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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传世界110年 
始于1910

探索110年的卓越音效
为庆祝110周年，Denon发布了纪念版AVC-A110 13.2声道8K AV功放，这款功放经过全面调试，满足了所有人的期待。凭借超过一个世纪的音频
工艺，Denon自豪地推出这款纪念版型号，提供了最佳的沉浸式家庭体验。

亮点 您的利益

卓越音频，始于1910 Denon倍感荣幸地推出了纪念版旗舰产品AVC-A110 13.2声道合并放大器。

值得信赖的保障 含一份通过Denon总工程师认证的防伪证书，及开箱后5年的保修期。

110周年纪念音响调音 热爱并专注细节，精益求精追求最佳音质。日本制造，在打造卓越音质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

优秀的整体设计，超越每一次期待 单声道输出260W，13声道的AVC-A110为您提供可靠、精确和强大的Denon音效。

尽享您喜爱的沉浸式3D音频 通过Dolby Atmos、DTS:X、DTS:X Pro、IMAX Enhanced技术和Auro-3D处理音频格式，升级娱乐方式。

无线流媒体播放最流行的音乐服务 享受您喜爱的音乐服务，AVC-A110还能让您通过AirPlay 2欣赏音乐，流式播放Apple music中的喜爱曲目。

打开游戏，尽情畅玩 支持自动低延迟模式（ALLM）、可变帧率（VRR）、快速帧传输（QFT），玩家将体验到少卡顿、
低延迟、无帧撕裂现象，从而获得更流畅的游戏体验，增强游戏体验感。

HEOS®内置无线多房间音乐流媒体播放技术 您可从任意房间聆听，有一个连通全家的音频体验。
AVC-A110还可以与新推出的Denon Home扬声器一起使用，让您享受整个家庭的音频体验。

最新视频兼容性
您可通过升级的HDR格式支持，包括HDR10、HLG、 Dolby Vision、HDR10+ and Dynamic HDR.，
体验更优质的亮度、对比度和色彩精度。凭借8K/60Hz或更高的频率和快速媒体切换(QMS)，
可以让您享受到最流畅、清晰的画质。

增强了音频回传声道的(eARC)HDMI支持 通过主HDMI输出将电视与eARC HDMI连接，以允许从智能电视应用程序到AV放大器直接使用未经压缩和
基于对象的音频格式，例如杜比全景声（Dolby Atmos）和DTS:X。

豪华家庭影院 凭借最新的HDMI技术，您可以通过1个专用输入和2个输出（8K/60Hz和4K/120Hz直通）
在所有8个HDMI输入上进行8K放大，从而从源设备上享受最高8k分辨率的高质量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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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on庆祝打造卓越音频110周年 

 

 
 
出色设计，超越期待 

 
Denon的新款AVC-A110经过精心设计，以超越我们以往AV接收机的高标准。拥有限量版石墨
银、铸铁支脚、镀铜变压器板、全新高级后面板和扬声器面板，AVC-A110专为最忠实的粉丝
打造。AVC-A110采用其内在和外观一样优雅的设计，全黑的内饰使其真正区别于市场上其他
AV接收机。 

自1910年起，Denon就提升了用户对于音频和视频的期望，我们很高兴地发布了石墨银限量
系列Denon周年版旗舰AV功放AVC-A110，以此来庆祝这项成就。 

防伪证书和5年保修期 

 

Denon限量系列周年版旗舰接收机拥有一份通过Denon总工程师认证的防伪证书，及开箱后
5年保修期。 

卓越的家庭影院体验‒8K就绪 
110年以来，Denon一直致力于在前沿音频和视频技术方面获得成就。为致敬这一传统和创
新精神，AVC-A110带给用户超优质的8K影院体验。 
凭借8K/60Hz直通可获取最详细的图像，4K/120Hz直通可提供更流畅的游戏体验，并支持最
新的HDMI规格，让您在了解到AV功放支持8K解码时打造最好的4K家庭影院，在舒适的环境
中放松身心。尊享高品质3D音频和视频，即便是最苛刻的娱乐需求也能一一满足。 

