS Neural:X上混频：利用音响房间内安装的全
套扬声器，拥有“3D”声音扬声器设置的用户能够
从传统的Dolby或DTS编码内容，甚至从立体声音
乐得到增强的环绕声体验。

最新的HDMI连接功能；兼容HDCP2.2
AVR-X1300W的六个HDMI输入，包括一个位于前
面板上的便捷输入，全部符合最新的HDMI规格，
包括支持4K全高清60Hz视频、4:4:4纯色子采样、
高动态范围(HDR)和21:9视频、3D、和BT.2020直
通。高级视频部分还具备4K超高清版权保护内容
所要求的 HDCP 2.2 兼容性，确保AVR-X1300W为
下一代蓝光光盘播放机、机顶盒及其他4K超高清
源做好准备。

高解析度音频
AVR-X1300W有能力解码最高24位/192-kHz无损
文件（AIFF、FLAC和WAV；ALAC/Apple无损达
24位/96kHz）以及DSD 2.8MHz（SACD的高保真
格式）和现在的5.6MHz曲目，探索高解析度音频

曲目令人难以置信的保真度。通过前面板USB从存
储设备或从网络源进行播放–AVR-X1300W还能播
放MP3等压缩文件类型。

Audyssey室内校正
作为首家采用Audyssey高级DSP音频算法的AV接
收机制造商，Denon为AVR-X1300W带来了DSP功
能的Audyssey Silver套件，其中包括MultEQ XT、
Dynamic EQ 和 Dynamic Volume。Audyssey 
MultEQ XT自动室内声音测量和校正系统使用附带
的麦克风和一个测试音序列使您的扬声器与室内声
学特性相匹配，实现最平稳、最自然的音调平衡。
MultEQ XT系统在此为主扬声器和卫星扬声器提供
更好的滤波精度，可在最多8个测量位置获得8倍
于基本MultEQ系统的分辨率，从而确保整个家庭
的最佳音效，而非仅仅个人的理想“最佳位置”。
Audyssey Dynamic EQ使用先进的心理声学算法，
连续调节音调平衡，带来即使在较低音量也能听到
全频程声音；Audyssey Dynamic Volume 可抚平
那些恼人的音量跳动–尤其是大声音广告–实现轻
松的观赏体验。

设置方便、使用方便
AVR-X1300W清楚、易于理解的图形化屏上显示会
指导您完成设置过程，从而确保正确配置。专属的
设置助手和附带的快速启动向导共同提供方便的设
置指导，逐步引导用户优化关键设置，使系统实现
尽可能最佳的声音和视频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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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R-X520BT     5.2声道AV环绕接收机

强大的5.2声道AV接收机，带无线蓝牙
(BLUETOOTH®)串流功能并兼容HDCP 2.2和
4K超高清/60HZ视频直通

将高性能和高价值完美地结合在一起，Denon AVR-X520BT带来超
凡的声音保真度以及众多高级功能，包括兼容最新HDMI 规范，以
及4K超高清版权保护内容所必需的最新 HDCP 2.2 规范。视频部分
有5个HDMI输入，其中3个具有4K超高清/60Hz全帧速率和4:4:4 
纯色子采样直通功能，可提供极致家庭影院体验。我们的专属
Denon设置助手可快速方便地指导您完成整个设置过程，包括使

用附带测量麦克风进行自动扬声器配置和优化。配备了蓝牙无线音
频串流功能，AVR-X520BT还在前面板上配备便捷USB端口，用于
串流您最喜欢的曲目和给便携式设备充电，而 Denon 500 Series 
Remote App 让您能通过蓝牙设备控制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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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噪比
98 dB（IHF-A计权，DIRECT
模式）

调频(FM)部分

调谐频率范围

调幅(AM)部分

调谐频率范围

普通

电源

功耗

无声功耗

尺寸

重量

87.5 -107.9 MHz

522 kHz –1611 kHz

AC 220 V，50 Hz

330 W（待机0.1 W，CEC
待机0.5 W）

30 W（ECO开）
45 W（ECO关）

宽x高x深
434 x 151 x 319 mm

7.5 kg

端口

输入

输出

其他

HDMI（前置1个）

复合（视频）

模拟音频

数字光纤

USB（前置）

HDMI监视器

复合监视器

音频前级输出：
(SW)

耳机

设置麦克风

FM调谐器天线

AM调谐器天线

X5

X2

X2

X2

X1

X1

X1

X1

X1

X1

X1 / X1

0.2 
声道

内置无线蓝牙串流功能
AVR-X520BT具有蓝牙串流功能，支持配备蓝牙并
支持A2DP（高级音频分配协议）的设备。只需从
您设备的蓝牙菜单选择AVR-X520BT，就能打开接
收机并开始播放音乐。AVR-X520BT可以记住最多
8个配对蓝牙设备，因此家人和朋友可以收听他们
最喜欢的曲目。

