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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安裝指南

產品型號： TL-WDR3500

方式一 >> 透過安裝光碟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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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內容

安裝光碟RJ45標準網路線

電源供應器TL-WDR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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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電腦光碟機中放入安裝光碟。

2 選擇TL-WDR3500並點選[Easy Setup Assistant]。

快速安裝指南

N600 無線 雙頻 路由器

InternetWPS/Reset Wireless On/Off1 2 3 4 USB Power On/OffEthernet

（如果您使用MAC/LINUX 作業系統或者沒有光碟機或無法讀取小光碟，請參照方式二進行設定。）

關閉您的數據機。1

使用一條網路線，一頭連接至路由器的Internet埠(藍色孔)，另一頭連接到數據機的LAN埠。(如果沒有數據機，請將網路來源的網路

線連接至路由器的藍色Internet埠)。

2

使用另一條網路線，一頭連接至路由器的Ethernet埠(黃色孔有4個，任一個皆可)，另一頭連接到電腦的網路孔。

開啟數據機的電源，等待1-2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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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電源供應器插上電源插座，另一端接上路由器的電源供應孔，並開啟路由器後方的電源開關。5

（下頁續...）

快速安裝指南

產品型號： TL-WDR3500

N600 無線 雙頻 路由器

請選擇您比較偏好的設定方式：

方式一 >> 透過安裝光碟安裝

本方式僅Windows作業系統使用者可進行

方式二 >> 透過WEB管理介面安裝

本方式只要具備瀏覽器，任何作業系統皆可進行

設定5GHz的密碼，無線網路加密我們建議您選
擇最高安全級別加密方式的 (WPA2-PSK)，
TL-WDR3500預設也是採用此方式，並已有預設
密碼，您也可以變更WiFi無線上網密碼，但變更
後請您牢記您所變更的密碼。

設定5GHz的SSID，您可以改變無線路由器發
送的無線網路訊號名稱 (SSID)，預設值會像
TP-LINK_2.4GHz_XXXXXX，也可以不改變，完
成後請點選 下一步 。

請注意：本路由器預設值已經是加密狀態，預設
的5GHz WiFi無線連線密碼標示在產品本體底部，
與PIN碼是相同的。

請選擇您的安裝語言，並點選 開始(START) 繼續
安裝，請依光碟指示操作直至步驟4畫面。

請選擇您比較偏好的設定方式：

方式一 >> 透過安裝光碟安裝

本方式僅Windows作業系統使用者可進行

方式二 >> 透過WEB管理介面安裝

本方式只要具備瀏覽器，任何作業系統皆可進行

Cable / xDSL 數據機

網際網路

網路線

電源插座

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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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線

電源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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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擇您的網路業者所提供的連線方式點選下一
步。在此以浮動IP為範例，請注意如果您是Hinet
用戶，大部分的情況下您應該要選擇PPPoE，並填
入正確的帳號密碼。

請注意：Hinet用戶之帳號有固定格式「8位數字
@hinet.net」，例如：「87654321@hinet.net」這樣的
帳號才是完整格式，不可以只填入「87654321」這
是不對的！

設定2.4GHz的SSID，您可以改變無線路由器發
送的無線網路訊號名稱(SSID)，預設值會像
TP-LINK_2.4GHz_XXXXXX，也可以不改變，完
成後請點選 下一步 。

設定2.4GHz的密碼，無線網路加密我們建議您選
擇最高安全級別加密方式的 (WPA2-PSK)，
TL-WDR3500預設也是採用此方式，並已有預設
密碼，您也可以變更WiFi無線上網密碼，但變更
後請您牢記您所變更的密碼。 

請注意：本路由器預設值已經是加密狀態，預設
的2.4GHz WiFi無線連線密碼標示在產品本體底部，
與PIN碼是相同的。

設定完成且檢查成功後，點選 下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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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您可以將剛剛的設定參數儲存在
電腦桌面。當您忘記無線上網密碼時，您
可以開啟桌面的Router Settings.txt 檔案，
就可以看見相關參數。

在確認設定參數後點選 下一步。



技術支援

電話：+44 (0) 845 147 0017
電子郵件：support.uk@tp-link.com
電子郵件：support.uk@tp-link.com
服務時間：每週7天，每天24小時

