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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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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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固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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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将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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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denon.com.cn

AVR-X1300W 7.2声道AV环绕接收机

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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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Ω ，1 kHz，THD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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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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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300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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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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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S:X将通过未
来 固 件 更 新 启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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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C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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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技术参数

功放数量 7个（前置L/R，中置，环绕L/R，后置
环绕L/R或纵向）

功率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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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声器阻抗 4 - 16 Ω

前置放大器部分

输入灵敏度/阻抗 200 mV / 47 kΩ

频率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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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5 - 108 MHz

调幅(AM)部分

调谐频率范围 522 kHz – 1611 kHz

普通

电源 AC 220 V，50 Hz

功耗 430 W （待机0.1 W，CEC待
机0.5 W）

无声功耗 29 W（ECO开）
39 W（ECO关）

尺寸 宽x高x深
434 x 151 x 339 mm

重量 8.5 kg

端口

输入 HDMI（前置1个） X6

复合（视频） X2

模拟音频 X2

数字光纤 X2

USB（前置） X1

输出 HDMI监视器 X1

复合监视器 X1

音频前级输出
（低音炮）

0.2
声道

耳机 X1

其他 以太网 X1

麦克风端口 X1

FM调谐器天线 X1

AM调谐器天线 X1

蓝牙文字标记和标识是Bluetooth SIG, Inc.拥有的注册商标，D&M Holdings Inc.对此类标记的使
用均在许可范围内。Dolby、Dolby Atmos和双D符号是Dolby Laboratories的商标。• DTS、DTS标志、
DTS极其标志组合、DTS:X以及DTS:X标识是DTS, Inc.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或商标。其他
商标和商品名称都是其各自所有者拥有。Denon是D&M Holdings Inc.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 所有规格参数可能会有变动 * 仅提供黑色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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