符合最新家庭影院规格的13声道放大器 
AVC-A110在所有声道上均配有尖端的大电流放大器，单声道功率260瓦，为您打造动态、精
准的娱乐体验。低阻抗驱动器能使扬声器稳定运行，平稳播放声音。 

高级8K HDMI视频段以及支持各种HDR格式 
以最佳画质欣赏您最喜欢的电影、电视节目和游戏。AVC-A110提供了一个高级HDMI部分(8
输入/3输出)，有一个专用的8K输入，支持8K/60Hz或4K/120Hz视频直通。所有的HDMI输入
都支持4:4:4纯色子采样、HDR10、杜比视界(Dolby Vision)、混合对数伽马（HLG）和
BT.2020直通，确保出色的色彩、清晰度和对比度。享受8K升频和HDCP 2.3处理功能，在
HDMI输入端自由播放受版权保护的内容。 

卓越的色彩⸺通用兼容性、HDR10+和动态HDR 
AVC-A110支持高动态范围（HDR）视频格式、HDR10、杜比视界（Dolby Vision）和混合对
数伽马(HLG)。Dolby Vision以令人惊叹的亮度、对比度和色彩转变人们的观看体验。HLG给
广播内容提供HDR技术，使图像更加锐利清晰。前者将动态元数据传送给电视，使图像更加
逼真。(部分电视只能使用部分技术服务)。
    
Dolby Atmos®和Dolby Atmos虚拟增高技术
尽情感受 Dolby Atmos.您可使用7.1或9.1环绕声扬声器系统，以及其他的高层扬声器或Dolby 
Atmos反射式扬声器，以享受极致家庭影院体验，包括Dolby Surround上混解码。 
在没有顶置扬声器的情况下，Dolby Atmos Height Virtualization技术利用Dolby对人类音频感
知的深刻理解，从平面的扬声器中产生高空音效的感觉。

DTS:X®和DTS Virtual:X
DTS:X沉浸式音频内容将声音自然地传至实体空间，打造出逼真的3D音频。DTS Neural:X包
含的空间重新映射引擎为您所有喜欢的电影增加了沉浸感和真实感。 
DTS Virtual:X提供无纵向声道的沉浸式音频性能，在7.1、5.1或2.1扬声器配置中营造虚拟纵
向效果。 

    DTS:X® Pro 
支持最新的音频格式，以全新的DTS 3D音频技术解码体验您的娱乐方式。使用DTS:X Pro享受
高达13.2声道的音频处理，以获得细节精致的全环绕声。 
    

IMAX®增强技术 
IMAX增强技术是与DTS合作的最新技术，这项技术为家庭影院的成像、声音、规模和清晰度
树立了新标准，能让您获得最优质的家庭娱乐体验。内容是由IMAX数字重制的，以获取更清
晰、更明亮的图像，以及沉浸式、扣人心弦的音频。 

Auro-3D® 
通过组合高达13.2配置的传统声道和专用于高层的声道，Auro-3D®带来了沉浸式的环声体验。
音频格式化可以单独识别声音对象，并将它们应用到符合您的听觉环境中的不同空间，从而打
造一个身临其境的3D声音舞台。 

Dolby和DTS:X的前置增宽声道支持 
凭借前置增宽声道，您可以添加两个前置增宽声道扬声器，均支持Dolby和DTS，从而创建一
个无缝的前环绕声场，最高可达9.1.4扬声器配置。   

支持增强音频回传声道（eARC） 
AVC-A110的主HDMI输出支持eARC（增强音频回传通道），可以直接从智能电视应用中实现
无压缩、基于对象的音频传输，如Dolby Atmos和DTS:X。    

在你喜欢的电影中发挥作用 
最新技术伴您娱乐，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欣赏电影。通过8K/60Hz的直通或升频体验8K电影，
也可以用全新的AV接收器技术，如快速媒体切换(QMS)，用于消除电影中的视频延迟。     

游戏新境界 
利用4K/120Hz直通、可变更新率(VRR)、快速画面传输技术(QFT)和自动低延迟模式(ALLM)，
可减少或消除延迟和画面撕裂，提供更流畅、无延迟的游戏体验，带来了最新的游戏体验感。    

