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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 聲明

本裝置已依照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的第 15 條規定進行測試，且證明符合 B 級 (Class B) 數位裝置之限制條件。相
關限制的訂定在於提供適當的保護，防止住宅安裝時所造成的不良干擾。

本設備會產生、使用並散發射頻電能，且如未依照說明手冊進行安裝與使用，將對無線電通訊產生不良干擾。但
不保證本裝置之安裝將不會產生干擾。如本設備確有對無線電或電視接收造成不良干擾的情況，可經由交替開關
本設備判定；使用者可透過以下其中一種方法試著解除干擾：

• 調整接收天線的方向或位置。

• 拉開設備與接收器的間距。

• 將設備接到與接收器不同電路的插座上。

• 請洽經銷商或有經驗的無線電／電視技術人員提供協助。

安全注意事項

在操作裝置時請務必遵守下列安全注意事項。

• 僅限使用包裝隨附的配件。

• 請勿讓本裝置接觸直射陽光。

• 請勿將本裝置擺放在潮濕或高濕度的環境。

• 請勿覆蓋或阻塞本裝置的任何通風口。

• 請勿讓本裝置摔落或遭受嚴重撞擊。

• 請勿在暴風雨期間操作本裝置。

• 在開啟裝置的電源前，請確定所有纜線皆已正確連接。

• 請保護所有纜線與電源變壓器，避免這些線材遭人踩踏或重物擠壓。

• 請確保本裝置遠離水。

• 在清潔之前，請拔下電源變壓器的插頭。請使用乾淨的乾布擦拭本裝置。

• 請勿嘗試自行維修本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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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感謝您購買Optoma NuForce WDC200 無線數位類比轉換器。WDC200 無線數位類比轉換器為一優質 WiFi 數位
轉類比轉換器，能讓您享受行動裝置中的高音質音樂播放效果。此外，本機也配備 Toslink 輸入，可接受其他數
位來源裝置的光纖數位輸出，如遊戲主機和 CD 播放器。

包裝內容

請小心為產品包裝拆封，並確定包裝內含有下列項目：

無線數位類比轉換器 電源變壓器 天線

產品概觀

正視圖

1 2 3 4

1. 電源鍵

2. 訊號源按鈕

3. 電源指示燈

4. 音量旋鈕  

（僅用於光纖輸入來源）

後視圖

1 2 3 4 5 6

1. 音訊輸出接頭

2. 光纖輸入接頭

3. DC IN 插孔

4. AP/STA 模式按鈕

5. WPS／重設按鈕

6. 天線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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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您的無線數位類比轉換器

安裝天線

1. 如下圖所示，將裝置後側的天線鎖緊。

2. 調整天線為垂直位置。

連接電源變壓器

將電源變壓器連接至您的裝置，然後將插頭插入電源插座。

附註：搭配 Optoma NuForce STA200 擴大機使用時，可透過操縱 
電纜（STA200 隨附）由 STA200 的 DC 輸出供電給 WDC200，並從 
STA200 的高品質線性電源設計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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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您無線數位類比轉換器的電源

重要！

在開啟裝置的電源前，請確定所有纜線皆已正確連接。

按下電源按鈕開啟 DAC。

電源 LED 亮起且系統開始暖機約 30 秒。當您聽見語音表示「直接

連線模式」時，代表裝置已可使用。



6

 NuForce WDC200 無線數位類比轉換器

設定無線連線

WDC200 無線數位類比轉換器支援 3 個無線連線模式選項：直接連線、用戶端模式 (STA 模式) 及 WPS 皆允許您
透過以無線方式連接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電腦等裝置欣賞音樂。

此外，WDC200 不僅能在不下載任何應用程式的情況下輕鬆搭配 Android 和 iOS 使用，還擁有快速切換直接連線
與用戶端模式 (STA 模式) 的便利功能。

直接連線（AP 模式）

根據預設值，您的無線數位類比轉換器設為 AP（基地台）模式。在此模式中，您可以無線方式播放智慧型手
機、平板電腦、電腦或筆記型電腦中的音訊／媒體檔案。

重要！

承受過高的音量會造成永久性的聽力損傷。

在使用可攜式裝置播放媒體檔案之前，請務必將您的可攜式裝置音量設為最小音量（5 或以下）。

附註：以無線方式串流處理媒體檔案時，請使用您的可攜式裝置調整音量。只有在光纖 (SPDIF IN) 輸入來源
中，裝置的音量旋鈕才有作用。

1. 請在 Android 裝置下載並安裝適當的播放器。

2. 在您的可攜式裝置上啟用 Wi-Fi 功能。

3. 輕觸可用網路清單中的 Optoma-XXXXXX 連接 WDC200。

4. 開啟 BubbleUPnP 應用程式並將 RENDERER 設定設為 Optoma-XXXXXX。

5. 選擇要播放的音訊／媒體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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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MAC 

1. 在您的 iPhone/iPad 上啟用 Wi-Fi 功能。

2. 輕觸可用網路清單中的 Optoma-XXXXX 連接 WDC200。

3. 由螢幕下方往上撥動，開啟控制中心。

4. 選擇 Optoma-XXXXX。

5. 選擇要播放的音訊／媒體檔案。

Windows

1. 按一下系統匣上的無線網路圖示 ( )。

2. 在可用的無線網路連線清單中按一下 Optoma-XXXXXX， 接著再按一下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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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端模式 (STA 模式)

