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謝您購買本產品，在使用前請仔細閱讀本

使用手冊，掌握安全及正確的使用方法。請

妥善保管本手冊及相關保證書資料。

PCI DIGITAL AUDIO BOARD

SE-90PCI
使用手冊



特色

融合最新的數位技術與高音質的專門技能，實現排除雜訊的音效卡。另外，新技術迴路、數
位輸出介面的支援、鍍金的接頭採用等等，能夠對應各種高品質的音樂。

■	VLSC降噪電路，徹底實現110db的SN比

■	從音響零件的選擇到設計都維持了一致的高品質

■	採用了高品質的VIA控制晶片

■	數位輸出：最大24bit/192kHz

■	音響用電容、超大型的電容、銅製匯流金屬板等高級音效擴大機的版子所構成

■	多聲道數字輸出相應OUT插孔

■	支援	A3D‧EAX 的3D音效

本產品在使用時請先閱讀下列注意事項，並正確使用。

 ‧關於使手冊的說明是以 Windows 系統上的鍵盤、滑鼠的基本操作統為前提。
 ‧關於使用產品所造成的結果與影響，本公司不負任何承擔擔任。
 ‧本產品若故障、操作不當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本公司不負任何承擔責任。
 ．本書的內容在日後有所變更，將不另行通知。
 ．本書一部分或全部未經ONKYO CORPORATION允許，禁止隨意拷貝與轉載。
 ．Pentium為Intel Corporation的註冊商標。
 ．Microsoft®、Windows® 是在美國Microsoft corporation的美國以及其他的國家的註冊商標或者商標。  
 ．本書記載了硬體及軟體的名稱都為各公司的註冊商標。
 ．中文翻譯Translation Copyright (c) 雄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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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和「注意」的說明
根據產品操作上的錯誤有可能引起的危險與
傷害程度以警告或是注意的圖示來提醒。

安全須知
在使用前請了解安全須知的內容

電器產品在使用上有危險性，為了避免意外發生，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請遵守安全須知上的說明。

若不遵守警告圖示的說明，

有可能造成嚴重傷害或威脅

到生命危險。

若不遵守注意圖示的說明，

有可能造成受傷或財產的損

失。

此圖示有注意的提
醒圖示。

圖示說明

  此圖示有禁止的提

醒圖示。

注意

警告

●  此圖示有強制此行

為的提醒圖示。

警告

當產品發生故障或有異常的情況請拔除電
源插頭

 ● 產品有冒煙、變化的情況。
 ● 產品不小心掉落。
 
● 產品內部有碰到水或金屬。
若產品有以上這些問題的發生，有
可能會引起觸電、火災的原因，請
勿在繼續使用，並立即送修。

關於電腦的設定請注意

■ 不要放在有水蒸氣或是潮濕的地方，也請勿將
液體容器放在電腦上

當內部碰到水或液體時也可能引起
觸電或火災的意外。
 ● 請勿在澡堂或浴室等潮濕的地方

使用。
 ● 請勿放在廚房或有水蒸氣的地方

使用。
 ● 請 勿 在 下 雨 或 下 雪 的 環 境 中 使

用。
 ● 請 不 要 在 電 腦 上 放 置 玻 璃 、 花

瓶、化妝品、蠟燭等危險物品。

請勿分解或改造

有可能引起火災或觸電的原因。請
將產品交由經銷商或門市作檢查。

注意事項

■請勿放入金屬或易燃的東西等異物放進機器
內 

請注意產品避免家庭中幼小的小孩
接處引起意外。
 ●

 請注意PC內部的通風孔請勿將異
物放入。

■ 當有打雷發生的時候，請勿接觸任何機器

可能會引起觸電的原因。

從插座上拔
除電源插頭

勿靠近有
水的地方

禁止碰到水

禁止分解

禁止

禁止接觸

注意觸電

禁止拆解 禁止手濕

必須遵守

注意高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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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音樂的禮貌

在聽音樂的時候，請確認地點和時間，不要影響到左鄰右舍的安寧。特別是
在夜間的時候，請關上窗戶或使用耳機都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彼此互相尊重
，有個愉快的生活環境。

 
機器內的檢查與清理
如果PC內部的產品積了太多灰塵，若長時間沒清理有可能造成火災等故障原因。特別是在潮濕梅雨
時期前清理時效果會更好。另外，在清理若覺得需要檢測請與當地的經銷商或門市連絡。

