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结前沿技术的家庭影院

亮点 您的益处
高性能7.2声道AV接收机每声道功率为145 W（6 Ω，1 kHz，THD 1%，单声道驱动）
支持Dolby Atmos、DTS:X和DTS Virtual:X
6个HDMI输入端口；全部HDMI端口支持4K/60 Hz和全速率直通HDCP 2.2
4:4:4彩色分辨率、HDR10和BT.2020以及Dolby Vision兼容性和HLG
备受赞誉的Denon向导式设置助手和图形用户界面
Audyssey MultEQ XT、Dynamic Volume（动态音量）和
Dynamic EQ（动态均衡器）
串流播放流行的音乐服务‒ Qplay、Airplay、蓝牙
内置HEOS无线多房间音频技术
WAV、FLAC、ALAC等无损音频文件及DSD（2.8/5.6MHz）文件的播放

7个功能强大的放大器调谐后提供动态的Denon音响体验
享受沉浸式、三维音频体验
可连接六个您最喜欢的媒体设备并输出至一台显示器
提供最佳画质
简单、直观、开箱即用的设置体验
为您个人的房间带来完美均衡

访问广泛不受限制的音乐源
从家中任何房间收听
欣赏现有音乐文件的最高音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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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R-X1500H的全部六个HDMI接口均支持全4K视频、Dolby Vision™、HDR、HLG和HDCP 2.2，您可以欣赏到画面异常清晰的电影和节目。该7.2声
道AVR支持3D音频格式Dolby Atmos®、DTS:X™和DTS Virtual:X®。以及通过包括AirPlay、Qplay和蓝牙流媒体在内的HEOS平台实现的全宅无线音
乐兼容性。采用Audyssey MultEQ XT室内声音测量和校正系统，让专业设置变得轻松。

7.2声道AV接收机

DENON 百余年来在音频技术上“无数第一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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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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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最新家庭影院规格的7声道放大器
AVR-X1500H的所有声道都配备分离式高电流放大
器，每声道具有145瓦（6 Ω，1 kHz，THD 1% ，单声道驱
动）的高功率性能。低阻抗驱动器为各种扬声器提供
工作稳定性，并形成平衡、调和的声音。AVR-X1500H
支持立体声格式 Dolby Atmos、DTS:X和 DTS Virtual:X，
其HDMI部分支持 HDCP 2.2，另外还配置将HDMI源升
频至4K的高级视频处理功能。

Dolby Atmos、DTS:X和DTS Virtual:X
支持Dolby Atmos、DTS:X和DTS Virtual:X格式，让您
沉浸在多维声音中。使用包括杜比全景声高位扬声
器或专用置顶扬声器的5.1.2环绕声扬声器系统设置
Dolby Atmos，享受终极家庭影院体验。
DTS:X™沉浸式音频将声音置于它在空中的自然发
出位置，在家中创建逼真的多维音频体验。改善的沉
浸感和提高的真实性将您带入最喜欢电影的世界。
附带的DTS Neural:X™让电影、游戏和音乐产生逼真
感 觉，这 是 传 统 的 5 . 1 环 绕 声 无 法 比 拟 的 。DTS 
Virtual:X通过5.1、7.1或2.1扬声器结构产生几乎纵
向的效果，无需纵向声道即可提供沉浸式音效。

高级HDMI视频段
最新的HDMI规格提供最好的家庭影院体验。全部六
个HDMI输入端口 — 其中一个在前面板 — 均支持
HDCP 2.2 ，让您欣赏版权保护内容。支持4K超高清
60Hz视频、4:4:4纯色子采样、 Dolby Vision 、高动态
范围（HDR10）、Hybrid Log-Gamma（HLG）以及21:9
视频、3D和BT.2020直通，让您欣赏到颜色、清晰度和
对比度非常出色的电影和节目。

便捷的设置体验
附带的AVR-X1500H快速入门指南提供如何开始使
用的简单、清晰说明。一旦通过HDMI将电视机连接
到AVR-X1500H，您的电视机屏幕上就会出现Denon
设置助手，一步一步地指导您完成整个设置。
一排带颜色编码的扬声器接口水平排布，便于组织
和连接扬声器线路。

内置蓝牙、Wi-Fi和AirPlay功能
您无线网络的核心。 Denon AVR-X1500H 具备蓝牙和
Wi-Fi无线流媒体连通性，并配备高级双天线收发器系
统，即使在拥挤的城市环境，也能提供极可靠的串流传
输。通过无线方式聆听智能设备播放的音频内容。