内置苹果AirPlay 2 
可将Apple音乐无线传输到AV放大器,或其他AirPlay兼容的扬声器组合,让音乐萦绕家中。 
    
内置蓝牙和Wi-Fi性能 
通过连接蓝牙和Wi-Fi无线串流媒体，配备了先进的双天线收发系统，即使在拥堵的城市环境
中也能提供强大的流媒体服务。通过无线方式聆听智能设备播放的音频内容。     

内置HEOS®多房间流传输 
使用内置HEOS技术以无线方式在家中任何房间欣赏您最喜爱的音乐。您可以在每间房中播放
相同的歌曲，也可以播放不同的歌曲⸺一切都由您掌控。还能配合苹果Siri使用，为家庭娱
乐提供先进的语音控制功能和无与伦比的音效。连接Denon Home扬声器，让整个家庭尽享
音频体验。    
    
多源、多房间 
您可在一个房间中享受13.2声道的环绕声，或在另外两个房间中播放不同的音源或音乐流媒体
，总共支持3个信源和3个区域。即便一间房中在播放电影，其他家庭成员也可以在另一个区
域内听音乐，而且不会受到任何干扰。 
    
全域电视音频 
将电视上的音频播放到所有区域。在主区域享受全分离音频（如杜比全景声），确保完全沉
浸式体验，同时在第二个或第三个区域播放同样的音源。为第二个区域选择“源”，以共享
主区域音频。AVC-A110支持在第二个或第三个区域播放HDMI和数字源。     

能够为最严苛的粉丝提供高分辨率音频支持。 
出色的设计带来优质的音频传输。您可享受到您最喜爱的高分辨率音频轨段带来的超凡音频保真
度。配备了最新的AKM 32位D/A转换器，使众多无损文件类型(包括高达192kHz/24位的ALAC、
FLAC和WAV)获得高解析度音频解码。还兼容2.8/5.6-MHz的DSD文件(DSD是SACD的音频编码
格式)。也可以通过前面板USB或网络源播放曲目。还支持其他文件类型，如MP3和WMA。     



强大的DSP音频处理技术 

 

 

拥有一套精密的数字音频处理系统，采用了2片SHARC+DSP芯片，其综合持续处理能力达到
10.8 GFLOPS(每秒108亿次浮点数值计算)。凭借这种出色的处理能力，AVC-A110具有解码和
处理13声道音频的能力，如最新推出的13声道重现DTS:X Pro。  

13.2声道处理性能 
享受你最喜欢的节目和电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沉浸感的现实主义。AVC-A110通过13个
放大声道可实现13.2声道处理。设置为9.2.4或7.2.6的扬声器配置，以获得完全沉浸式的3D音
频体验。   

AL32处理技术 
使用高级Denon音频处理功能（如AL32处理技术）收听曲目。Denon专有的AL32处理技术为
所有音频通道提供了多声道、超高分辨率的数字音频滤波，并提供了自然的声场和增强的声
音成像。    

唱头输入支持唱盘/黑胶唱片 
AVC-A110提供了最新的AV接收机技术，但仍然保持着我们出色的音频传统。附带的唱机输入
支持连接转台，以超高的清晰度欣赏唱片专辑。     

双低音炮输出
沉浸在均匀分布的精确低音环境中。AVC-A110配有两个低音炮输出，可校平低频效应，获得
更好的扩散效果。连接的低音炮可用Audyssey Sub EQ HT独立校准，为您的房间定制无缝的
低音性能。没有声音波峰和波谷⸺只有强劲有力的、充满房间的低音。      

前级放大器模式 
使用新款前置放大器模式，Denon AVC-A110可以作为一个完美的AV前置处理器，连接最新
的HDMI。通过断开内部放大器，前置放大器模式提供更清晰的信号路径和对信号电平更大的
限制。       

“Roon Tested”认证 
所有的新款Av接收机和扬声器都通过了“Roon Tested”，包括AVC-A110。您可以搜索、浏
览您喜爱的艺术家和歌曲的信息，并从您的数字音乐库中获取更多内容。您可以查找歌词、
演唱会日期、照片、简介和评论等资料。需要订阅。       