4K超高清/60 Hz视频直通；HDCP 2.2
AVR-X520BT配备5个HDMI输入，其中3个输入支
持4K超高清全帧速率60 Hz直通和4:4:4纯色子采样
直通，所有HDMI输入均具有3D兼容性。另外配备
了4K超高清版权保护内容所需必的HDCP 2.2 信号
处理功能。

设置方便、使用方便
利用我们专属的设置助手，以及快速启动向导，可
以快速、方便地连接并配置您的家庭影院系统。
AVR-X520BT附带设置测量麦克风，可根据您的扬
声器系统和收听空间调节关键系统参数。

独特的Bluetooth App
下载500 Series Denon Remote App，即可从您的
蓝牙设备控制AVR-X520BT。功能包括开/关、音
量升/降、静音和源选择。该APP提供Android和
iOS版本。

方便使用的快速选择功能
AVR-X520BT具备整洁的前面板设计，配备4个快
速选择功能按钮，让您选择最常用的输入源，人体
工程学遥控器也附带快速选择按钮。通过快速选择
按钮，AVR-X520BT可记住首选源以及各音源的首
选音频设置，因此用户可以欣赏为不同音源精确定
制声音。还可通过Bluetooth App选择这些按钮。

分离功率输出级
全部5个功率放大器级均配备真正的AB类放大器，
配置了分离式高电流功率晶体管，能够轻松驱动低
阻抗6Ω扬声器，各声道最大额定功率为130瓦。

USB连接
除了众多模拟和数字A/V接口外，AVR-X520BT还
在前面板上配备便捷USB端口，兼容便携式USB设
备 ， 能 播 放 包 括 M P 3 、 W M A 、 F L A C 和
MPEG-4/AAC曲目在内的各种音频文件类型。

主要特色 [新]
• 5.2声道AV接收机，每声道130W
• 4K/60Hz全速率直通（3个专用HDMI输入）
• 5个HDMI输入，其中3个HDMI输入完全支持
HDCP 2.2
• 内置蓝牙
• 通过麦克风和Room EQ进行自动设置
• 前面板USB输入
• Denon Bluetooth Remote App （Denon 500 
Series Remote，提供Android和iOS版本

使声音品质最大化的最先进天龙解决方案
•所有5个声道的高品质分离式功放（每声道130瓦
• 对Dolby TrueHD和DTS-HD等格式的蓝光影碟提
供高分辨率音频支持
• 最短信号路径带来清晰的音频和视频信号
• 所有声道配备高性能192kHz/24位D/A转换器
• 压缩音频补偿功能

使用方便
• ECO模式
• 设置助手
• 通过麦克风进行自动扬声器校准
• 快速选择按钮可直接访问最喜欢的信号源
• 操作方便，图形用户界面
• 大字符显示屏
• 附带简单易用的遥控器手柄
• 引入型可拆式AC电缆
• 休眠计时器，可以以10分钟的间隔最长设置120
分钟
• 待机HDMI直通

技术参数

功放数量

功率输出

扬声器阻抗

前置放大器部分

输入灵敏度/阻抗

频率响应

5个（前置L/R，中置，环绕L/R，
后置环绕L/R）

每声道140瓦（6 Ω，1 kHz，THD 10%，
单声道驱动）

每声道130瓦（6 Ω，1 kHz，THD 1%，
单声道驱动）

每声道90瓦（6 Ω，1 kHz，THD 0.7%，
双声道驱动）

每声道70瓦（8 Ω，20 Hz -20 kHz，
THD 0.08%，双声道驱动）

4 -16 Ω

200 mV / 47 kΩ

10 Hz -100 kHz —+1, –3 dB
（DIRECT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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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R-X518CI     5.2声道AV环绕接收机

强大的5.2声道AV接收机，带无线蓝牙
(BLUETOOTH®)串流功能并兼容HDCP 2.2和
4K超高清/60HZ视频直通

将高性能和高价值完美地结合在一起，Denon AVR-X518CI带来超
凡的声音保真度以及众多高级功能，包括兼容最新HDMI规范，以
及4K超高清版权保护内容所必需的最新HDCP 2.2 规范。视频部分
有5个HDMI输入，其中3个具有4K超高清/60Hz全帧速率和4:4:4纯
色子采样直通功能，可提供极致家庭影院体验。我们的专属
Denon设置助手可快速方便地指导您完成整个设置过程，包括使

