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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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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深圳市吉祥腾达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和（或）其它国家与地区合法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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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产品介绍 

产品简介 

U1 无线网卡采用 11N 无线技术，外置可拆卸天线，无线传输速率达 300Mbps，能有

效减少网络延迟，使语音视频、网络游戏、在线点播等应用更加流畅。一般用于台式

电脑、笔记本电脑进行无线连接，提供方便快捷的无线上网方式。另外，其体积小巧、

外观时尚，非常适合家庭用户、学生用户使用。 

 

主要特性 

 遵循 IEEE 802.11b、IEEE 802.11g、IEEE 802.11n 标准。 

 支持 USB2.0 接口。 

 支持 WEP、WPA-PSK/WPA2-PSK 等无线加密方式。 

 支持 WPS 功能。 

 支持 AP 功能，把网卡当成无线信号发射点，方便其他客户端连接。 

 无线速率高达 300Mbps，可根据网络环境自动调整无线速率。 

包装清单 

打开产品包装，包装盒内应有以下物品： 

 无线网卡*1 

 光盘*1  

 快速安装指南（含保修卡）*1 

如果以上配件有损坏或缺失，请持原包装与经销商联系更换。 

 

→ 

→ 

用于与无线路由器等设备 

进行 WPS 连接。 

 慢闪表示工作正常。 

 快闪表示搜索中、连接中、正

在进行数据传输。 

 不亮表示工作异常。请确认网

卡与电脑接触良好且网卡驱动

已安装成功，或检查 UI 页面

WiFi 开关是否为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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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安装网卡 

只需两步：硬件安装，驱动安装，即可成功安装无线网卡。 

硬件安装 

将天线拧进网卡的天线接口，然后将无线网卡插入电脑的 USB 接口。 

 

提示 

1. 无线网卡驱动兼容的操作系统有：Windows XP/Vista/7/8/8.1/10、Linux、Mac OS。

且 Linux、Mac OS 系统只能安装网卡驱动，不能安装网卡 UI。 

2. 如果电脑系统是 Windows 10，不用安装无线网卡驱动，硬件安装完成后，直接尝

试连接 WiFi 即可。但此时没有网卡 UI，不能使用网卡 WiFi 共享模式和 WPS 功能。 

驱动安装（以 Windows 7 为例） 

步骤 1：将包装内的光盘放入电脑光驱。如果电脑没有光驱，可访问 wifi.tenda.com.cn

下载本无线网卡驱动程序。 

 

步骤 2：在电脑上访问光盘的内容，双击驱动程序 Setup.exe，开始安装驱动。 

 

点击  立即安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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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网卡安装成功后，将会自动弹出网卡 UI 页面。此时可以参考Ⅲ 设置网卡进行设

置。 

UI 页面参数和按钮说明： 

 

点击  完成  ， 

安装成功。 

稍等片刻。 

：请勿关闭此按钮，否

则网卡将不能正常使用。 

：用于刷新当前无线列表。 

：表示该无线信号已加密。 

：体现该无线信号强度。 

：查看该无线信号详情。 

手动添加：用于连接已隐藏

的无线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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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设置网卡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网卡模式：作为网卡连接 WiFi 信号，实现无线上网。 

WiFi 共享模式：作为 AP 发射无线信号，供智能手机等无线客户端连接上网。 

WPS 功能：快速连接到已存在的 WiFi，无需输入密码等繁琐步骤，一般与路由器的

WPS 功能配合使用。 

网卡模式 

无线网卡安装成功后，可以连接 WiFi 信号，如路由器 WiFi，下文以 Tenda_test 为例。 

如果在无线信号列表中没有找到 WiFi 信号，可以点击 ，刷新列表。 

 

❶ 找到并点击正确的 

WiFi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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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连接的 WiFi 已经隐藏，可以使用“手动添加”功能，参考操作步骤如下： 

❷ 输入无线密码， 

点击 。 

稍等片刻，连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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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明确 WiFi 信号的基本信息，假设内容如下。 