设置简单和自动HDMI重命名 

 
 

附带的AVC-A110快速入门指南为您提供了简单明了的入门说明。当您通过HDMI将电视连接
到AVC-A110后，电视屏幕上会出现专属的Denon设置助手，逐步引导您完成整个设置。
AVC-A110在连接后将自动进行HDMI输入重命名，为方便起见，也可以手动重命名。 

易用的音频调节可快速选择 
Denon AVC-A110的前面板上有四个快速选择按钮，可以存储每个音源的首选音频设置。在电
视音频、蓝光、媒体播放器等之间切换，AVC-A110会根据您对该媒体源的偏好调整EQ设置。
在前面板按钮或在遥控器上选择相同的快速选择键，进行快速控制。  

智能电视连接 
通过与电视关联的HDMI CEC功能，用电视遥控器控制Denon AVC-A110。智能菜单主屏幕可
快速访问音源、环绕模式选择、设置菜单和四个快速选择界面。   

Denon AVR Remote应用程序确保无缝控制 
iOS和Android版的免费Denon AVR遥控器能简化AVC-A110的使用方式⸺调节音量、打开或
关闭、静音音乐、选择音源或切换到HEOS。立即使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下载免费的
Denon AVR Remote应用吧！以便日后更加方便地控制！   

定制安装
Denon AVC-A110具有IP控制功能，便于定制，并兼容第三方集成解决方案。

Audyssey MultEQ XT32可简化设置和房间校准 
使用Audyssey MultEQ XT32优化您的音频体验，以无缝设置您的听音环境。通过附带的测量
麦克风，MultEQ XT32可在最多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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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音量消除了音
量（如电视广告）的干扰性跳跃，让您能在较低的音量下听到清晰的对话、音乐和声音。
Audyssey Dynamic EQ在各级音量下都能提供全方位的清晰音质，Audyssey低频抑制系统使
用先进的心理声学算法营造全方位平衡效果（包括低音），且不会影响到邻居或家中其他房
间的人。Audyssey Sub EQ HT在双低音炮设置中为每个低音炮都提供了单独的DSP定制，以
提高低音清晰度。此外，Audyssey MultEQ编辑器App（可购买）可用于查看和调整详细调节
设置，并根据您的房间和品味更精确地定制声音。 

该App适用于iOS和Android设备。 

 

 

 

技术信息 端口
前置放大器段功放数量 13

扬声器阻抗 4-16Ω/ohms

频率响应 10 Hz- 100 kHz - +1, -3 dB（直通模式）

电源 AC 220V, 50Hz

重量（kg） 25.4

功耗 900W （待机0.1W，CEC待机0.5W）

尺寸mm
(宽×深×高)

434 x 472 x 195mm
(不含天线)

通用

输入

输出

其他

HDMI（前置 + 1） x7 + 1
8K HDMI x1
分量（视频） x3
复合 x4
唱头 x1
模拟音频 x6
数字光纤 x2

同轴 x2
HDMI x3
支持8K HDMI x2
分量（视频） x1
复合 x2

音频前级输出 15.2声道

区域输出 x3

以太网 x1
Audyssey麦克风端口 x1

低音炮输出 x2

12v触发器 x2

耳机输出 x1

信噪比 102 dB （IHF-A加权，直通模式）
功率输出 单声道260瓦（6Ω, 1 kHz, 

THD：10%，单声道）

单声道190瓦（6Ω, 1 kHz, 
THD：0.7%,双声道驱动)

单声道150瓦（8Ω，20Hz‒20kHz，
THD： 0.05%，双声道驱动）

HEOS标识是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或注册商标。可提供的音乐服务可能因地区而异。购买时可能并非所有服务都能提供。某些服务可能
会有添加或不时发生中断，这取决于音乐服务供应商或其他供应商的决策。访问www.HEOSaudio.com/music查看公告和详情。HEOS应用程
序和品牌不与任何智能电话的任何制造商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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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on是D&M Holdings, Inc.的商标或注册商标。所有规格可能会有变化。

公司：上海电音马兰士电子有限公司               官方网站：www.denon.com.cn               客户和技术支持热线：4006 210 8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