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Sony 全新 Sound Bar 揚聲器系列輸出雄渾音效 

 

 
5.1聲道藍牙家庭影院組合 HT-RT3 

 

香港‧2016 年 8 月 17 日 – Sony全新 5.1 聲道環迴立體聲 Sound Bar 揚聲器 HT-RT3 及 2.1

聲道藍牙 Sound Bar 揚聲器 HT-CT390，為用戶將家居打造成家庭影院。HT-RT3 及 HT-

CT390 均配備 Sony S-Master 數碼擴音器，輸出雄渾自然的音色，並有效減少失真。 

 

時尚纖薄的 Sound Bar 揚聲器 HT-RT3 配備專用重低音揚器聲及一對後置揚器聲，只需簡

易步驟便可完成裝置，隨即帶來輸出功率達 600W 的強勁音效。用戶只需透過 HDMI 線

便可將 HT-RT3 的低音揚聲器接駁電視，再以彩色編碼線連接其餘的揚聲器，隨即便可觀

賞喜愛的電影；相比一般 5.1 聲道系統，HT-RT3 使用較少包裝盒及電線，使安裝更得心

應手。 

 

將 HT-RT3 與重低音揚聲器配對，即可提供高覆蓋範圍的沉厚雄渾重低音，讓你投進真正

環迴立體聲效，而兩個後置揚聲器則確保輸出平衡與廣闊的音頻響應。 

 

 



 

2.1聲道藍牙 Sound Bar揚聲器 HT-CT390 

Sound Bar 揚聲器 HT-CT390 以 300W 輸出功率完美地輸出每首電影配樂。兩個精心設計

的揚聲器驅動單元提供全頻率的平衡音頻響應，無線重低音揚聲器將强勁音效進一步提

升，讓用戶感受更震撼的效果。 

 

Sony 獨有 S-Force 前置音效技術重現富有電影感的 3D 立體音場，打造更豐富與高度保真

的音效，並擴闊現場的收聽位置，讓用戶仿如置身於電影中。無線重低音揚聲器更為電影

及配樂添加強勁的重低音聲效。 

 

音樂串流從未如此簡單，用戶只需以藍牙連接智能電話，即可無線串流播放音樂。透過

NFC 技術一觸連接，即可簡化任何繁複的安裝程序。 

 

Sony全新 5.1 聲道環迴立體聲 Sound Bar 揚聲器 HT-RT3 及 2.1 聲道藍牙 Sound Bar 揚聲器

HT-CT390 於 8 月中旬開始發售，售價分別為港幣 1,980 元及港幣 2,480 元(Sony Store 售

價)。 

 

顧客查詢，請致電 Sony 銷售及服務熱線：(852) 2345-2966。 

 

 

 



 

有關香港業務拓展總部 

香港業務拓展總部(HKMC)是索尼香港的附屬公司，在香港及澳門提供 Sony 消費者產品

及廣播與專業產品的有關銷售、市務推廣及售後服務。欲知更多有關 Sony 產品及服務的

資料，請瀏覽網頁 www.sony.com.hk。 

 

### 

 

Sony 全新 Sound Bar 揚聲器 HT-CT390 及 HT-RT3 的產品規格:  

型號 HT-CT390 HT-RT3 

擴音器/接收器   

音頻輸出功率 

總輸出 (參考值): 300W 

前置 (參考值):  100W/ch 

重低音 : 100W/ch 

總輸出 (參考值): 600W 

前置/後置 (參考值):   

65W+65W/ 65W+65W 

中置/重低音(參考值):   : 

170W/170W 

擴音器 24 bit S-Master 

晚間模式 支援 

輸入及輸出   

藍牙 支援 

HDMI 輸入/輸出  0/1(支援 ARC) 

模擬音頻輸入 1 

光纖輸入 /輸出 1/0 

解碼格式   

DTSHD/DolbyTruHD/ 

Dolby Digital+ 
- 

LPCM (2 聲道/5.1 聲

道/7.1 聲道) 經 HDMI 
支援/不支援/不支援 支援/支援/不支援 

Dolby Digital/DTS 支援/支援 支援/不支援 

Dolby Dual Mono 支援 

96k/24Bit PCM 支援 96k 16bit - 

前置揚聲器    

型號 SA-CT390 SS-RT3 

揚聲器類型 BAR 

揚聲器系統 2.1ch 全音域系統 

外殼類型 Close Bass Reflex 

前置格網類型 固定 

前置格網物料 Punching Punching Metal 

全音域單元 60 毫米 40 毫米 x 100 毫米 

阻抗 4 Ω 2.5 Ω 

http://www.sony.com.hk/


重低音揚聲器   

型號 SA-WCT390 SA-WRT3 

揚聲器類型 無線重低音揚聲器 有源重低音揚聲器 

揚聲器系統 重低音 

外殼類型 Bass Reflex 

揚聲器組件 130 毫米 160 毫米 

前置格網類型 固定 

前置格網物料 - Punching Metal 

阻抗 4Ω 

後置揚聲器   

型號 - SS-SRT3 

揚聲器類型 - 後置揚聲器 

揚聲器系統 - 全音域系統 

前置格網類型 - 固定 

前置格網物料 - Punching Metal 

全音域單元 - 60 毫米 

阻抗 - 2.5 Ω 

基本功能   

NFC 支援 支援 

遙控器 RMT-AH200U RMT-AH200U 

電量需求 220-240V 50/60Hz 

耗電量 BAR 45W/重低音揚聲器 20W 85W 

休眠耗電量 支援 支援 

自動休眠 支援 支援 

尺寸 (約) 
900 毫米 x 52 毫米 x 121 毫米 900 毫米 x 52 毫米 x 70 毫米 

主機 (闊 x 高 x 深) 

尺寸(約) 重低音 170 毫米 x 342 毫米 x 362 毫米 190 毫米 x 392 毫米 x 315 毫米 

重量(約) 主機 2.2 千克 2.1 千克 

重量(約) 重低音 6.5 千克 7.8 千克 

隨機附件 

腳墊(供重底音用)/ 光纖線/ 紙箱顏色標

籤/ 掛牆架/ 電池/ 客戶登記卡/ 簡易安

裝指南 

HDMI 線/ 紙箱顏色標籤/ 電池/ 簡

易安裝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