 WiFi 名称：Tenda_test 

 安全模式：WPA2-PSK 

 验证方式：AES 

 WiFi 密码：12345678 

然后在网卡上添加 WiFi 信号。 

 

 

打开网卡 UI，点击 

“手动添加”。 

输入 WiFi 信号的基本信息， 

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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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共享模式 

无线网卡工作在 WiFi 共享模式时，可以将有线网络信号转换成 WiFi 信号，供智能手

机等无线客户端连接。为了使无线客户端连接网卡 WiFi 后能上网，请确保电脑已经成

功访问互联网。 

应用场景如下： 

 

稍等片刻，连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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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共享模式”切换步骤： 

在网卡 UI 界面点击“ WiFi 共享模式”进入设置界面，点击  立即切换  。 

 

稍等片刻，将会成功切换到“WiFi 共享模式”，此时网卡默认信息如下： 

WiFi 名称：Tenda_XXXXXX；安全模式：WPA-PSK；WiFi 密码：12345678。 

点击 ，在弹出的窗口可以修改“WiFi 名称”、“安全模式”和“WiFi 密码”

信息，修改完成后点击 即可。 

 

 

供智能手机等无线客 

户端连接的 WiFi 信号。 

智能手机等无线客户 

端连接网卡 WiFi 信号 

需要输入的无线密码。 

点击可以查阅智能手 

机连接 WiFi 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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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S 功能 

WPS 功能一般与路由器的 WPS 功能配合使用，可以快速地连接到路由器已加密的无线

信号，无需输入无线密码。使用 WPS 功能时，网卡必须工作在“网卡模式”。 

本网卡支持“按钮（PBC）”和“PIN 码”两种 WPS 连接方法，下文说明以 Tenda 无

线路由器为例。 

应用场景如下： 

 
 

方法 1：通过 WPS 按钮（PBC）实现 

设置步骤： 

❶ 启用路由器的 WPS-PBC 功能（可参考路由器的说明书）。 

❷ 2 分钟内，打开网卡 UI，按下无线网卡外壳上的 WPS 按钮。稍等片刻，连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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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通过网卡 PIN 码实现 

设置步骤： 

❶ 打开网卡 UI，点击图标 ，选择 WPS。 

 

 

❷ 选择“把无线网卡 PIN 码输入到路由器中连接”，点击 ，点击   连接   。 

 

❸ 启用路由器的 WPS-PIN 功能（可参考路由器的说明书），将无线网卡的 PIN 码粘

贴到 WPS 页的 PIN 码框，设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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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网卡点击   连接   后，将会弹出 WPS 连接中的页面，请稍等。当显示已连接时，

WPS 连接成功，可以尝试上网了。 

   

此时返回网卡 UI 界面时，可以看到已经成功连接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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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附录 

网卡卸载 

 

 

 

 

点击开始图标 ， 

点击“控制面板”。 

点击“卸载程序”。 

右击无线网卡程序， 

选择“卸载”。 

点击  狠心卸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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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答 

问题 1：在 Windows XP 上安装网卡后，不能正常使用，怎么办？ 

答：Windows XP 安装/卸载网卡驱动时，会弹出以下对话框，请根据图中的说明操作。 

 

问题 2：工作在网卡模式时，连接 WiFi 失败怎么办？ 

答：❶ 请确保输入的无线密码正确。 

❷ 如果是“手动添加”连接 WiFi，请确保输入的“WiFi 名称”、“安全模式”、

“WiFi 密码”、“验证方式”正确。 

问题 3：网卡与无线路由器进行 WPS 协商失败时，怎么办？ 

答：❶ 确保网卡与无线路由器之间的障碍物和干扰最少。 

❷ 确保路由器的 WPS 功能已开启（可参考路由器的说明书）。 

❸ 确保网卡的 WPS 功能已开启，开启时，网卡的指示灯处于快闪状态。 

点击   完成   ， 

卸载成功。 

稍等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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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问题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取资料或联系我们 

 资料获取方式 

可以访问 Tenda 官方网站 http://www.tenda.com.cn，搜索相应产品型号，获取最新的产

品资料。 

 技术支持 

 

产品有毒有害物质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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