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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RC630

5.1 声道影音接收机

马上升级 5.1 声道环绕音响，体验身临其境音效
想要在家中享受宽屏影院的高品质环绕声效果不再需要高昂的费用、复杂的设置，同时不必担心系统占用过多的
空间。HT-RC630 以紧凑的外观实现 5 声道大电流功率容量，192kHz/24-bit 规格的 Burr-Brown 音频数模转
换器能够完美解码高清晰度的 DTS-HD Master AudioTM 以及 Dolby TrueHD 声轨。接收机拥有 6 个支持
4K/60 信号的 HDMI 输入接口，方便接入您的任何高清设备，额外配置的数字/模拟信号接口允许用户接入更多
娱乐设备。内置的蓝牙功让音乐爱好者方便地把音频串流至家庭影院进行播放。对于无线传输以及通过 USB 端
口传输的压缩音频，先进的音乐优化器 DSP 能够还原压缩音频中的深沉低频及完整波形，并且支持大多数压缩
音频、无损音频以及高解析度音频格式。HT-RC630 大大简化家庭影音娱乐的搭建及调试过程，将音乐、电影
及游戏享受推向全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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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特性

处理特性

连接特性

• 4K/60 Hz 兼容 HDMI® 2.0* 接口带来

• HDMI 支持 4K/60 Hz ，3D，音频回传通

• 6 组 HDMI 输入接口，1 组输出接口

超高清娱乐

道， Deep Color， x.v.Color， LipSync

• USB 接口（后置）支持大容量记忆体播放

• 蓝牙 2.1+EDR 功能（兼容协议：A2DP

（唇音同步校正）, Dolby TrueHD, DTS-

v1.2, AVRCP v1.3)，

HD Master Audio， DVD-Audio, Super

Apple Lossless，DSD)

• 高级数码音质优化器改善压缩数字音频

Audio CD, 多声道 PCM, 和 CEC

• 色差视频信号切换（支持高清

音质（包括蓝牙输入）

• Dolby® TrueHD 和 DTS-HD Master

720P/1080i）（1 组输入和 1 组输出）

• 画中画输入源预览技术 InstaPrevue™

Audio™解码

• 4 组复合视频输入（前 1/后 3），1 组输

• 相位匹配低音增强技术带来深沉低频和

• 用于所有声道的德州仪器 Burr-Brown

出

清晰中频

192 kHz/24-Bit DAC

• 3 组数字音频信号输入（1 组光纤和 2 组

• 用于第二个房间的区域 2 信号输出

• 高级 32-BitDSP 处理芯片

同轴）

• 用于游戏的 4 种 DSP 模式：Rock（摇

• 7 组模拟音频输入（前 1/后 6）

滚）、Sport（运动）、Action（动作）和

• 低音炮前级输出

RPG（角色扮演）

• 彩色编码音箱端子

• Theater-Dimensional 虚拟环绕功能

• 立体声耳机插孔

功放特性
• 120 瓦/声道 (6 欧姆, 1 kHz, 单声道驱
动, JEITA)
• WRAT（宽频放大技术）
• H.C.P.S（大电流供电）巨型大电流变压
器
• 分立元件放大输出电路
• 优化增益音量电路
• 可提升音频质量的时钟抖动消除技术
(PLL)

(MP3,WMA, FLAC, WAV, Ogg Vorbis,

• CinemaFILTER™影院高频过滤功能
• 直通模式和纯音频模式

其余特性

• 双低音功能
• 免设置画质优化

• 每个声道独立分频点调节

• 聆听模式记忆功能

(40/50/60/70/80/90/100/120/150/200
Hz)
• 音频/视频同步控制（在 48khz 下，最高
400ms,10ms 步进）
• 带有快速设置和 Home 菜单的叠加式
OSD 菜单（仅 HDMI）
• 混合待机功能支持 HDMI 通过，降低功耗
• 前置左右声道的音调调节（低音/高音）
• 显示屏调光器（正常/调亮/调暗）
• 40 个 FM/AM 随机预设
• 用于系统控制的 RIHD（通过 HDMI 实现
相互控制）
• 预编程 RI（Remote Interactive）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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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电影，音乐，游戏而生的高保真放大

无损和高清格式进行高效和平滑的解码。

安桥的宽频放大技术（WRAT）是为了提供高电流而设
计的。高瞬时电流是保持对于扬声器单元的控制力，从
而精确还原声音的的保证，影片音轨中的钢琴演奏声到
电闪雷鸣声都包括其中。拥有大型高电流变压器作为后
盾，这个放大部分还拥有完全独立的低阻抗放大输出级
（而非廉价的集成电路），从而实现极低的失真。最终
带来细节，动态和高度真实的立体声和多声道聆听感受。

HDMI® 2.0* 领先的未来标准

快速设置和调整
高级数码音质优化器改善压缩数字音频
虽然 MP3 格式在便携立体声设备上表现不错，但是
它的缺陷在家用娱乐系统上表现无遗。这是因为在压

拥有简洁优美的用户界面，HT-RC630 的操控十分简单而
直观。Home 菜单用于细节调整和设置(比如设置功放遥
控器控制系统中的所有设备，或者针对不同的输入设置不