用附带测量麦克风进行自动扬声器配置和优化。配备了蓝牙无线音
频串流功能，AVR-X518CI还在前面板上配备便捷USB端口，用于
串流您最喜欢的曲目和给便携式设备充电，而 Denon 500 Series 
Remote App 让您能通过蓝牙设备控制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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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功放数量

功率输出

扬声器阻抗

前置放大器部分

输入灵敏度/阻抗

频率响应

5个（前置L/R，中置，环绕L/R，
后置环绕L/R）

每声道140瓦（6 Ω，1 kHz，THD 10%，
单声道驱动）

每声道130瓦（6 Ω，1 kHz，THD 1%，
单声道驱动）

每声道90瓦（6 Ω，1 kHz，THD 0.7%，
双声道驱动）

每声道70瓦（8 Ω，20 Hz -20 kHz，
THD 0.08%，双声道驱动）

4 -16 Ω

200 mV / 47 kΩ

10 Hz -100 kHz —+1, –3 dB
（DIRECT模式）

信噪比
98 dB（IHF-A计权，DIRECT
模式）

调频(FM)部分

调谐频率范围

调幅(AM)部分

调谐频率范围

普通

电源

功耗

无声功耗

尺寸

重量

87.5 -107.9 MHz

522 kHz –1611 kHz

AC 220 V，50 Hz

330 W（待机0.1 W，CEC
待机0.5 W）

30 W（ECO开）
45 W（ECO关）

宽x高x深
434 x 151 x 319 mm

7.5 kg

端口

输入

输出

其他

HDMI（前置1个）

复合（视频）

模拟音频

数字光纤

USB（前置）

HDMI监视器

复合监视器

音频前级输出：
(SW)

耳机

设置麦克风

FM调谐器天线

AM调谐器天线

X5

X2

X2

X2

X1

X1

X1

X1

X1

X1

X1 / X1

0.2 
声道

内置无线蓝牙串流功能
AVR-X518CI具有蓝牙串流功能，支持配备蓝牙并
支持A2DP（高级音频分配协议）的设备。只需从
您设备的蓝牙菜单选择AVR-X518CI，就能打开接
收机并开始播放音乐。AVR-X518CI可以记住最多8
个配对蓝牙设备，因此家人和朋友可以收听他们最
喜欢的曲目。

4K超高清/60 Hz视频直通；HDCP 2.2
AVR-X518CI配备5个HDMI输入，其中3个输入支
持4K超高清全帧速率60Hz直通和4:4:4纯色子采样
直通，所有HDMI输入均具有3D兼容性。另外配备
了4K超高清版权保护内容所需必的HDCP 2.2 信号
处理功能。

设置方便、使用方便
利用我们专属的设置助手，以及快速启动向导，可
以快速、方便地连接并配置您的家庭影院系统。
AVR-X518CI附带设置测量麦克风，可根据您的扬
声器系统和收听空间调节关键系统参数。

独特的Bluetooth App
下载500 Series Denon Remote App，即可从您的
蓝牙设备控制AVR-X518CI。功能包括开/关、音量
升/降、静音和源选择。该APP提供Android和iOS
版本。

方便使用的快速选择功能
AVR-X518CI具备整洁的前面板设计，配备4个快速
选择功能按钮，让您选择最常用的输入源，人体工
程学遥控器也附带快速选择按钮。通过快速选择按
钮，AVR-X518CI可记住首选源以及各音源的首选
音频设置，因此用户可以欣赏为不同音源精确定制
的声音。还可通过Bluetooth App选择这些按钮。

分离功率输出级
全部5个功率放大器级均配备真正的AB类放大器，
配置了分离式高电流功率晶体管，能够轻松驱动低
阻抗6Ω扬声器，各声道最大额定功率为130瓦。

USB连接
除了众多模拟和数字A/V接口外，AVR-X518CI还
在前面板上配备便捷USB端口，兼容便携式USB设
备 ， 能 播 放 包 括 M P 3 、 W M A 、 F L A C 和
MPEG-4/AAC曲目在内的各种音频文件类型。

主要特色 [新]
• 5.2声道AV接收机，每声道130W（6 Ω，1 kHz，
THD 1%，单声道驱动）
• 4K/60Hz全速率直通（3个专用HDMI输入）
•5个HDMI输入，其中3个HDMI输入完全支持
HDCP 2.2
• 内置蓝牙
• 通过麦克风和Room EQ进行自动设置
• 前面板USB输入
• Denon Bluetooth Remote App （Denon 500 
Series Remote，提供Android和iOS版本

