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Sony 全新高級影音放大器以 3D 播放功能及優越音效結合最新家庭影院技術

STR-DA5600ES

香港 • 2010 年 11 月 23 日 — Sony 今天推出兩款全新高級影音放大器 STR-DA5600ES 及
STR-DA3600ES，配備 3D 播放功能、網絡連接及最新家庭影院技術。兩款影音放大器的
設計及機身結構精巧絕倫，播放卓越不凡的音效，更兼容 3D 及 DLNA 影音連接等創新功
能。
STR-DA5600ES：技術與連接功能達至終極表現
STR-DA5600ES 支援 3D 影像訊號。當用戶使用 HDMI 連接時，即可享受集合 3D 電視、
3D 兼容組件（藍光影碟播放機及 PlayStation® 3 主機）與 3D 眼鏡帶來的震撼 3D 影像效
果。
STR-DA5600ES 具備六組 HDMI 輸入端子及兩組輸出端子，不僅能連接更多高清組件，
更可讓用戶同時觀看電視及投影機。HDMI 輸入端子和輸出端子均支援 x.v. Colour 和
Deep Colour 技 術 ， 準 確 地 再 現 更 豐 富 色 彩 。 該 接 收 器 亦 兼 容 播 放 優 質 藍 光 影 像
（1080/24p），並讓用戶體驗最新研製的 Sony 獨家音場技術「高清數碼影院音效」所帶
來的感官享受。

高清數碼影院音效(HD-D.C.S.)的聲樂表現已提升至更高水平，以符合高清音效及其他優
質音效製作標準；高清數碼影院音效採用最新測量技術與先進分析技術，締造仿如影院質
素的回響聲效。
此外，該型號亦採用 Sony 最新音場調校技術 ― 自動音場調校系統 EX（Digital Cinema
Auto Calibration EX ，簡稱 DCAC-EX）提供揚聲器重定位功能（Speaker Relocation）以
彌補房間佈局的不足之處，及具有優化揚聲器整合的自動相位修正功能（Automatic Phase
Matching）。揚聲器重定位功能可根據不同的房間環境及形狀，糾正揚聲器設置的角度，
為用戶營造完美極致的環境以享受電影及音樂。
STR-DA5600ES 不僅可用作 DLNA 家庭網絡以傳送音樂、影片及照片，亦可接收互聯網
廣播及向其他 DLNA 兼容的設備傳送模擬訊源。憑藉內置四端乙太網絡，該影音放大器
可將所有內容連接至一個完整的系統。透過以乙太網絡連接，STR-DA5600ES 可與用戶儲
存這些內容的網絡組件及個人電腦共享音樂、影片和照片，即使影音放大器在另一房間內
共享亦可。
全新影音放大器搭載 Sony 研製的高質素數碼音響傳輸系統（H.A.T.S.），將音效發揮至
最佳表現。以 HDMI 配合 H.A.T.S. 使用，可增強音波純度和聲音的層次感，營造更好的
焦點和氛圍，改善低音效果與力度。
STR-DA3600ES：優越質素、功能簡易
STR-DA3600ES 配備四組 HDMI 輸入端子和一組輸出端子，並提供兼容 3D 播放功能、
power-off pass-through 及音訊返回聲道（Audio Return Channel），而各聲道輸出功率均為
100W。STR-DA3600ES 的 DLNA 連結功能齊備，並內置四端乙太網集線器以便連接。
STR-DA3600ES 提供全新音頻解碼格式，以配合 Dolby TrueHD 和 DTS-HD Master Audio
功能，高分辨率環繞聲格式使其完全兼容藍光影碟。透過增加左右兩方前置縱向揚聲器，
便可利用 Dolby Pro Logic II 技術，在原音場加入垂直的音響效果。
該影音放大器利用自動相位修正功能及高清數碼影院音效處理，並配合 Sony 獨有 DCAC
揚聲器，締造逼真的家庭影院體驗。該型號更配備屏幕設定及調節功能，並具有 1080p 視
訊像素倍增技術。
STR-DA5600ES 及 STR-DA3600ES 均具有以下功能：

HDMI 的 3D pass-through（即使影音放大器處於備用狀態）

音訊返回聲道

營造最佳音效的自動音場調校系統

DLNA 網絡音訊／視訊連接功能，內置四端乙太網集線器

1080p 視訊像素倍增技術

操作簡易的屏幕圖像用戶界面（GUI）

Sony 全新影音放大器 STR-DA5600ES 及 STR-DA3600ES 現已有售，建議售價分別為港幣
19,880 元及港幣 9,980 元。

客戶如有垂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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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 “make.believe”
―make.believe‖ (make dot believe) 是索尼集團的統一品牌訊息，涵蓋旗下的電子產品、遊
戲、電影、音樂、流動電話及網絡服務。‖make.believe‖標誌著 Sony 的創造精神，以及將
意念轉化成真實的能力，典堅持「創新源於好奇、夢想成就未來」的信念。