英國

電話：+65 6284 0493
電子郵件：support.sg@tp-link.com
服務時間：每週7天，每天24小時

新加坡

電話：+86 755 2650 4400
電子郵件：support@tp-link.com
服務時間：每週7天，每天24小時

全球

免付費電話：+1 866 225 8139
電子郵件：support.usa@tp-link.com
服務時間：每週7天，每天24小時

美國/加拿大

電話：+49 1805 875 465 (德語服務)
/+49 1805 TPLINK /+43 820 820 360
電子郵件：support.de@tp-link.com
費用：從德國固定線路電話網路為
0.14 EUR/分鐘，從行動電話最高達
0.42 EUR/分鐘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9:00至12:30，
13:30至17:30GMT+ 1 或 GMT+ 2
德國日光節約時間
*黑森州的銀行休假日除外   

德國/奧地利

電話：澳洲 1300 87 5465
紐西蘭 0800 87 5465
電子郵件：
澳洲support.au@tp-link.com
紐西蘭support.nz@tp-link.com 
服務時間：每週7天，每天24小時

澳洲和紐西蘭

電話：0850 7244 488 (土耳其語服務)
電子郵件：support.tr@tp-link.com
服務時間：09:00 至 21:00
每週7天

土耳其

電話：+39 023 051 9020
電子郵件：support.it@tp-link.com
服務時間：09:00 至13:00，
14:00至18:00 週一至週五

義大利

電話：1300 88 875 465 
      (1300 88TP-LINK)
電子郵件：support.my@tp-link.com
服務時間：每週7天，每天24小時

馬來西亞

免費專線：0800-588-818
手機改撥：02-2250-1070
電子郵件：support.tw@tp-link.com
服務時間：每週7天，每天24小時

台灣

http://www.tp-link.tw/support/faq
如需更多疑難排解說明，請造訪：

http://www.tp-link.tw/support/download
若要下載最新的韌體、驅動程式、公用程式和使用指南，請造訪：

如需所有其他技術支援，請利用以下資訊聯絡我們：

對於我司無線產品：

注意！

依據 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

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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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功能。

第十四條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

及干擾合法通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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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依電信規定作業之無線電信。低功率射頻電機需忍

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以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

設備之干擾。

減少電磁波影響，請妥適使用。

對於我司所有產品：

安全諮詢及注意事項

●請使用原裝電源供應器或只能按照本產品注明的電

源類型使用本產品。

●清潔本產品之前請先拔掉電源線。請勿使用液體、

噴霧清潔劑或濕布進行清潔。

●注意防潮，請勿將水或其他液體潑灑到本產品上。 

●插槽與開口供通風使用，以確保本產品的操作可靠

並防止過熱，請勿堵塞或覆蓋開口。

●請勿將本產品置放於靠近熱源的地方。除非有正常

的通風，否則不可放在密閉位置中。 

●請不要私自打開機殼，不要嘗試自行維修本產品，

請由授權的專業人士進行此項工作。

www.tp-link.com
TP-LINK TECHNOLOGIES CO., LTD.

方式一 (續)

疑難排解

在路由器電源開啟且運作的狀況下，壓按產品後方
WPS/Reset按紐約8秒鐘，並放開按鈕即可，請注意，
路由器目前的設定值皆會清除，需要重新設定路由器
後方可正常使用！

4.   如何將路由器恢復原廠預設值(Reset)?

3.   我忘記密碼了，怎麼辦?

1)     確認電腦實體線路連接是正確的。(網路線，一頭
連接至路由器黃色的LAN埠，另一頭連接到電腦的
網路孔)。

2)     請將重新啟動路由器。

3)     請使用其他的 網路線 / 瀏覽器 / 電腦 重新連結至

WEB管理介面。

4)     請確認，電腦目前的IP位址設定是「自動取得IP位址」
的狀態，如不是，請變更為此選項。

1.   如果沒辦法連線到網際網路，怎麼辦？

2.   無法連線開啟路由器的WEB管理介面，
怎麼辦？

附錄：進階功能

如果您對於路由器的設定操作並不熟悉，您
可以參考官網的技術支援頁面 或 查詢安裝
光碟內的使用者手冊。

進階功能 1                FAQ ID: 207
進階功能 2                                      FAQ ID: 209     