使声音品质最大化的最先进天龙解决方案
•所有5个声道的高品质分离式功放（每声道130
瓦）
• 对Dolby TrueHD和DTS-HD等格式的蓝光影碟提
供高分辨率音频支持
• 最短信号路径带来清晰的音频和视频信号
• 所有声道配备高性能192kHz/24位D/A转换器
• 压缩音频补偿功能

使用方便
• ECO模式
• 设置助手
• 通过麦克风进行自动扬声器校准
• 快速选择按钮可直接访问最喜欢的信号源
• 操作方便，图形用户界面
• 大字符显示屏
• 附带简单易用的遥控器手柄
• 引入型可拆式AC电缆
• 休眠计时器，可以以10分钟的间隔最长设置120
分钟
• 待机HDMI直通
• 自动待机和0.3 W的低待机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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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2020     5.1家庭影院扬声器套装

带您体验逼真的环绕家庭影院效果
Denon SYS-2020是专为注重外观设计又对声音有高要求的入门影院爱好者设计的。本套装采用5个完全相同、造型独特的扬声器和一个强
大的超低音扬声器，尤其适合空间有限的空间。整体黑色哑光设计，与家居整体融合度非常高，是您家庭影院的理想选择。

小身材，大能量

SYS-2020的环绕音响采用8cm圆锥全频单元，具有非常理想的声
音方向感定位，观看电影时，人物的对白能够饱满自然，并且干净
精准的传达到观众耳朵里。环绕音响的最大功率达到100瓦（IEC标
准），让声音足以充满小型观影空间，强劲的动力让观影获得震撼
的效果。而超低音扬声器采用了16cm圆锥单元，声音的传播采用
地面反射式原理，让低音均匀的扩散到房间，加上Denon天龙一
贯的声音快速的风格，让电影场面，收发自如地呈现给观众。

精巧的设计，与家居融合

扬声器统一黑色的哑光外观设计，极具触感，让扬声器尽量的隐藏
在画面之外，摒弃了老大笨粗的设计，观影的过程可以更好的融入
画面，从专业影院获得的设计理念，让用户获益。环绕音响采用相
同尺寸设计，整体外观和谐统一，加之特殊的多边形设计，这是简
单却有心思的设计。环绕扬声器采用可挂壁设计，用户可以根据自
己的需要在墙壁安装，另外配有专门配合挂壁式安装的防滑垫，让
扬声器不会轻易转动，没有安全隐患，如此小巧的扬声器系统却处
处体现设计者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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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扬声器

类型： 全频1扬声器

密封音箱

驱动器： 8厘米圆锥形全频x1

输入阻抗 6Ω/欧姆

输入： 100W(IEC)

200W(峰值)

频率范围 100Hz～20kHz

尺寸： 133(W)x131(H)x140(D)毫米 

重量： 0.5千克

低音炮

低音反射箱

内置放大器

16厘米圆锥形低音扩音器x1

30Hz～600Hz

100W

47kΩ/千欧姆

AC220～230V、50/60Hz

22W

0.5W（待机）

298(W)x340(H)x305(D)毫米

6千克

类型： 

驱动器： 

频率范围 

动态功率: 

输入阻抗： 

电源： 

功率消耗： 

尺寸： 

重量： 

SYS-2020 产品特点：

1、天龙音效，干净、强劲且精准
•8cm 圆锥全频单元，电影对白饱满自然、干净精准
•高达 100 瓦功率（IEC 标准），强劲动力，震撼观影
•天龙入门 AV 功放的好搭档，天龙小影院解决方案

2、劲爆低音
•强大的 100 瓦地面反射有源低音炮，释放大片的劲爆
•16cm 圆锥单元，低音快速，火爆场面，收发自如。

3、紧凑时尚
•黑色哑光，触感细腻
•相同尺寸，整齐划一

4、安装简单
•安装简单
•可挂式安装
•附赠防滑垫，安装无隐患

SYS-2020 是 Denon 入门级 AVR 系列的完美补充，让您
实现家庭影院的美好体验。
推荐搭配 Denon AV 接收机 AVR-X518CI 或 AVR-X520BT
以打造真正的 Denon 家庭影院效果。
选择这一强大的整套解决方案，让您欣赏充满整个空间的
环绕声体验，提升电影、音乐和游戏的乐趣。

卫星扬声器系统 ...............................5

低音炮  ...............................................1

 操作说明书 ...................................................................1
 扬声器电缆（约30米）...............................................1
 音频电缆（约3米，RCA PIN）.................................1
 电源线（约1.5米）.......................................................1
 防滑垫（20个/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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