###

Sony 影音放大器 STR-DA5600ES 及 STR-DA3600ES 產品規格
型號

STR-DA5600ES

STR-DA3600ES

電量輸出率(立體聲模式)

120 瓦+ 120 瓦(8 ohms,
20Hz-20kHz, THD 0.09%)

100 瓦+ 100 瓦(8 ohms, 1kHz,
THD 0.09%)

電量輸出參考值(立體聲模
式)

120 瓦+ 120 瓦(4 ohms,
20Hz-20kHz, THD 0.15%)

85W + 85W (4 ohms, 1kHz,
THD 0.15%)

電量輸出參考值

130 瓦+130 瓦(FR), 130 瓦
(CN), 130 瓦+130 瓦(SUR),
130 瓦+130 瓦(SB) (8 ohms
1kHz, THD 0.7%)
120 瓦+120 瓦(FR), 120 瓦
(CN), 120 瓦+120 瓦(SUR),
120 瓦+120 瓦(SB)

110 瓦+110 瓦(FR), 110 瓦
(CN), 110 瓦+110 瓦(SUR),
110 瓦+110 瓦(SB) (8 ohms
1kHz, THD 0.7%)
100 瓦+100 瓦(FR), 100 瓦
(CN), 100 瓦+100 瓦(SUR),
100 瓦+100 瓦(SB)

(4 ohms 1kHz, THD 0.7%)

(4 ohms 1kHz, THD 0.7%)

230 V, 50/60Hz

230 V, 50/60Hz

耗電量

480 瓦

360 瓦

待機時耗電量

0.5 瓦

0.5 瓦

約 430 x 175 x 430

約 430 x 160 x 390

16.9 千克

13 千克

A/V 輸入/輸出

5/1 (包括側面 AV 輸入)

5/1 (包括側面 AV 輸入)

音頻輸入/輸出/TV CEC

5/1/有 (包括電視輸入及
PHONO 輸入)

4/1/有 (包括電視輸入及
PHONO 輸入)

6/2 (Active Intelligence) (inc
側面 HDMI 輸入)

4/1 (Active Intelligence)

3/1 (Pass through)

3/1 (Pass through)

7.1 聲道

7.1 聲道

一般

電量要求

體積 (闊 x 高 x 深) 毫米
重量
輸入/輸出

HDMI 輸入/輸出

色差端子輸入/輸出
多重頻道輸入

DMPORT 連接埠

1

1

6/1/有 (包括電視輸入及光纖
側面輸入)

4/1/有 (包括電視輸入及光纖
側面輸入)

同軸輸入

3

3

視頻監視輸出

1

1

音頻預先輸出

7.1 聲道 + 2 聲道

7.1 聲道
(包括: FH/SB: 可轉換)

光纖輸入/輸出/TV CEC

(Front Height)
區域 2

音頻 (揚聲器 及 Line) 視頻
(視頻 , 色差 及 CAT5)

音頻(揚聲器& Line)
視頻 (視頻 及 色差)

區域 3

音頻(Line)

音頻(Line)

3

1

1/2

1/2

4 (轉換連接埠)

4 (轉換連接埠)

12V Trigger
IR Repeater 輸入/輸出
乙太網絡
功能

•

支援經 HDMI 輸出的
3D(三維)影片

•

支援經 HDMI 輸出的
3D(三維)影片

• 體驗由多從 HDMI 輸入及
輸出高解像的影院組合

• 體驗高解像的影院組合

•體驗 Sony 環迴音響技術
(Sony 獨家 HD 高清音場 –
高清數碼影院音效)

• 體驗 Sony 嶄新的音響技術
(Sony 獨家 HD 高清音場–
高清數碼影院音效)

• 由電腦網絡與 AV 接受器連
接以享受音樂,影片及相片

•享受 Blu-ray 聲效 及 杜比
ProLogic IIz 枝術

•

自動音場調校功能

• 由電腦網絡與 AV 接受器連
接以享受音樂,影片及相片

(DCAC EX)
• H.A.T.S. 適用於 HDMI 用

• 於同一時間享受不同區域的
電影及音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