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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柄基本操作

支架说明

向上滑动支架，推出卡槽，即可取出支架。支架支持手机宽为：52.8mm 至
100mm。

所有配件：手柄，飞智小游，可拆卸支架，充电线，接收器，延长线，用户手册，保修卡

可拆卸支架还能方便手机立在桌面上

向上滑动

扫码查看使用视频

打开电源开关 状态指示灯白灯闪烁，进入蓝牙配对状态

待机唤醒
一段时间未使用，手柄进入待机状态。手柄再次使用，单
击 Logo 键自动重连。

关    机 将电源开关拨向 OFF ，关闭电源开关，手柄关机。

充电中 电源指示灯红灯常亮

充电结束 电源指示灯红灯熄灭

低    电
低于 20% 电量   电源指示灯绿灯慢闪
低于 5% 电量      电源指示灯绿灯快闪



手柄模式

功能 X8 X8 Pro

蓝牙连接 智连模式
B+Logo 键持续 5 秒 √ √

无线2.4G
连接

（需接收器） 

无线安卓模式
A+Logo 键持续5秒 — √

无线 360 模式
X+Logo 键持续 5 秒 — √

连接方式
2.4G 无线 — √

蓝牙 √ √

支持系统
安卓 √ √

iOS √ √

支持设备
手机/平板 √ √

电视/盒子/电脑 — √

支持体验

飞鼠遥控 — √

体感 — √

真实震动 √ √

支持升级 固件升级 √ √

注：手机游戏如王者荣耀、穿越火线等在手机上玩选择蓝牙模式；

在电脑安卓模拟器上玩手机安卓游戏选择无线安卓模式；

电脑游戏如 GTA5、实况足球等选择无线 360 模式。



 玩手机游戏（智连模式）

第一步  下载飞智游戏厅 

第三步  启动游戏

扫描二维码，下载安装飞智游戏厅

或：用浏览器访问飞智官网 down.flydigi.com 下载

为更好的游戏体验，请在飞智游戏大厅启动游戏

* 从游戏厅启动游戏后，可以点击游戏悬浮窗 - 点击调整配置，进行按键配置的自定义

1. iOS 设备请先卸载在 APP Store 下载的游戏，并从飞智游戏大厅下载安装游
戏
2. Android 设备可以在游戏厅直接下载游戏，也可以添加不在游戏厅里下载的
    游戏，在“我的”中通过“+”号进行添加

第二步  蓝牙连接手机

进入飞智游戏厅 - 外设管理，点击连接手柄，按照游戏厅内引导进行手柄连接

已配对的手柄，下次开机时若手机打开蓝牙且在通信范围内，蓝牙会自动连接
若要更换另一台手机配对手柄，需要关闭之前的手机蓝牙，再进入游戏厅点击连接手柄即可



飞智提供的按键云映射技术可自定义调整按键配置并保存到云端

飞智持续更新按键映射功能以适配各种游戏操作，每个按键独立具有点击，
划屏，体感，左右摇杆关联，宏定义等属性

X8 Pro 搭载飞智创新 Flashplay 智连模式，手柄端内置按键映射算法，手机端
无需激活、无需借助大厅等软件进行触屏模拟，只需将手柄通过蓝牙连接手机，
即可畅玩触屏手游。

需要个性化更改游戏按键配置，请通过飞智游戏厅 APP 进行设置。

暂不支持机型：智连技术目前暂不支持联发科处理器手机，联发科手机用户需使用传统蓝牙模

式，按飞智游戏厅 APP 引导进行按键映射激活即可畅玩。

更多机型支持情况请关注飞智官网 www.flydigi.com

从游戏厅启动游戏后，可以点击游戏悬浮窗 - 调整配置，

进行按键配置自定义 

拖动屏幕上按键到游戏技能位置，点击该按键可以配置按键属性

拖动屏幕上按键到游戏技能位置，点击该按键可以配置按键属性

Flymapping按键云映射技术

Flashplay智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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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机顶盒/智能电视
或电脑安卓模拟器上玩游戏（无线安卓模式 ）