關於產品的維護
 ● 清理產品時請先將電源插座拔除避免發生意外。
 ● 表面若有污垢請用中性清潔劑來擦拭，若用化學藥劑抹布來擦拭時請注意本身的

成分和材質。
 ● 請勿在產品上擦拭酒精、殺蟲劑等噴霧器，避免造成產品損壞。

注意

關於安裝上的注意

■ 安裝產品時請先拔除電源插頭

若 未 拔 除 電 源 插 頭 ， 有 可 引 起 觸
電、火災的原因。

■ 在安裝本產品時，請碰觸卡片上緣的金屬部份

請勿碰觸板上的零件和接頭避免產
品的損害。

關於連接問題

■ 線材擺放的位置
安 裝 好 後 的 線 材 請 注 意 擺 放 的 位
置，避免被線材絆倒，造成意外的
發生。

關於靜電的問題

■ 接觸本產品時請除去身體上的靜電

接觸PC的金屬的部份，請先排除靜
電。

● 本產品為了防止靜電而放置在靜
電袋，在未準備前請勿先拿出產
品。另外塑膠、羊毛纖維等容易
產生靜電等物品請事先離開。

從插座上拔
除電源插頭

必須遵守

注意

從插座上拔
除電源插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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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包裝內容

  產品包裝內容

音源線 (1.5m)

音效卡

使用手冊 驅動程式CD-ROM

ATX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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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各部份名稱和功能

輸出接頭(
(OUT)

PCI匯流排

L（白）

R（紅）

LP 支架

光纖輸出接頭
(OUT)

購買本產品時會附有有兩個不同尺寸的支架，請依照PC的規格來選擇適合的支架。

1. 拆下原本的半高度支架。

如下圖所示利用螺絲起子將左右兩螺絲(2個地方)鬆下，並取下原本半高度的支架。

2. 安裝ATX支架。

 將支架對好原本的位置利用螺絲(2個地方)固定。

  附屬ATX支架



音效卡的安裝

 BIOS的設定

因為PC本身的關係在主機板內若有內建音效的情況的時候，產品有可能無法使用。因此若要使用本產
品，請先進入BIOS的設定選單將內建音效關閉。關於PC的BIOS的設定請參考PC的使用手冊。

1. 接上PC的電源。

2. 在Windows啟動前，請先進入BIOS選單。

3. 關閉原本的內建音效設定。（如果有遊戲的連接埠和MIDI連接埠的選項設定的話，請都關閉）

4. 儲存目前的設定，並離開BIOS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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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效卡的安裝

1. 請關閉PC及周邊機器的電源，將電源插頭從插座上拔除。

2. 觸摸PC金屬部份，去除身體的靜電。

    若沒排除靜電有可能造成影響產品和PC主體。

3. 拆下PC並準備安裝音效卡。

 參考  關於PC的拆裝，請參考PC的使用手冊。

4. 確認主機板上的PCI插槽的位置，並拆下固定的鐵片。

5. 利用螺絲起子將擴充槽的鐵片拆下，並妥善保管。

    請注意PC內部的情況，避免安裝時受傷。

鐵片

請使用符合螺絲尺寸的螺絲起子避免螺絲的損
害。

參考

因為取下的螺絲需要安裝來安裝音效卡，所以請
不要丟棄。

請完整插入PCI的插槽，請確認已經固定好。若沒
有安裝好，有可能無法認定或正常運作。

7. 用剛取下的螺絲，重新固定在擴充槽上。

6.  在安裝時請將產品的PCI匯流排直接插在主機板上的PCI的插槽上。



與其他設備的連接設定

〈連接之前〉

 ‧音源線的連接方式參考如下。 ‧ 連接的方式請務必完整將接頭插入，若連接   

不完全可能有雜訊或無法輸出聲音的原因。

(紅)
R端子

R端子
(白)

L端子
(白)

(紅)
R端子

連接不完全

完整正確的連接

D
IG

ITA
L�

O
U

T

LIN
E

�
O

U
T

LR

2 WAY POWERED SPEAKER SYSTEM

PHONES INPUT VOLUME

DIGITAL

A B

TREBLEBASS

OFF MAX

2 WAY POWERED SPEAKER SYSTEM

ANALOG MIX

2 WAY POWERED SPEAKER SYSTEM

PHONES INPUT VOLUME

DIGITAL

A B

TREBLEBASS

OFF MAX

2 WAY POWERED SPEAKER SYSTEM

ANALOG MIX

透過音源線輸出連
接喇叭設備

：訊號方向

PCI背面

透過光纖輸出連接AV
影音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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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OS的版本不同，可能造成文字上的說明略有不同。

