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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聲道高清影音接收放大器 AVR-1713 

 

配備了強勁網絡功能和支援 AirPlay 的高清影音接收放大器 

 

 

主要特色 

■高質聲音設計 - 創新的電路配置與機殼設計 

■Audyssey MultEQ XT - 房間多方位音頻測量設定 

■多種網路功能 - AirPlay, DLNA1.5, 網路電台 

■全新 Denon Remote App - 可使用 iPhone 或 Android 智能手機控制 

■配備 HDMI 前端 輸入 - 輕輕鬆鬆便可與攝像機或智能手機接駁，盡享樂趣。 

■配備 USB前端輸入- 接上 iPod or iPhone 聆聽音樂檔案 

■精巧不佔空間的設計 - 深度縮小至 53 厘米 

■介面簡單易用 - 每個用家都可輕鬆使用多姿多采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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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質聲音設計 - 創新的電路配置與機殼設計 

 DENON 細心地採用精選技術播放藍光光碟無損音效、從網路及其他訊源可獲得高解析和高音質的音

響效果 

 數位音訊電路採用最新的 32 位元處理 DSP 和 192 kHz/24 位元數碼模擬轉換器 

 配備 DENON 原創的高音質技術，例如採用最短訊號路徑設計的類比電路，徹底縮短及強化訊號路

徑；以及「直接機械接地結構」(Direct Mechanical Ground Construction)，可將電源變壓器和

散熱器固定在堅固的下機箱上，減輕組件振動對音質造成的負面影響，從而避免振動產生的效應 

 採用創新的離散式功率放大電路配置零件，確保所有聲道能夠產生一致的功率和頻率響應， 提供

高畫質與高音質的家庭劇院及高解析音源。 

 

Audyssey MultEQ XT - 房間多方位音頻測量設定 

 配備 Audyssey MultiEQ XT 音場校正技術，能夠完美解決不同傢俱、地板物料及家中其他物體所

導致的音響問題。劇院系統裝設完畢後，會以隨附的塔式拾音咪測量揚聲器的量度位置、大小、距

離及音量，並運用全部資料自動調整設定。 

 Audyssey MultiEQ XT 最多可以精準測量及分析 8 個位置，能夠排除破壞音質的肇因 (例如室內

迴音)，即使多人一同聚在客廳裡觀賞電影，也能讓所有人都充分感受到最完美的音響品質。 

 

多種網路功能 - AirPlay、DLNA1.5、網路廣播電台 

 電腦音效是音響愛好者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儘管本裝置是入門款機型，但卻配備了網路音樂播放功

能，與高階裝置一樣能夠播放 96 kHz/24 位元的 FLAC 檔案，讓您同樣可以享受錄音室品質的音樂。 

 此外，Apple 的專利無線串流技術 AirPlay 也是本裝置的標準功能。只要在 iTunes、iPod touch、

iPhone 或 iPad 中選擇本裝置做為 iTunes 音樂庫播放器，就能透過無線串流方式聆聽音樂。本裝

置還具有網路廣播電台功能，隨時可以讓您收聽全球超過 18,000 個電台的廣播節目。您可以預設 

3 個您最愛的網路廣播電台，輕輕鬆鬆就能享受這些預設電台節目。 

全新 “Denon Remote App” - 可使用 iPhone 或 Android 智能手機控制 

 本裝置支援重新設計過的 Denon Remote App，此應用程式亦提供 Android 版本。可以使用 Android 

智慧型手機、iPod touch 或 iPhone 操作影音接收放大器。 

 操作功能也經過大幅改良，您可以快速搜尋電腦或 NAS 中的音樂檔案，也可以瀏覽網路廣播電台。 

配備 HDMI 前端輸入，可輕鬆連接智慧型手機和攝影機 

 機體正面即設有 HDMI 輸入端，方便您連接更多配備 HDMI 視訊輸出的裝置，例如攝影機、智慧型

手機，以及遊戲主機。 

 



  

 

配備 USB 前端輸入- 接上 iPod or iPhone 聆聽音樂檔案 

 配備一個前面板支援數字連接 USB端子。這使您輕鬆享受保存在 iPod或 iPhone 的高品質音樂。 

介面簡單易用 - 每個用家都可輕鬆使用多姿多采的功能 

 配備「設定小幫手」(Setup Assistant) 功能，可透過電視畫面引導您進行線路連接、初次設定等

準備工作，另有「快速選取」(Quick Select) 功能，可記錄多達 4 種常用設定，按一下按鍵就能

啟用您所記錄的設定。 

 採用「圖形化使用者介面」(GUI)，可在影像上重疊顯示。隨附操作簡便的特殊遙控器，方便您控

制 AV 收音擴音機。一切功能及配件經精心設計，新手也能輕鬆操作。 

其他特色 

 支援 Dolby TrueHD、DTS-HD Master Audio 

 Audyssey Dynamic Volume，可讓微小的聲音更清晰，還能調整驟然變大的聲音，方便您在夜間聆

聽 

 Audyssey Dynamic EQ，即使音量調低也能保持真實的臨場感 

 採用 Compressed Audio Restorer，可解調壓縮音源，致力重現原始音質 

 正面設有 USB 輸入端，可讓您輕鬆享受 iPod 或 iPhone 中的音樂 

 最新的 HDMI 端子，可支援 3D 視訊傳輸與音訊回傳聲道 (Audio Return Channel，ARC) 

 HDMI 控制功能，可支援六大日本電視製造商所出產的產品 

 附 FM 廣播電台收音機 

 網路控制功能，可讓您透過 Windows 電腦進行操作 

 附睡眠定時計時器，設定範圍可從 10 分鐘到 120 分鐘 

 自動待機功能 

 附說明手冊光碟，方便您輕鬆搜尋目標項目 

 

 

 



  

 

 

 

 

 

最大功率輸出 175W x 5 (6ohm , JEITA) 

前級擴大部分 

輸入靈敏度/阻抗 200 mV / 47k ohms 

頻率響應 10 Hz - 100 kHz - +1, –3 dB (直接輸入模式) 

訊噪比 100 dB (IHF-A 加權, 直接輸入模式) 

FM 

調頻範圍 87.5 - 108.0 MHz 

一般資訊 

電源供應 AC 220 V , 50/60 Hz 

耗電量 
390 W 

(待機模式 0.1 W, CEC 待機模式 0.5 W) 

外觀尺寸 434 x 151 x 329 厘米 

重量 8.3 公斤 

※製品規格及外觀，可能因需要改良而轉變，不作另行通知。 

 

 

 

 

 

 

 

 

 

 

 

 

 

 

 

www.denon.com.hk 

D&M Sales and Marketing ( HK ) Ltd. 

Unit 2, 9/F., North Block , Skyway House, No. 3 Sham Mong Road, Tai Kok Tsui, Kowloon , HK 

Tel : +852 2516 6862 Fax : +852 251659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