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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接收机能够带来各种类型的功能与效果处理，但是功放与音质

通常是后来加上去的。  

Azur 751R V2提供强大的环绕音响家庭影院体验与出色的音质

表现。剑桥音响的首要原则是：音质永远最重要。剑桥音响铭记

这一点，始终确保AV接收机音质表现水平与我们屡获殊荣的立体

声功放一致，这意味着您不需要为音乐与电影准备两套独立的系

统。因此，与市场上众多AV接收机不同，751R V2不仅提供一般

功能与效果处理，还让您的所有音乐与音轨更美妙动听。

751R V2用途广泛，可适用于多种布局与系统，提供六个HDMI

输入，支持蓝光、游戏和卫星电视，并拥有两个HDMI输出口用

于双显示界面。另外还有多种多样的数码与模拟音频输入接口，

让传统来源和HI-FI设备创造超凡绝佳的音频。用Audyssey 2EQ自

动设定与室内校准进行设定既简便又方便，直观的遥控器和配备

线路输入接口的前部面板（包括一个HDMI与RCA输入口），任

何人都可以尽情享受。 

完备AV中枢

高质量音频
我们仅采用纯正高保真音响元件，包括高品质DAC、电脑专用

USB音频接口以及高保真级的超大环形变压器，因此751R V2是

同类产品中最强大的AV接收机，每声道输出200瓦。751R V2还

采用本公司专有ATF音频升频系统技术，将所有输入音频升频

至24-位/192kHz，呈现音频失真与时基误差最低的最佳音质。

751R V2有两个强大的Texas Instruments 32位DSP，兼容包括4K

与3D视频在内的所有最新CODEC与格式，不仅确保与所有最

新高清CODEC与格式相兼容，还拥有复杂的后处理功能。如此

一来，我们就可以进行DTS重映射与高置声道处理，无论扬声

器配置与音频来源如何，您都将获得最佳音质。我们随后使用

第三个DSP，该DSP采用本公司专有的ATF音频升频技术。这会

将所有音频升至24位/192kHz，不管来自何种音乐源都能呈现

无与伦比的音质。

超强功率
751R V2每声道输出200瓦功率，这意味着它可以极有效地轻松

驱动大多数音箱。

在双功放模式下，使用5.1配置时，未被使用的第六与第七声道

就可以用来双功放左前及右前声道，以增强超重低音，实现所

有优质前置扬声器所需的控制。

出色冷却
751R V2不仅功能强大、设计精密、用途广泛，集于造型优美典

雅的箱盒中，同时先进的X- TractTM冷却系统保证在狭小空间

内不会运行过热。

机内情况

顶尖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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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变压器与EI变压器比较

我们致力于呈现完美音质，因此751R V2采用强大的环形变压

器。剑桥音响是在20世纪70年代最早使用环形变压器的制造商

之一，我们今天依然如此。相比其他大部分制造商使用的价格

更低廉的低档EI变压器，环形变压器拥有以下优点：

输至功放电路的高质量功率输出，无波形信号削峰，确

保信号稳定

无变压器噪音、嗡鸣或嗡嗡声

无与伦比的低音表现

高功率输出，得以驱动性能要求高的大型音箱高音量输出

功率储备大，需要时可使变压器达到音量峰值

全面屏蔽内部及外部电干扰，维持功率及信号质量

常见更廉价的EI变压器

信号弱、不稳定

无屏蔽

有噪音

无法驱动强大且性能要

求高的音箱

带ARC（音讯回传声道）的双

HDMI输出接口，使电视音频信

号发送至功放——而不是必须

使用电视音频输出

卓越家庭影院接 收机提供绝佳音乐电影音效

重要数据
功率输出：  每声道200瓦特 rms，6欧姆（2声道驱动） 

 每声道170瓦特 rms，8欧姆（2声道驱动） 

 每声道120瓦特 rms，8欧姆（7声道全部驱动）

输入: 6个HDMI、8个RCA, 7.1多频道、USB音频、5个同轴、 

 5个光纤、长短波收音头、3个分量视频输入口、  

 4个复合视频输出、4个S-video视频输入

输出：  2个HDMI、7个功放扬声器输出、7.2前级功放输出接口、 

 耳机输出接口、2个RCA、2个光纤、2个同轴

尺寸:    150 x 430 x 420毫米(5.9 x 16.9 x 16.5’’) 

（高 x 宽 x 长） 

重量：  17.4千克（38.3磅）

751R V2拥有HDMI预览功能。因为可以显示所有连接的HDMI

来源的缩略图，让您快速简单地选择所需输入口。

您知道吗？

6个HDMI输入

口（5个位于后

方，一个位于前

方）

高清USB音

频输入口 

RS232 

（用于客制化安

装项目）

4个数字光纤输

入口（前方也

有一个）

7个RCA模拟输

入端（前置面

板也有一个）

4个视频输入口 

（前置面板上还有

S-video视频输入口

与复合视频输出）

业内顶尖设备连接
除了全面的视频放大和增采样功能，751R V2具备了家庭影院接收机

的全套尖端配置：7.1模拟输入口与输出口（可以运行双低音炮）并提

供多个HDMI输入与输出口。751R V2拥有6个HDMI输入口和2个输出

口，所有接口皆兼容4K与3D，还支持音讯回传通道（ARC）。 751R 

V2甚至拥有异步USB音频输入口，可以作为高质量的外置声卡，最高

可将24位/192kHz的录音室母盘质量文件由电脑传输至751R V2。

全金属设计
电子元器件（以及音质）对于振动尤为敏感；因此我们采用低共鸣、

声学阻尼金属机箱，以尽量消除振动，确保从音源提取最佳声音。

FM/ 

AM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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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环绕模式，适应您的扬声器
设置
个人偏好与房间局限意味着每台5.1或7.1声道扬声器配置略有不同，