 驅動程式的安裝 （Windows 7 的環境）

  在安裝之前請先確認PC的電源是否關閉。

1. 確認電源是關閉的狀態，並將音效卡插入擴充槽內。

2. 確認音效卡插入擴充槽內，並開啟PC電源。

3. Windows 啟動後系統會自動偵測音效卡的硬體。

 

驅動程式的安裝

5. 根據視窗畫面選擇【Setup】ソソソソソソソソソソソソソ。

4. 將產品的附屬的CD放入電腦中會自動開啟選
單。請稍等一下後畫面會出現，根據畫面點選
開啟資料夾以檢視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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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出現安全性警告視窗，根據圖示直接點選【執
行】。

7. 驅動程式正在執行安裝步驟，請稍待。

8. 安裝步驟開始，出現【Envy24Family Audio 
Deck Program】的程式畫面選單，請點選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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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出現【授權合約】的選單，請直接點選【我同
意】後再點選【下一步】。

10. 出現【安裝選單】的畫面，請直接勾選【En-
vy24Family Audio Device Driver V5.60C】後
再點選【下一步】。

11. 出現【安裝元件清單】的畫面選單，確任內容
沒有問題後，請點選【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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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出現【安裝狀態】的選單，確任內容沒有問題
後，請點選【下一步】。

13. 出現安裝完成的畫面，請直接勾選【是，我想
現在重新啟動電腦】之後再點選【完成】系統
將會重新開機。

在驅動程式安裝完後，系統的選單內應該會正確
的顯示名稱。

請開啟「控制台」→「系統」→「裝置管理員」
下的選單選擇「音效，視訊及遊戲控制器」內的
項目確認音效卡使否有安裝成功。

當出現顯示使用者帳戶控制畫面，選擇【繼續】
的按鈕。

音效，視訊及遊戲控制器
‧ Envy24 Family Audio Controller WDM

 驅動程式安裝的確認（Windows 7 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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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控制台」→「聲音」選單內選擇「Envy24 
Family Audio (WDM)」。並按下確定完成。

確認喇叭表示 Envy24 Family Audio Controller 
WDM 存在認運作中。綠色的圖示也能確認設定在
Envy24 Family Audio Controller WDM的選項上。

關於平衡調整
點選喇叭的〔內容〕→〔等級〕→〔平衡〕來調
整。

 音效設定的確認（Windows 7 的環境）



 音效卡控制面板的啟動 (Audio Deck)

如右圖為操作的介面，點選點選音效卡程式的小圖示開啟程
式。

如果要讓程式每次開機後都自動開啟請點選「開始」→「所有
程式」→「Envy24HFAudioDeck Control Panelソ」來設定。

音效控制程式的小圖示

關閉控制介面

主音量*
調整主要的喇叭聲音音量。

左右聲道的同步*
若要將左右聲道是相同音量的話，點選左右聲道同步的圖示，若要個別
調整則點選取消該圖示。

主聲道靜音*
若要將主聲道的聲音關閉可以點選主聲道靜音的圖示。
若要開啟主聲道則點選取消該圖示。

喇叭聲道數量的表示

控制面板按鈕
能透選擇不同的按鈕來調整其他設定。

*在2聲道專用的輸出時無法發揮作用

音效控制面板的使用方法 (Audio D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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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電腦本身輸出的音量（播放面板）

       點選播放面板的按鈕。
      「播放」面板內能調整從電腦內輸出的音量。

點選播放按鈕

● 主音量
調整主要的喇叭聲音音量。

● 主聲道靜音
若要將主聲道的聲音關閉可以點選主聲道靜音的圖示。

● 左右聲道的同步
若要將左右聲道是相同音量的話，點選左右聲道同步的圖示，若要個別調整則點選取消該圖示。

〔數位輸出控制〕的設定

      〔數位輸出控制〕的設定

       1.   設定是否開數位輸出控制

      開啟數位輸出。

      播放時選擇數位輸出時的選項，若不選擇數位輸出，則不要點選此圖示。

       2.   開啟數位訊號輸出的種類

      AC3或PCM自動選擇 (48kHz)
      從光纖數位接頭輸出的聲音能自動選擇AC3或PCM的數位訊號。輸出的聲音取
      樣頻率固定48KHz。

      PCM訊號 (如右圖)
      WAVE系列有支援PCM的訊號，並能任意改變Sample Rate的頻率。
      當要改變Sample Rate的頻率的時候請先停止目前的播放後再重新選擇頻率。
      Sample Rate 能從〔44.1〕〔48〕〔96〕〔192〕來選擇不同的設定。

