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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键1 摇杆2 B键3 A键4

Logo键5 LT键6 锁扣键7

映射标尺：  辅助调节游戏按键位置

包装清单： 手柄、USB充电线、用户手册、保修卡、绒布袋、
映射标尺、蜂玩线

进入游戏自定义面板 ， 将开镜开枪等任意
可挪动图标拖动到四个固定映射点后即可
开始畅玩

进入游戏自定义面板 ， 将开镜开枪等任意
可挪动图标拖动到四个固定映射点后即可
开始畅玩

STEP 1：准备

下载安装飞智键柄侠 App

您可以使用飞智键柄侠进行
手柄测试与固件升级，体验原
生适配手柄的热门游戏以及
发现更多精彩内容

扫描二维码进行下载安装

查看玩家必备教程

您可以获取玩家入门与进阶
必备的教学视频与帮助信息

http://t.cn/RB1SvPS

STEP 2：安装手柄

2. 向下拨动锁扣键，弹出拉杆 4. 关闭手机屏幕，将手机倒装入黄蜂（只能倒装，
    不能正装）

熄屏状态

3. 手机设置里关闭竖屏锁定

关闭竖屏锁定

1. 电源拨至左侧，手柄开机，橙灯常亮

6. 点亮手机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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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拉杆上方按压拉杆直到与手机侧面贴合

黄蜂X版支持 iPhone X 
安装中，请确保黄蜂上下左右边缘已卡紧手机，
若没有卡紧，将会影响正常使用

务必确保手机插入黄蜂后再开手机屏，否则需要
重复执行一次上述的4,5,6步骤

安装成功后，10分钟内手柄没有任何操作将会进
入待机状态，单击 Logo 键即可唤醒黄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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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打开飞智键柄侠 App ，进行手柄触点测试

更多帮助请参考飞智键柄侠中的使用向导

STEP 3：玩游戏

安装好黄蜂后，直接点开任意 App Store 中
下载的游戏，可立即畅玩

进入游戏里的自定义按键设置
将想要的功能按钮（如开枪、开镜）拖动到固定映
射（只有 LT 按键支持长按，需长按的按键务必拖
到 LT 处）
保存设置，下次启动可直接畅玩

1.
2.

3.

图示手柄刻度X、Y轴交汇点即为对应按键的固定映
射点（可将映射标尺贴到手机屏幕上辅助定位）

注：刺激战场等吃鸡手游都支持自定义按键。个别不可自
定义按键位置的游戏（如王者荣耀）可单独使用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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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智蜂玩线
专为苹果手机定制的充电延长线。手机倒装入黄蜂后，可以搭
配蜂玩延长线为手机插入耳机或者充电线

1. 将手机充电线插入蜂玩线中

2. 将蜂玩线插入手机

3. 将手机倒装入黄蜂单手手柄

4. 将手机充电线USB口插入手机充电器并接入电源

1.  第1、2步不可调换，否则将会影响正常充电
2.  包括使用蜂玩线插耳机时也是需要将耳机先插入
     蜂玩线，再将蜂玩线插入手机

5V电源

基本操作与指示灯说明

开关机

电源键拨至左侧，
手柄开机

电源键拨至右侧，
手柄关机

电源指示灯 [ 绿色
慢闪2下后熄灭 ] 
表示开机成功

开机后，手柄正常
工作

状态指示灯 [ 橙色
常亮 ]

正常工作

手柄待机后，单击
Logo 键唤醒

状态指示灯同正
常工作状态

手柄唤醒

充电中

充电完成

电源指示灯 [ 红色
常亮 ]

电源指示灯 [ 红色
熄灭 ]

充电

电量剩余 20%

电量剩余 10%

电源指示灯 [ 绿色
慢闪 ]

电源指示灯 [ 绿色
快闪 ]

低电量

切换摇杆
模式 长按 logo 键3秒

长按期间 [ 绿灯常
亮 ] ，3秒之后 [ 绿
灯熄灭 ] ， [ 橙灯
闪一下 ] ，进入吃
鸡模式

长按期间 [ 绿灯常
亮 ] ，3秒之后 [ 绿
灯熄灭 ] ， [ 橙灯
快闪两下 ] ，进入
王者荣耀模式

支持平台：

蓝牙版本：

手柄尺寸：

电池容量：

工作电流：

输入：

续航时间：

温度范围：

产品重量：

支持 iPhone X

4.0

110.82*81.31*19.03mm

300mAh，充电时间 1.5-2 小时

<20mA

5V/100mA

15小时

0摄氏度~+40摄氏度

100±5g  

长按 Logo+LB 键3
秒,校准开始

电源指示灯 [ 绿色
慢闪2下 ] 表示摇
杆校准成功

摇杆校准

常见问题

手柄安装之后按键异常
确定手柄的拉杆扣紧，保证电容感应条覆盖屏幕。
同时手机套如果太厚，会导致电容感应条覆盖不充
分，也会导致接触不灵敏，建议更换薄一点手机套或
者卸下手机套。

1

使用过程中手柄按键失灵
尝试将手机关屏再打开，即可解决。
注意：安装手柄时，建议先关屏手机再装上手柄，之后
再点亮手机 屏幕，可有效避免游戏过程电容不灵敏或
者断触。

2

手机使用蜂玩线充电异常
注意要先将充电线连接蜂玩线，之后再将蜂玩线插入
手机，最后将手机装入黄蜂才可正常充电。

3

手机使用蜂玩线插入耳机没有声音
注意要先将耳机连接蜂玩线，之后再将蜂玩线插入手
机，最后将手机装入黄蜂才可正常使用耳机。

4

固件升级
手柄出厂时是稳定版程序，没有特殊问题，无需升级。
飞智会不定期推出升级程序，增强产品兼容性，让手
柄更完美的支持您的设备。
请访问 down.flydigi.com 下载升级工具

5

掃描QR Code查看
繁體用戶手冊

更多手柄帮助和视频
请关注飞智微信公众号

黄蜂X版

用户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