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信息

AVR-X520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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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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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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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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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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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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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DMI 输入，其中 3 个具有 4K 超高清 /60 Hz 全帧速率和 4:4:4 纯色

和给便携式设备充电，而 Denon 500 Series Remote App 让您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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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牙设备控制本机。

www.denon.com.cn

内置无线蓝串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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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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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提供 Android 版本，不久将会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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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RX520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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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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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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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Ω 扬声器，各声道最大额定功率为 130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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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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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3、
WMA、
FLA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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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
2015 年还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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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牙 (Bluet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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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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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供黑色机身

技术信息
功放数量
功率输出

端口
5（前置 L/R，中置，环绕 L/R）

每声道 130 瓦

前置放大器部分

HDMI

x5

输入灵敏度 / 阻抗

200 mV / 47 kΩ

复合（视频）

x2

频率响应

10 Hz - 100 kHz — +1, –3 dB

模拟音频

x2

数字光纤

x2

USB（前置）

x1

HDMI 监视器

x1

复合监视器

x1

音频前级输出 (SW)

0.2 声道

耳机

x1

FM 调谐器天线

x1

AM 调谐器天线

x1

设置麦克风

x1

（6 Ω，1 kHz，THD 1%，单声道驱动）

输入

（DIRECT 模式）
信噪比

98 dB（IHF-A 计权，DIRECT 模式）

每声道 90 瓦
（6 Ω，1 kHz，THD 0.7%，双声道驱动）

输出

调频 (FM) 部分
调谐频率范围

87.5 - 107.9 MHz

每声道 70 瓦
（8 Ω，20 Hz - 20 kHz，THD 0.08%，双声道驱动） 调幅 (AM) 部分
调谐频率范围
扬声器阻抗

其他

522 kHz - 1611 kHz

4 - 16 Ω
普通
电源

AC 220V, 50Hz

功耗

330 W（待机 0.3 W）

无声功耗

30 W（ECO 开），45 W（ECO 关）

尺寸（宽 x 高 x 深）

434 × 151 × 319mm

重量

7.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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