HEOS多房间串流
使用内置HEOS技术，在家里的任何房间通过无线方
式欣赏自己喜爱的音乐。在每个房间播放同一首歌，
或为每个连通的房间选择不同的歌⸺选择权在您
手里。 

自定义安装就绪
Denon AVR-X1500H具有外部控制和IP控制功能，可
轻松实现自定义并与第三方集成解决方案兼容。它
为大部分第三方控制设备提供IP控制功能。

高解析度音频解码
见识高解析度音频曲目难以置信的保真度，欣赏艺
术家原本展现的音乐。AVR-X1500H可以解码多种无
损文件类型，包括ALAC、FLAC、WAV（高达24位
/196-kHz）以及DSD 2.8MHz和5.6MHz曲目（SACD音
响发烧友格式）。通过网络连接设备（如PC、NAS）或
从USB连接设备收听高解析度音频。

DSP功率处理
强 大 的 功 能 可 满 足 您 对 音 乐 和 电 影 的 需 求 。
AVR-X1500H包括一个高级的DSP（数码声音处理
器）芯片，具有极强的处理能力。AVR-X1500H的四个
300MHz DSP核每秒可以处理十亿以上的计算量，支
持最新的视频、音频和处理需求。

多音源多房间
拥有Denon AVR-X1500H,可以在一个房间里欣赏5.1
声道环绕声，在另一个房间里播放独立音源或串流
播放音乐。在一间房间观赏电影，而其他家庭成员在
别的区域聆听CD，互不干扰。
唱头输入支持转盘/胶盘唱片。AVR-X1500H配置唱
头输入功能，可以连接转盘播放胶盘唱片。播放您的
珍藏专辑，享受超凡音质。

电视连接能力
通过与电视相关联的HDMI CEC功能，使用电视遥控器
控制Denon AVR-X1500H。只需在接收器上将“HDMI控
制”设为“ON”，接着将“智能菜单”设为“ON”，即可使用
电视遥控器控制AVR-X1500H。智能菜单主屏幕上提供
了音源和环绕模式选择、AVR设置菜单以及四个智能
选择的快速访问方式。
拥有ARC，也可以通过连接的HDMI电缆向AVR-X1500H
输出电视音频。

Denon AVR无缝控制远程
更好的控制在您的背包中。适用于iOS和Android的
免费Denon AVR Remote应用程序使AVR-X1500H使
用更加方便⸺调节音量、开机或关机、使音乐静音、
选择音源或切换到HEOS。今天在您的智能电话中下
载免费的Denon Remote应用程序。

Audyssey室内校正
AVR-X1500H具有Audyssey MultEQ XT室内声音检
测系统。可使用附带的麦克风精准分析每个扬声器
的输出，使每个声道达到最佳效果。
此外，高级用户可以使用额外的Audyssey MultEQ编
辑器应用程序（可购买），“在后台”对您的音频环境
进行进一步调整和自定义。

用户友好的音频调试快速选择
Denon AVR-X1500H前面板配备四个快速选择按钮，
可储存不同源的首选音频设置。
在电视、蓝光、前置放大器及其他音源之间切换，而
且AVR-X1500H将按照您的偏好调节不同媒体音源
的EQ设置。使用前面板按钮或在AVR遥控器上选择
相同的快速选择键进行快速控制。

百余年来在音频技术上的“无数第一”
成立于1910年，Denon在音频技术领域积累了“无数
第一”⸺从日本第一家音频电子元件制造商，到生
产世界上第一台商用CD。这种专注在音频研发上的
投资确保您获得最先进的技术，每一次聆听体验都
享受最高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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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站：www.denon.com.cn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denontianlong

客户和技术支持热线：400 921 0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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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W（ECO开），
39 W（ECO关）

无声功耗

尺寸（宽x高x深） 434 x 151 x 339 mm
重量 8.5 kg

技术信息
功放数量 7

端口
输入 HDMI（前置1个）

复合（视频）
唱头
模拟音频

输出 HDMI监视器
复合（视频）
音频前级输出（低音炮）

耳机
其他 以太网

麦克风端口

功率输出 每声道175W（6 Ω，1 kHz，
THD 10%，单声道驱动，JE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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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声器阻抗 4 - 16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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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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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6
x 2
x 1
x 2

数字光纤
USB（前置）

x 2
x 1
x 1
x 1
2声道

区域2/区域3前置输出 x 1 / -
x 1
x 1
x 1

FM/AM调谐器天线 x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