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务必阅读
按键无反应时请确认以下事项

根据PlayStation®4的默认设定，启动游戏时的账号和当前账号不一样时，无法使用控制器。请登入游戏启动时的账号开始游戏。

①主界面可以使用，游戏中无法使用

新买的PlayStation®4，或者初始化PlayStation®4时，无法使用本产品。请先使用DUALSHOCK®4完成初始设定。
如在购买后放置了一段时间，产品有可能会电量耗尽，请充电后再开始使用。

②按PS键也无法操作控制器

关于通讯请注意以下事项

本产品的使用频率范围是2.4GHz。为避免相同频率范围的无线机器互相产生干涉，请注意以下事项。
1. 在使用本产品前，请确认附近没有其他无线机器在使用。
2. 万一本产品与其他无线机器产生电波干扰，请尽快改变使用场所或是停止使用机器。
在类似医院等被禁止使用的场所里使用本产品时，请远离电子机械。电波对电子机械会产生影响，可能会导致事故发生。
※心脏起搏器等其他医疗用电子机械，火灾报警器，自动门等其他自动控制机械。

1968-55WLAS

使用说明书
非常感谢您购买本产品。为了安全地使用本产品，在使用之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 为了方便今后查阅，请在阅读完后，妥善保管好本手册。

锂电池是可回收利用资源，详情请咨询本公司。
Li-ion 00

关于电池请注意以下事项

电池里的液体外漏时，请不要直接用手去接触。
・ 当液体进入到眼睛时，请立即用清水洗净，并去医院接受诊治。否则有可能会导致失明。
・ 如果身体或者衣服沾染上液体请马上用清水洗净，皮肤有发炎等症状时请马上去医院就诊。
   请勿放置在靠近火源，受到太阳直晒的位置，以及烈日下的车内，发热器具等高温场所。
电池有使用寿命。使用次数越多电池的寿命将会越短。
本产品的内置电池能充电500次左右。电池的寿命根据保管方法和使用状况以及环境等影响会不一。
电池满电却使用时间短，或是无法使用时即电池寿命用完。
即便长时间没有使用，为了维护产品功能，请一年一次的频率将电池充满电。

使用注意

● 本品包含细微零件，请勿让3岁以下孩童接触。● 请将本产品保管在儿童无法触及的地方。
● 请勿将本产品放置在潮湿、灰尘较多的地方。● 请勿对本产品施加撞击、掉落等强烈冲击。● 请勿拉扯本产品的可操作按键。
● 请勿擅自对本产品进行拆解或者修理、改造。● 请使用干燥柔软的布类对本产品进行清洁，请勿使用汽油、稀释剂等化学物品。
● 请勿将本产品用于其他用途，如因此产生事故或者损害， 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请注意 致各位家长 请务必阅读
请勿放入口中 请勿靠近水源 请勿靠近火源 请勿踩踏

产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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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体中文



※本产品不适用于PlayStation®3、PlayStation®2、PlayStation®、PS one®主机
※除本说明书以外，请参照本公司网页中相应的产品页面以及支持页（http://www.hori.jp/support/）。

PlayStation  4 ®

适用主机

重 要 在PlayStation®4上使用本产品前，务必请提前阅读PlayStation®4的使用说明书。

语音聊天

※根据PlayStation®4系统软件的不同，有些功能可能无法使用。如遇此情况，请升级软件后再使用。（推荐Ver.4.50以后的版本）
具体适用版本及升级相关请阅读PlayStation®4主机说明书。

※本产品没有耳机/麦克风插孔，振动功能及动作传感器功能。本品不具备说明书记载之外的功能。
部分可在PlayStation®4主机上使用的软件，可能不适用于本产品。请知悉。

本产品没有耳机/麦克风插孔。需使用语音聊天功能时，请将USB耳机（另外贩卖）连接到PlayStation®4主机的USB接口上。

各部件名称

上面

L1键
L2键

R1键
R2键

USB接口(Micro-B)※充电用

※PlayStation®4从睡眠模式恢复时，请不要按压任意键，左3D摇杆和右3D摇杆也不要触碰。

正面

SHARE键

OPTIONS键

△键
○键
×键
□键

PS键

方向键

左摇杆 /L3键

触摸板模式按键
触摸板键/发光键

右摇杆 / R3键

背面

重置键

充电方法

※本产品不配备USB连接线，请使用PlayStation®4主机配备的连接线，或是其他的USB连接线。
通过USB连接线连接本产品以及PlayStation®4主机即可充电，充电状态中的发光键会闪烁发光，充电完成后会停止闪烁。

插入
PlayStation®4
主机的USB接口

初次在PlayStation®4上使用本产品时，请按下列1~3的顺序进行配对设置。
※只要与PlayStation®4主机识别配对过，即便关机后设置也会被保存。使用本产品时请按下本产品的PS键。
※与其他PlayStation®4主机配对后原来的配对会被解除，请按照下列1~3的顺序重新设置。
※本产品无法通过USB连接线进行识别配对使用。

连接方法（配对）  ※本产品不能通过USB连接线进行配对。

配对前...

