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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声明

本设备经检测，符合FCC规则第15部分中关于B级数字设备的限制规定。这些限制旨在为居民区安装提供防止有害
干扰的合理保护。

本设备会产生、使用和辐射无线电波，如果不遵照说明进行安装和使用，可能会对无线电通信产生有害干扰。但
是，不能保证在特定安装条件下不会出现干扰。如果本设备确实对无线电或电视接收造成了有害干扰（可通过关
闭和打开设备电源来确定），建议用户采取以下措施来消除干扰：

• 调节接收天线的方向或位置。

• 增大设备与接收器之间的距离。

• 将此设备和接收设备连接到不同的电源插座上。

• 向代理商或有经验的无线电/电视技术人员咨询以获得帮助。

安全预防措施

操作设备时请遵守以下安全预防措施。

• 仅使用包装中附带的附件。

• 请勿让设备受到阳光直射。

• 请勿将设备放置在潮湿或高湿度环境中。

• 不要覆盖或阻塞设备的任何通风口。

• 请勿掉落设备或使其遭受碰撞。

• 请勿在雷暴天气下操作设备。

• 确保在打开设备前正确连接所有连线。

• 保护所有连线和电源适配器不被踩踏或挤压。

• 使设备远离水。

• 请在清洁前拔下电源适配器。使用清洁的干布擦拭设备。

• 不要尝试自行维修本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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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感谢您购买Optoma NuForce WDC200无线数位类比转换器。WDC200无线数位类比转换器是一款优质WiFi数模
转换器，可使您收听移动设备播放的优质音乐。他还配带一个TOSLINK“输入端子”，用于接收其他数字信号源
设备（例如游戏机和CD播放器）的光纤数字输出。

包装内容

小心打开包装并确保包装含有以下物品。

无线数位类比转换器 电源适配器 天线

产品概览

前视图

1 2 3 4

1. 电源按钮

2. 信号源按钮

3. 电源指示灯

4. 音量旋钮 

（仅限光纤输入信号源）

后视图

1 2 3 4 5 6

1. 音频输出接口

2. 光纤输入接口

3. 直流电源插口

4. AP/STA模式按钮

5. WPS/重置按钮

6. 天线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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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您的无线数位类比转换器

安装天线

1. 按下图所示将天线固定在设备背面。

2. 调整天线使其直立。

连接电源适配器

将电源适配器与设备相连，然后将电源适配器插入电源插座中。

注意：在搭配使用Optoma NuForce STA200放大器时，WDC200 
可以由STA200直流输出通过电线（STA200配带）供电，这得益于 
STA200高质量线型电源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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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无线数位类比转换器通电

重要提示！

确保在打开设备前正确连接所有连线。

按下电源按钮打开DAC。

电源LED亮起，系统开始暖机（30秒）。在听到“直接连接模式”

语音通知时，表示设备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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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无线连接

WDC200无线数位类比转换器支持3种无线连接模式：直接连接、用户端模式（STA模式）和WPS。在这些模式
下，您只需无线连接您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PC等即可收听音乐。

此外，WDC200不但轻松兼容安卓系统和iOS（无需下载任何APP），还可以在直接连接和用户端模式（STA模
式）之间快速切换。

直接连接（AP模式）

在默认情况下，无线数位类比转换器被设成AP（接入点）模式。在此模式下，您可以通过无线方式播放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电脑或笔记本电脑中的音频/媒体文件。

重要提示！

如果声音过高，您的听力可能受到永久伤害。

在使用便携设备播放媒体文件之前，请始终将便携设备的音量设为最低值（5或以下）。

注意：在通过无线方式传输媒体文件时，使用便携设备调整音量。只有在使用光纤（SPDIF IN）输入信号源时，
设备的音量旋钮才可用。

1. 请将适用播放器下载到安卓设备中并进行安装。

2. 启用便携设备的Wi-Fi功能。

3. 单击可用网络列表中的Optoma-XXXXXX来连接WDC200。

4. 打开BubbleUPnP应用程序并将渲染器设置设为Optoma-XXXXXX。

5. 选择要播放的音频/媒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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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MAC 