因此控制7.1音轨原始主音轨的扬声器布局可能与顾客家中扬声器布

局不同。 

DTS（数字影院环绕）采用七种不同布局，针对DTS HD及DTS-HD

主音轨。为确保使用者享受与原音工程师期望一致的音质（无需每次

移动扬声器），751R V2将电子重置每台扬声器，以营造出与录音室

或影院相同的体验。

7.1 前级功放

输出

卓越家庭影院接 收机提供绝佳音乐电影音效

设计师摘记

第2播放区域音频

和视频输出口

3个分量视频输入口 7.1 Direct输入口

5个数字同轴音

频输入口

扬声器连接 

（最多达7.1）

总线控制连接 

（可通过连接的剑桥音

响产品进行控制）

751R V2遥控

多房间共享连接
751R V2继续沿用多种规格，让您拥有独立的第2播放区域。这意味着

您可以在第二个房间里播放视频与音频，观看或收听两个房间不同的

音源。我们的第2播放区还具有独特的“跟随主源”选项。“跟随主

源”可以让您在另一房间聆听主房间播放的同一数字源音乐（大部分

现代功放只支持在其他地点聆听模拟音源）。

设置简便 
您可以使用Audyssey 2EQ 自动设定，自己轻松地设定751R V2。就在

任何房间快速简单设定而言，本系统所提供的传声器测量聆听环境，

自动根据房间音质设置接收机，达到最佳使用效果。 

双视频输出
751R V2拥有两个HDMI输出功能。可用于同时显示两个界面——如

果屏幕在另一个房间，或者想使用投影仪播放电影而用电视屏幕供

日常使用，这将是最理想的选择。

支持最新格式
采用最新技术——包括Texas Instruments双32位DSP，兼容包括4K与

3D视频在内的所有最新CODEC与格式——751R V2还可以处理今后

出现的格式。

“我们已利用屡获奖项的HI-FI专利技术，设计

出了一个强大AV接收机，该AV接收机也将

呈现无与伦比的立体声表现。”

电子设备经理Ch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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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Azur 751R V2的几大理由

音乐视频中枢：无需购买两套设备，即可享受绝佳

环绕声及震撼音乐。保真立体声功放的卓越质量和强

大性能与AVR的多连接和多功能相结合。另外，751R 

V2直观的遥控器和前部面板使任何人可以充分享受。

非凡元件： 为了实现最佳环绕及立体声，确保多种

连接及使用便利，我们采用最受好评的元件。从强

大的环形变压器到Cirrus Logic音频DAC（数字模拟

转换器），再到Anchor Bay ABT2010 1080p视频处理

器...751R V2质量臻于完美。

杰出设备连接：具备这么多不同的模拟及数字输入

接口，基本不可能不够用。您可以连接蓝光、卫星电

视、游戏机、MP3播放器、CD 播放器、唱片机等一

切音频设备，另外其中内置AM/FM收音机。 

异步USB：751R V2甚至拥有异步USB音频输入口，

可以作为电脑高质量的外置声卡，最高可传送24

位/192kHz的文件。

快速设定：AV接收机可能涉及繁琐的设定与配置过

程，但751R V2配备Audyssey 2EQ，因而设定快速简

单。所提供的传声器测量聆听环境，自动根据房间情

况设置扬声器水平及距离。

第2播放区域：751R V2让您拥有独立的第2播放区

域。这意味着您可以在第二个房间里播放视频与音

频，观看或收听两个房间不同的音源。我们的第2播

放区还具有独特的“跟随主源”选项。“跟随主源”

可以让您在另一房间聆听主房间播放的同一数字源音

乐。另一房间内还有第2播放区域的2.1低音炮输出口

ATF 升频：751R V2还配备第三个专用DSP，该DSP采

用本公司专有的ATF音频升频技术。这会将所有音频

升至24位/192kHz，不管来自何种音乐源都能呈现无

与伦比的音质，让音频表现达到另一个层次。

每时每刻充分发挥所有功率：751R V2每个声道的输

出功率高达200W，成为该级别中功率最大的AVR之

一。可将所有可用功率转移至与其连接的任意数目

的音箱。例如，如果您希望环绕声布局中一对优质

前置音箱的表现更佳，则可以采用5.1声道配置，利

用环绕后置声道双功放左前及右前声道，以增强超

重低音与控制。

全面交叉调整与低音管理：751R V2包含先进的低音

管理功能，您可以将低频输至前置音箱或低音炮或

两者同时，并为不同环绕声模式提供独立可选的低

音加强。

全金属外壳：如果751R V2产品不经久耐用，那

么以上各点毫无意义！从全金属箱到无比牢固的

机箱、高质量高功率的环形变压器，751R V2每

个元件目标带来经年持久的听觉享受。

751R V2拥有一个多声道模拟音频输入口（7.1 Direct）。这

是连接752BD等高品质全能播放器的理想选择，通过直接、

未处理的信号路径连接至751R V2功放部分。 

AV接收机实现无与伦比的优质音频…以下为选择剑桥音响Azur 751R V2而非其他系
统的10大理由……

顶尖诀窍！

4

5

3

2

7

6

1

9

8

10

剑桥音响的原则是不断改进，这意味着会出现不事先通知下对设计和规格作出更改。保留所有权利 © 2013 剑桥音响。 

剑桥音响品牌由Audio Partnership Plc公司所有 注册办事处：Gallery Court, Hankey Place, London SE1 4BB, United Kingdom（英国）。 

公司于英格兰注册，注册号为 2953313。iPod是注册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Apple Inc.商标。其他产品及公司名称为其各自所有者商标，此处仅用作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