重要！

在第一次開始設定用戶端模式 (STA 模式) 之前，請確定您的可攜式裝置與 WDC200 均透過直接連線模式連接。

請參閱上一頁設定直接連線模式的步驟。

若要切換為用戶端模式 (STA 模式) ，請執行下列步驟：

1. 開啟您可攜式裝置上的瀏覽器。

2. 在 URL 位址列上輸入 IP 位址（即 192.168.10.1）。

 

3. 主控台頁面會出現，然後輕觸 WIFI 設定標籤進入 WIFI 設定頁面。選擇所需連接的網路，然後輕觸「+」。

4. 如有必要，請輸入您所選網路的密碼。

5. 之後您會聽見語音表示「正在加入網路」。若連接成功，將聽見後續「已連接網路」的語音。

6. 連接您可攜式裝置上的家用 Wi-Fi 網路。

7. 完成用戶端模式 (STA 模式) 組態。

附註：完成設定用戶端模式 (STA 模式) 後，您可按下裝置背面的 AP/STA 模式按鈕，切換為直接連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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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Protected Setup (WPS)

透過 WPS 連接

若要使用 WPS 功能連接您的 DAC 與家用 AP（基地台），請執行下列步驟：

1. 請確定您家用的 AP（基地台）支援 WPS 功能。若支援，請按下家用 AP 的 WPS 按鈕執行 WPS 功能。

2. 按下 WDC200 背面的 WPS/重設按鈕。

重要！

在 WPS 配對程序中，您必須在步驟 1 中按下 WPS 按鈕的 30 秒內啟動 WDC200 的 WPS 功能。

設定其他進階設定

若要變更螢幕顯示語言或設定其他進階設定，請執行下列項目：

1. 在您的可攜式裝置上啟用 Wi-Fi 功能。

2. 輕觸可用網路清單中的 Optoma-XXXXXX 連接 WDC200。

3. 開啟您可攜式裝置上的瀏覽器。

4. 在 URL 位址列上輸入 IP 位址（即 192.168.10.1）。

5. 輕觸資訊標籤。

6. 選擇所需的功能並變更必要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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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有線連線

連接至光纖輸入來源

若要連接至光纖輸入來源，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如圖所示，使用 S/PDIF 連接線連接數位來源至裝置的光纖輸入接頭。

S/PDIF 連接線類型：

• 配備 Toslink 接頭的光纖連接線

• Toslink 數位連接線

• 光纖 Toslink 連接線

• 數位光纖連接線

光纖輸入

附註：將 S/PDIF 連接線插頭插入接頭之前，請先拔下 WDC200 

背面的接頭蓋。

2. 按下來源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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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模式中，您可使用音量旋鈕調整音量。根據預設值，音量設為最大輸出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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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疑難排解

常見問題 解決方法

沒有音訊訊號輸出 • 檢查音訊連接線是否正確連接。

• 檢查無線連線是否可用。

• 拔除電源連接線後，再重新連接。接著開啟裝置電源。若仍有問題，請
聯絡您的經銷商或服務供應商。

無線訊號微弱（接收距離更短） • 將您的裝置遠離如微波爐與無線電話機等會產生無線電頻率 (RF) 雜訊的
設備，減少可能的干擾。

• 請確定天線方向隨時保持垂直位置。

• 如牆壁與機櫃等阻礙物都可能會影響您的無線連線。將裝置擺放在開放
空間中，並遠離會產生干擾的物體。

透過輸入「192.168.10.1」發現 
WDC200 沒有回應或找不到

• 要檢查裝置的 IP 位址，請前往控制台 > 網路和共用中心 > 按一下無線網
路連線 > 詳細資訊 > 檢視 IPv4 預設閘道。

在網路清單中將看不見裝置的 SSID • 在用戶端模式 (STA 模式) 中，網路清單中將看不見裝置的 SSID。欲切換
回 AP 模式，請選擇直接連線或按下重設按鈕重設裝置。

附註：若您有更進一步的 WDC200 與 NuForce 產品問題，請上網站 nuforce.optoma.com或致電我們當地的授權

經銷商尋求技術支援。

規格

尺寸（寬 x 高 x 深） 180 x 42 x 215 mm

重量 1.5 kg

DC 電源 5V (450mA)

光纖輸入 32-192kHz 24位元

無線標準 802.11 b/g/n

連線模式 AP/ STA

WPS 支援

類比輸出 RCA

輸出阻抗 470 ohm

數位音量控制 旋轉

訊噪比 100dB

THD+N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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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 警語

• 本機限在不干擾合法電臺與不受被干擾保障條件下於室內使用。

• 經審驗合格之射頻電信終端設備，非經許可，公司、商號使用者均不得擅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
計之特性及功能。

• 射頻電信終端設備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擾現象時，應立即停用，並改善至
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所謂合法通信係指依電信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信。

• 輸入、製造射頻電信終端設備之公司、商號或其使用者違反本辦法規定，擅自使用或變更無電頻率、電功率
者，除依電信法規定處罰外，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並得撤銷其審驗合格證明。

• 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可，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得擅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或變更
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

•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擾現象時，應立即停用，並改善至無
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

• 前項合法通信，指依電信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

• 低功率射頻電機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