1. 启用iPhone/iPad的Wi-Fi功能。

2. 单击可用网络列表中的Optoma-XXXXX来连接WDC200。

3. 滑至屏幕底部来打开控制中心。

4. 选择Optoma-XXXXX。

5. 选择要播放的音频/媒体文件。

Windows 7

1. 单击系统托盘中的无线网络图标（ ）。

2. 单击可用无线网络连接列表中的Optoma-XXXXXX。然后，单击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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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端模式（STA模式）

重要提示！

在首次开始设置用户端模式（STA模式）之前，确保便携设备与WDC200通过直接连接模式相连。请参阅上一

页的直接连接模式的设置步骤。

要切换至用户端模式（STA模式），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打开便携设备的浏览器。

2. 在URL地址栏中，输入IP地址（例如192.168.10.1）。

 

3. 控制台页面出现，然后单击WIFI设置选项卡进入WIFI设置页面。接着选择将连接网络并单击”+”。

4. 必要时输入所选网络的密码。

5. 随后，您将听到“正在联网”语音通知。如果联网成功，将听到“已经联网”的语音通知。

6. 在便携设备上连接家中的Wi-Fi网络。

7. 用户端模式（STA模式）配置完成。

注意：在完成用户端模式（STA模式）的设置后，可以按下设备背面的AP/STA模式按钮切换到直接连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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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保护设置 (WPS)

通过WPS连接

要通过WPS功能将DAC接入家中的AP（接入点），请执行以下步骤：

1. 确保家中的AP（接入点）支持WPS功能。如果支持，请按下家中AP的WPS按钮来启用WPS功能。

2. 按下WDC200背面的WPS/重置按钮。

重要提示！

为了进行WPS配对，必须在第1步中按下WPS按钮后30秒内激活WDC200的WPS功能。

配置其他设置

要更改屏幕显示语言或者配置其他高级设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启用便携设备的Wi-Fi功能。

2. 单击可用网络列表中的Optoma-XXXXXX来连接WDC200。

3. 打开便携设备的浏览器。

4. 在URL地址栏中，输入IP地址（例如192.168.10.1）。

5. 单击信息选项卡。

6. 选择所需功能，然后更改必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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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有线连接

连接光纤输入信号源

要连接光纤输入信号源，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按照下图所示使用S/PDIF线将数字信号源接上设备的光纤输入接口。

S/PDIF线类型：

• 带Toslink接头的光缆

• Toslink数据线

• Toslink光缆

• 数据光缆

光纤输入

注意：将S/PDIF线插入接口之前，请取下WDC200 

背面的接口盖。

2. 按下信号源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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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模式下，您可以使用音量旋钮调整音量值。在默认情况下，音量值被设成最高输入音量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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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故障处理

常见问题 可能解决方法

无音频信号输出 • 检查音频线连接是否正确。

• 检查无线连接是否可用。

• 拔下电源线，重新连接。然后，启动设备。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系
经销商或服务人员。

无线信号弱（接收距离较短） • 将设备放在远离射频（RF）噪音发射源（例如微波炉和无绳电话）的位
置，以降低潜在干扰。

• 确保天线始终保持垂直。

• 墙壁和橱柜等障碍物可能影响您的无线连接。将设备放在远离干扰物体
的开阔区域。

输入“192.168.10.1”后无反应或无
法找到WDC200

• 要检查设备的IP地址，请转至控制面板>网络和共享中心，单击无线网络
连接>详情，然后查看IPv4默认网关。

网络列表将不包含设备的SSID • 在用户端模式（STA模式）下，网络列表将不包含设备的SSID。要返回
AP模式，请选择直接连接或者按下重启按钮重新启动设备。

注意：如果对WDC200和NuForce产品仍然存有疑虑，请访问nuforce.optoma.com或者致电授权经销商来获得技

术支持。

规格

尺寸（宽 x 高 x 厚） 180 x 42 x 215 mm

重量 1.5 kg

直流电源 5V (450mA)

光纤输入 32-192kHz 24位

无线标准 802.11 b/g/n

连接模式 AP/ STA

WPS 支持，输出阻抗470欧姆，光纤输出24位元

模拟输出 RCA

输出阻抗 470 ohm

数字音量控制 旋转式

S/N 100dB

THD+N 0.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