缩过程中高频部分的信息被丢弃损失了。高级数码音

同的聆听模式)。如果您只想快速增加中置音量，切换

频优化器是一个 DSP 模式，补偿丢失的数据信息来

DSP 模式，或者切换输入源，遥控器上的“Q”按键会调

改善压缩音频音质。这项技术还包括一个手动响度矫

出一个透明菜单叠加在画面上，让您立即完成这项操作，

正的功能。

而不中断节目观看。

想象下在您的 4K 超高清电视上以惊人的 60 帧/秒体验
最新的角色扮演大作。现在安桥那惊人的 5.1 声道环绕
声也伴随而来。HT-RC630 的每个 HDMI 端口都支持
4K/60Hz，这一切带来了更多的应用可能。即使您暂
时没有升级现有显示设备的打算，知道您的安桥功放已
经为将来的游戏和视频娱乐做好准备也是一件乐事。
* 根据 HDMI 2.0 参数定义，支持以 YCbCr 4:2:0 进行 4K/60 Hz
传输

USB 播放无损和 Hi-Res 音乐
如果您还是比较喜欢有线连接，后置 USB 接口几乎可
以播放储存在优盘或者硬盘中的任何格式的音频文件，
包括 FLAC,WAV,ALAC,以及 5.6MHz DSD 这些 HiRes 格式都能支持。其中 FLAC 和 WAV 最高支持
192kHz/24-bit 的精度。作为补充，您也可以通过多
种数字和模拟音频输入端口连接电脑，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或者音乐播放器。

内置 Bluetooth
放无缝对接，无论是 QQ 音乐还是您设备中的 MP3，

预览您的高清视频源

蓝牙 2.1+EDR 都能完美传输回放。应用于压缩音频的

InstaPrevue™（画中画预览）技术让视频通道切换变得

高级数码音质优化器 ，让蓝牙音乐前所未有的动听。

简单。按下 Home 按键，选择 InstaPrevue，视频预览

4 种使体验更真实的游戏模式
针对不同的内容选择为游戏环绕优化的 4 种模式获得更真
实的游戏体验。从细微的环境声到爆炸效果，Rock（摇

演）游戏模式充分发挥每个游戏的声音潜力。

用于多房间音乐的 2 区信号输出

过 HDMI 进行连接的节目内容。即使正在观看蓝光电影，
没有比置身于高清影院的 5.1 声道影片中更令人激动的

间切换的快捷方法。

192kHz/24-bit 数模转换器将 DVD 和蓝光碟中所有的

声和弦乐的低音。

2 区信号输出让您在家中的另一区域享受连接到您的影音

您也不会错过球赛直播。这项技术提供在不同信号源之

现令人激动的环绕体验。32 位 DSP 芯片和

响音质）。结果就是得到了深沉、清晰，而且不会盖过人

缩略图叠加在正在播放的节目上，让您可以预览任何通
高清音频处理

TrueHD 和 DTS-HD Master Audio™格式的音轨，重

的透明度。它能通过同步频率时域来抵消相位迁移（会影

滚）、Sport（运动）、Action（动作）和 RPG（角色扮

HT-RC630 内置了蓝牙技术。您可以将蓝牙设备与功

事情了。HT-RC630 能够解码并播放 Dolby®

相位匹配低音增强技术
安桥的 PM 低音技术在优化低频信号的同时保留中频信号

接收机模拟输入上的任何信号源。如果配合一台 2 声道功
放和一对扬声器的话，，您可以将其放置在厨房，车库或
者任何地方，通过 HT-RC630 的 2 区信号输出聆听 CD 或
者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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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调谐器部分

放大器部分


功率输出
全部声道

120W/声道，6Ω，1kHz,JEITA,单声道驱动

动态功率

160W(3Ω, 前置声道)
85W(8Ω, 前置声道)

总谐波失真



阻尼系数

60(前置,1kHz,8Ω)



输入灵敏度和阻抗

200mV/47kΩ(线路)



额定 RCA 输出电平和阻抗

200mV/2.2kΩ(线路输出)



最大 RCA 输出电平和阻抗

2.0V/2.2kΩ(线路输出)



频率响应

5Hz-100kHz/+1dB,-3dB（直接模式）



音调控制

+-10dB,20Hz(低音)



信噪比

100dB(线性, IHF-A)



扬声器阻抗

6-16Ω

87.5MHz-108MHz

AM

522kHz-1,611kHz



FM/AM 预设记忆
40 个

总体

输入灵敏度/输出电平和阻抗
视频



电源供应

AC 220-240 V 50/60Hz



电源消耗

360W



功耗（开机无负载） 55W



待机功耗

0.3W



尺寸(宽 X 高 X 深)

435X150X321 毫米



重量

8.1 千克



尺寸(宽 X 高 X 深)

537 x 268 x 416 毫米



重量

10.5 千克

包装

视频部分
1.0 Vp-p/75Ω(色差视频 Y)

随机附件

0.7Vp-p/75Ω(色差 PB/CB,PR/CR)

室内 FM 天线，天线隔离器，AM 环形天线，音箱线颜色标签，音箱设置麦克

1.0Vp-p/75Ω(复合视频)


FM



0.07%(20Hz-20kHz, 半功率)

+-10dB,20kHz(高音)



调谐频率范围



530kHz-1,710kHz

125W(4Ω, 前置声道)




风，说明书，遥控器

色差视频频率响应
5Hz-100MHz/+0 dB, -3dB

机身上的文字可能因为区域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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