 設定數位輸出設定 (數位訊號控制面板)

       點選數位訊號控制面板(S/PDIF的控制面板)，
      〔數位訊號控制面板〕能夠設定數位輸入與輸
       出的訊號的調整選單。

 數位控制訊號的選單



 確認喇叭的連接情況 (喇叭測試) (針對類比多聲道)

在喇叭設定面板底下點選〔Test〕會出現如
右圖的視窗。請選擇要測試喇叭的圖示。

   ‧ 點選數位輸入則無法點選任何喇叭測試。

點選此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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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階控制的設定（進階控制面板）

       點選進階設定的按鈕。
      〔進階設定〕能改變面板語言、附加各種各樣的環境音效設定和音場效果功能的的調整。

點選進階設定按鈕

● 語言
音效控制面板 (Audio Deck) 能選擇設定不同的語言。
在一般預設之下為〔Auto〕。

● 平滑控制控制介面
停止播放時主聲道和各喇叭的音量顯示。

● Immezio 3D  音場效果開啟
若要使用 Immezio 3D 內的功能 如QSound、EAX、A3D等效果請點選〔Immezio 3D  音場效
果〕的選項。設定完成後必須重新開機，重新開機之後會控制面板內看到音效設定面板按鈕 
。關於Immezio 3D 音場效果 的設定請參考下一頁。



 QSound的使用方法 (音效面板)

點選音效按鈕並開啟面板。為了
有效開啟此面板。請先參考第
23頁進階設定面板內點選「Im-
mezio 3D 音場效果開啟」後重
新啟動電腦。

在「音效設定」內的Qsound能
利用各種環境音效的設定和音效
等化器的調整聲音的播放。

                                    點選音效按鈕

● 音場等化器
    點選面板內的音場等化器的功能，點選音場等化器平器後會呈現橘色的燈示，若不使用則再點選

    一次則取消此功能。

等化器平滑模式
    把任意一個頻率調整時，其他左右兩邊的頻率能自動調整到最佳的程度。等化器平滑模式在啟動

    時才能顯示。

功能設定
點選此功能能夠選擇不同的音場設定(Techno、Jazz、Pop、Classic)。另外也能夠儲存自己設
定或恢復的等化器狀態。

● QX
讓2ch的的喇叭擁有模擬立體聲道的音效環境。點選該圖示(圖示呈黃色狀態)代表啟動。透過下
方調整器的來調整效果的大小。

● Headphones
調整聆聽耳機所聽到的聲音音量。

● QSizzle
調整了高音、中音。當設定啟動時，請按一下QSizzle按鈕。可以設定此效果的強度。

● QRumble
調整了低音。當設定啟動時，請按一下QRumble按鈕。可以設定此效果的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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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資訊按鈕

     驅動程式版本的確認 (資訊面板)

       點選資訊按鈕並開啟面板。可以確認查看驅動程式的版本和OS版本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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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啟音效控制面板，點選播放面板內的〔主音量〕確認是否設定為靜音的狀態。
根據PC的使用環境、請選擇合適的設定方式。

 ＜啟動音量控制的方法＞

1. 點選〔開始〕→選擇〔控制台〕。

2. 選擇〔聲音〕。

3. 選擇〔喇叭〕→再點選右下角的〔內容〕→選擇〔等級〕的選單來調整音量大小。

 音效卡連接PC喇叭的設定方式 (聲音輸出)

1. 如圖所示將喇叭連接音效卡。

D
IG

ITA
L

O
U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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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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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AY POWERED SPEAKER SYSTEM

PHONES INPUT VOLUME

DIGITAL

A B

TREBLEBASS

OFF MAX

2 WAY POWERED SPEAKER SYSTEM

ANALOG MIX

PCI背面

喇叭

播放的設定



 音效卡連接影音音響設備的設定方式

1. 如圖所示將多聲道設備連接上音效卡。

(若要利用SE-90PCI連接光纖的設備請自行購買市面販售的光纖輸出線。)

2. 選擇DVD播放軟體並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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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的表格把不正常的操作可能引起的問題提供不同的解決方法。若下列的方式無法解決，請將自己的
〔姓名〕、〔地址〕、〔電話〕、〔產品名稱 〕、〔故障情況〕等事項請與當地的經銷商或門市連絡。

 問題 原因 解決方法

無法偵測到硬體 

 

聲音輸出有問題 

 