您可以掃描QR碼去連結技術支援頁面。

http://www.tp-link.tw/support/faq/

1)     直接將您的電腦連接到數據機上，確認上網是否正
常？如果不正常，請您聯繫您的網路業者！

2)     請先確認您所有的網路線的連接位置都正確，且沒
有鬆脫的情況，並可以先換條網路線試試。

3)     請先確認電腦能否開啟路由器的網頁管理介面，如
果不能請參照「問題2」。

4)     進入網頁管理介面(http://tplinklogin.net)後，請點
選「網路設定(Network) >  網際網路(WAN)」，請確
認連線類型與網路業者提供的是相同的，請注意大
多數的HINET用戶都是選擇PPPoE。

5)     對於Cable數據機(常見的是第4台業者)的用戶來說
，請點選「網路設定(Network) >  複製MAC位址
(MAC Clone)」。 點選「複製MAC位址到上欄(Clone 
MAC Address)」，接著點選儲存，並將無線路由器
重新開機，最後是是連線是否恢復正常。

InternetWPS/Reset Wireless On/Off1 2 3 4 USB Power On/OffEthernet

InternetWPS/Reset Wireless On/Off1 2 3 4 USB Power On/OffEthernet

8 點選 重新開機(Reboot)，讓您的設定值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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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您可以改變也可以不變更無線路由器發送的2.4GHz
無線網路訊號名稱(SSID)與WiFi連線密碼，設定完成
後請點選 下一步 。

請選擇欲使用的無線網路模式並點選 下一步 。在
此我們以選擇「Concurrently with 2.4GHz and 5GHz 
(802.11 a/b/g/n/ac)」為範例，此亦為建議選項。

請注意：2.4GHz無線網路訊號名稱(SSID)的預設值會
像TP-LINK_2.4GHz_XXXXXX，也可以不改變，本路
由器預設值已經是加密狀態，預設的WiFi無線連線
密碼標示在產品本體底部，與PIN碼是相同的。

請注意：5GHz無線網路訊號名稱(SSID)的預設值
會像TP-LINK_5GHz_XXXXXX，也可以不改變，
本路由器預設值已經是加密狀態，預設的WiFi
無線連線密碼標示在產品本體底部，與PIN碼是
相同的。

方式二 >> 透過WEB管理介面安裝
您可以改變也可以不變更無線路由器發送的
5GHz無線網路訊號名稱(SSID)與WiFi連線密
碼，設定完成後請點選 下一步 。

開啟瀏覽器(如：IE、Chrome、Firefox、Safari)，
並在網址欄位輸入http://tplinklogin.net 並按下鍵
盤的[Enter]鍵, 接著填入使用者名稱「admin」
、密碼「admin」進行登入。

2 點選左方功能選單的「快速安裝精靈(Quick 
Setup)」並點選 下一步 。

1

請注意：如果您無法進入網頁管理介面，請參考
疑難排解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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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果您的無線網路設備支援WPS功能，也
可使用產品機身上的WPS按鈕快速加入無
線網路連線。接著請點選 下一步。

點選 結束 完成所有設定。

（當您使用MAC OS/Linux作業系統或有任何原因而無法使用光碟安裝時，都可以透過本方法進行設定。）

請選擇網路業者提供的連線方式。
如果您不知該如何選擇，除了詢問網路業者以
外，也可以選擇「自動偵測(Auto-Detect)」並
點選 下一步 。

4 在此以浮動IP為範例，但請注意在台灣中華電信
(hinet)、So-net、遠傳大寬頻、臺灣大寬頻的使
用者大部分都採用PPPoE的上網方式，請留意您的
選擇是否正確。(PPPoE使用者請務必參考「光碟
安裝 步驟4」的注意事項」)。

3

1)      忘記無線連線密碼：
    如果您沒變更過無線連線密碼，請查看產品本體底部

的WiFi無線連線密碼，與PIN碼是相同的，如果您變更
過無線密碼，請以有線方式連接，並登入WEB觀禮介
面查詢。

2)  忘記WEB管理介面的登入密碼：
請將路由器「恢復原廠預設值」，預設的使用者名稱
與密碼皆為：admin。

請注意：您可以進入 WEB網頁管理介面 
進行更細節、更多功能的設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