可使用PlayStation®4配备的USB连接线充电。
※只有PlayStation   4主机电源处于ON或者待机模式时都可充电。®



1 [设定]
▼

[周边设备]
 ▼ 

[Bluetooth设备]

已经连接过的手柄可在PlayStation®4
主机的主画面

「设置」＞「周边设备」＞[Bluetooth设备]进行选择

3
[HORI Wireless Controller Light] 从菜单中选择「HORI Wireless Controller Light」即完成配对。

在本产品的发光键开始闪烁为止前，
请按住SHARE键后长按PS键5秒以上。

2 到发光键闪烁为止前

按住SHARE
键的同时

长按PS键
5秒以上

触摸板功能的使用方法

本产品的左3D或右3D可以模拟无线手柄(DUALSHOCK®4)的触摸板操作。
●长按触摸板键2秒以上，将进入触摸板输入模式。●在触摸板输入模式中，左3D/右3D可作为触摸板输入。
●在触摸板输入模式中，如果左3D/右3D在3秒钟内没有操作时，会解除触摸板输入模式。
●在触摸板输入模式中，如果按压以下按键，则自动解除触摸板输入模式。

触摸板模式按键

方向键 / ○键 / ×键 / △键 / □键 / L1键 / L2键 / R1键 / R2键 / SHARE键 / OPTIONS键 / PS键

①按2秒以上

②倾斜

③压入

触摸（1点）
① 长按触摸板键2秒以上
② 倾斜左或右3D头的同时
③ 按压3D头
　・双触摸按压2次
　・保持3D头一直为压入状态

触摸操作（手指轻触操作）

触摸（2点）
① 长按触摸板键2秒以上
② 同时倾斜左右3D头
③ 并按压3D头

①按2秒以上

②倾斜 ②倾斜

③压入 ③压入

拖拽功能（手指按住拖拽，放开的操作）/滑动（手指轻滑操作）

① 长按触摸板键2秒以上
② 按压左或右3D头的同时
③ 倾斜3D头（滑动操作为快速倾斜）

③倾斜

②压入的同时

①按2秒以上



屏幕缩小功能（使用2根手指向内滑动缩小的操作。）

① 长按触摸板键2秒以上
② 左3D头：向左倾斜
　 右3D头：保持按压

③倾斜

③压入

③ 左3D头：压入
　 右3D头：向左倾斜

②倾斜

②压入的同时

①按2秒以上

屏幕放大功能（使用2根手指向外滑动扩大的操作。）

① 长按触摸板键2秒以上
② 左3D头：向左倾斜
　 右3D头：保持按压

③倾斜

③压入

③ 左3D头：压入
　 右3D头：向右倾斜

②倾斜

②压入的同时

①按2秒以上

点击 （触摸板按键操作）

① 按压触摸板按键
  （双击连续按压2次）

触摸板键

连射功能

可进行连射功能设定的按键

本产品可为以下按键设置连射功能及连射保持功能。（连射速度限12次/秒。）
[连射保持]：即使不操作按键也可以保持连射状态的功能。（按下按键后会关闭。）

方向键（上下左右） / ○键 / ×键 / △键 / □键 / L1键 / L2键 / R1键 / R2键  ※方向键（上下左右）不可设置连射保持功能。

设定方法

连射模式 按住触摸板键的同时 在2秒内按下
连射模式的按键

发光键的状态

按键OFF按键ON

闪烁 亮灯+



连射保持 按住触摸板键的同时 在2秒内按下想设置
成连射模式的按键

发光键的状态

按键OFF按键ON

亮灯 闪烁+

※TURBO的LED灯将以设定好的连射速度相应的频率闪烁。
※同时按下SHARE键和PS键后连射和连射保持模式的设置将会被解除。重新进入游戏时，连射和连射保持模式都需重新设置。

连射OFF 按住触摸板键的同时 在2秒内按下想设置成
连射模式的按键

+
※ 即使将某个特定的按键设
为连射OFF状态，只要连射显
示没有熄灭，其他的按键仍然
是设置了连射模式，或连射保
持的状态。

灯灭

所有按键
连射OFF

按住触摸板键的同时 在2秒内按下
OPTIONS键

+ ※ 分不清连射模式或连射保
持的设置按键时，可以将所有
按键都设为连射OFF状态，此
时可恢复默认状态。

灯灭

● 图片与实物存在一定差异。
● 本公司对产品外观及功能的更改，可能不会另行通知，请理解。
●“PlayStation”、“PS one”以及“DUALSHOCK”是
    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公司的 注册商标或商标。
●“Bluetooth”是Bluetooth SIG, Inc.的注册商标
● “　 ”以及“ 　        ”HORI公司的注册商标。

适用对象：6岁以上产品参数

充电时间 最大2小时

外尺寸
重量

可连续使用时间

(长)约136mm×(宽)30mm×(高)约68mm
约120g

约10小时 ※具体时间根据环境而定

手柄无反应或自动反应时
无法充电或是充完电后手柄也无反应，或是自动反应时请用细棒等按压手柄背面的重置按钮，重置后再重新连接手柄。
以上操作尝试过后手柄仍无反应时请与本公司联系。
连接手柄后按键无法即刻使用的情况下，请解除与主机的連接再重新配对。
再次与本产品配对时若有无线控制器(DUALSHOCK®4)无法操作的情况下，请重启PlayStation®4主机。

重置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