 

 

 

 

 

 

 

 

 

 

 

左右聲道音量沒有平衡

故障排除

根據產品的故障等問題，在正常的錄音(CD等產品)的情況下所造成的損害不在公司的保固。所以當要執行重要錄音的

時候，請確認各項設定後在進行錄音。

．沒有連接正確

．與其他音效設備有硬體的衝突

．沒有聲音

．聲音輸出較小

．其他音響設備正在使用

 

 

．外部擴大器或喇叭有問題

．設備連端接頭沒有正確連接

．沒有將聲音平衡調整至中央

．外部擴大器或喇叭有問題

．請參考第8~9頁的音效卡確認安裝在PC

   上。

．更換其他PCI的插槽或是從BISO中設定關閉

   沒有使用的音效設定。

．請點選Windows工作列的聲音調整選單來確

   認聲音是否關閉到靜音。

．請點選Windows工作列的聲音調整選單來調

   整聲音的音量大小。

．請開啟控制台內的「聲音及音訊裝置」在音

   效播放下選擇下本產品。若沒有看到本產品的

   硬體時，請先確認是否有安裝。

．請確認外部的擴大器或喇叭是否有連接正

   確。連接線的部份以及擴大器的電源和音量

   也請確認。

．請參考第8~9頁。

．開啟音效控制面板調整調整主要音量的左右

   聲道的平衡。

．請確認外部的擴大機或喇叭的聲音平衡。

無法正常輸入聲音

聲音中斷

出現雜音 

 

CD-ROM的聲音無法輸出

．連接線使用不正確

．外部設備的聲音沒有被開啟

．聲音輸出時還有其他程式正在執

   行

．CPU的處理速度無法負荷音樂的

   輸出

．DVD播放時，顯示卡的執行能力

   無法配合同步的輸出

．放在有磁場的地方如電視機附近

   等等

．輸出的線材沒有連接好

．連接的喇叭有問題

．光碟機沒有支援數位的輸出

．確認外部設備連接是否正確。

．請確認外部設備輸出聲音控制有是否開啟。

ソ．在錄音等情況，請注意CPU的執行效能。

．參考CPU的使用手冊確認執行效能，當CPU

   滿載的時候請結束不必要的相關程式，避免影

   響音樂的輸出。

．請確認DVD的播放軟體有支援足夠的硬體能

   力。

．請遠離電視機等有磁場的產品。

．請參考第12頁的說明。

．請與購買喇叭的廠商連絡。

‧系統與光碟機的數位輸出沒有相互支援、驅

   動程式安裝後無法輸出。這樣的情況下請將

   輸出線材直接連接光碟機並調整音量。



產品規格

SE-90PCI

連接方式： PCI插槽（PCI ver. 2.1以上）

數位輸出取樣頻率：                 32kHz/44.1kHz/48kHz/88.2kHz/96kHz/176.4kHz/192kHz
頻率特性： 0.3Hz 〜 44kHz(+0/-0.5dB)
SN比： 110dB（A-filter）

全高調壓縮率： 0.003%(1kHz, 0dB)
輸出的功率： 2.0Vrms
聲音輸出： 數位 DIGITAL OUT×1（光）

 類比  LINE OUT×1（RCA立體音）

外觀尺寸（長×寬×高） ： 22 × 80 × 161 mm （有安裝半高度支架時）

重量： 90g

部分外觀或功能若有變更不另外通知。

■ 保固服務
在台灣地區，依正常管道之特約經銷商及展示中
心購買之新品，本公司將依造所購買產品的序號
或購買發票上的日期為依據。產品保固時間自購
買後一年為保固時間。

姓名

電話

地址

產名品稱 SE-90PCI 

故障情況

■ 保固期間內的維修
當產品發生問題或故障時時，請與當初購買的經
銷商或門市連絡，公司提供免費的收送及維修服
務。

■ 保固外的修理
保固期限後，產品故障檢修需換零件時需酌收費
用，費用因故障的原因而有所不同，故以公司報
價為準。

維修保固服務

客戶服務

若在產品上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與我們連絡。

台灣總代理：雄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時間：    週一~週五 9：00~18：00
客服電話：    02-2501-5885
傳真 ：           02-2501-5811
E-Mail：         webmaster@gw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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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
 
Yaesu

'
Chuo-ku

'
Tokyo 104-0028

'
 JAPAN

                                總代理：雄 浪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地址：台北市民權東路3段37號5樓

                                電話：02-2501-5885 傳真：02-2501-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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