1.网络机顶盒/智能电视（电视游戏）

①在电视的浏览器内搜索电视应用市场并安装。（ 推荐：当贝市场、 KO 电玩城等）。

②在应用市场中下载游戏并安装。

③把接收器插入网络机顶盒 / 智能电视 USB 口。

④打开手柄电源，依次按住 A 键 +Logo 键，持续 5 秒，手柄会切换到无线安卓

模式（Logo 键黄色灯常亮）。手柄会与接收器连接。

注：切换到无线安卓模式后Logo黄灯一直慢闪，无法连接

需要将手柄与接收器配对：

1.首先确保已经切换到黄灯状态。

2.关开电源，长按 Logo 键5秒灯快闪，手柄进入配对状态，插拔一次接收器，保持手柄距离

接收器20 厘米以内，Logo 键黄灯慢闪2 下后常亮表 示配对成功。

⑤一段时间不使用，手柄会进入待机状态，再次单击 Logo 键可开启手柄。

A+Logo 键长按5秒 A +

温馨提示：飞智黑武士 X8 不支持此功能。

游戏里设置一个按键，配置其属性为体感属
性，这样按下该按键以手柄中心点为轴，上
下左右旋转手柄，可以实现射击游戏里的移
动视角以及体感射击

体感功能（仅X8 Pro支持）



①在电脑上下载飞智按键映射激活软件：down.flydigi.com。 打开后选择【 模
拟器 】。

②下载并安装电脑安卓模拟器（百度搜索：蓝叠、天天等）。
③在电脑上下载飞智游戏厅安卓版。 down.flydigi.com

④在模拟器内安装飞智游戏厅。（将游戏厅文件拖入模拟器）
⑤打开游戏厅，下载安装游戏。
⑥把接收器插入电脑 USB 接口中。
⑦打开手柄电源，依次按住 A 键 +Logo 键，持续 5 秒，手柄会切换到无线安卓

模式（Logo 键黄色灯常亮）。手柄会与接收器连接。

注：切换到无线安卓模式后Logo黄灯一直慢闪，无法连接

需要将手柄与接收器配对：

1.首先确保已经切换到黄灯状态。

2.关开电源，长按Logo 键5秒灯快闪，手柄进入配对状态，插拔一次接收器，保持手柄距离

接收器20 厘米以内，Logo 键黄灯慢闪2 下后常亮表示配对成功。

2.电脑安卓模拟器（安卓手游）

A+Logo 键长按5秒 A +



飞鼠功能
飞鼠功能是飞智特有的手柄模拟鼠标操作功能，方便用户在使用时像鼠标一样
任意点选。
Logo 键黄色灯常亮后，单击 Logo 键可以开 / 关飞鼠功能。飞鼠开启后，LT 是
鼠标左键。

注：以手柄中心点为轴，上下左右旋转手柄，可以控制飞鼠指针移动。

X+Logo 键长按5秒 X +

在电脑上玩电脑游戏（无线360模式 ）

PC 单机游戏如 GTA5、刺客信条系列、生化危机系列、古墓丽影等，都是免驱
支持手柄的。您可以到 3DMGAME、游民星空、Steam（正版需付费）等平台下
载游戏。
①把接收器插入电脑 USB 接口中。
②打开手柄电源开关，依次按住 X 键 +Logo 键，持续 5 秒，手柄会切换到无
线 360 模式（Logo 键蓝色灯常亮）。手柄会与接收器连接。

注：切换到无线360模式后Logo蓝灯一直慢闪，无法连接。

需要将手柄与接收器配对：

1.首先确保已经切换到蓝灯状态。

2.关开电源，长按 Logo 键5秒灯快闪，手柄进入配对状态，插拔一次接收器，保持手柄距离

接收器20 厘米以内，Logo 键蓝灯慢闪2 下后常亮表 示配对成功。

③一段时间不使用，手柄会进入待机状态，再次单击 Logo 键可开启手柄。

温馨提示：飞智黑武士 X8 不支持此功能。



常见问题

摇杆和按键出现问题

可以在游戏厅内进行手柄测试。
摇杆校正：同时按住手柄的菜单 + 返回两个键，Logo 灯慢闪 2 下完成
校正。

体感漂移怎么办？

手柄开机状态下，在水平桌面上静置 10s ，体感校准成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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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平台

iOS
iPhone 5s 及以上手机，iPad 5 及以上
系列，且 iOS 系统版本不低于 9.0

Android
安卓 6.0 及以上版本系统并具备蓝牙 4.0 
的手机、平板

PC Windows XP 及以上版本系统

无线射频 2.4-2.485Ghz，蓝牙 4.0BLE

使用距离 大于 10m

手柄尺寸 155.5×103.5×64.5mm

工作电流

蓝牙标准模式
工作电流 <4mA；开启体感后工作电流
<8mA ；待机电流 <15uA

无线安卓模式 工作电流 <8mA，待机电流 <15uA

无线 360 模式 工作电流 <8mA，待机电流 <15uA

额定输入 充电电压：5V，充电电流：<120mA

续航时间
蓝牙模式 80 小时（不开启体感时）
无线安卓模式 /360 模式 40 小时

保存温度范围 -20 摄氏度 ~+80 摄氏度

使用温度范围 -5 摄氏度 ~+50 摄氏度

性能参数



扫码下载飞智游戏厅 
热门手游同步玩

更多手柄帮助和视频
请关注飞智微信公众号

上海飞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飛智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Flydigi Electronics Tech.Co.,Ltd.

上海市杨浦区国霞路258号(绿地双创中心)1108室
上海市楊浦區國霞路258號(綠地雙創中心)1108室
Rm1108, No.258 Guoxia Rd, Yangpu District,Shanghai
Tel：400-850-3336            Web：www.flydigi.com
QQ：400-850-3336           FB：Flydig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