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注意

产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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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仔细阅读此使用说明书。
为了方便今后查阅，请在阅读完后，妥善保管好此使用说明书。

注意 致各位家长 请务必阅读

● 本产品含有细小零部件，请勿让 3 岁以下儿童接触。

● 请放置在婴幼儿无法触及的地方，万一发生误吞的情况，请立即咨询医生处理。

● 请注意不要让儿童将连接线缠绕在脖子等部位上玩耍，否则会有危险。

● 请注意不要将手或衣服夹在本产品的可动部件中。

● 请勿将本产品放置在潮湿、灰尘较多的地方。

● 如果本产品不慎发生损坏或者性质发生了改变，请停止使用。

● 请勿对本品浇水或放在受到水淋的地方。否则可能会造成触电或故障。

● 请不要放在暖气设备等热源附近。另外，请不要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 

    否则可能会使产品内部过热，导致故障。

● 请不要用手指或金属触摸 USB 插头的金属部分。否则可能会造成受伤或故障。 

● 请勿使用物品对本产品施加撞击，或使本产品跌落等强烈冲击。

● 请勿用力弯曲或拉拽连接线。

● 禁止擅自对本产品进行拆解或修理、改造。

● 请使用干燥柔软的布料对本产品进行清洁。请勿使用汽油、稀释剂等化学药剂。

● 请勿将本产品用于其他用途，如因此发生事故或者造成损害，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由于本产品较重，如将本产品摔在脚上可能会造成严重伤害。

另外，在不使用时，请将本产品存放在儿童触及不到的地方。

本产品的一些功能可能需要复杂的操作或较大的力量。

当由儿童使用时，请监护人应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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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主机

各部件名称

重 要 在本产品使用于 Xbox Series X|S / Xbox One 前，请务必确认各主机的使用说明书。
使用本产品时，请将各主机的系统升级到最新版本。

Xbox Series X|S / Xbox One / Windows 10
USB 接口，网络连接环境系统要求

※ 本产品仅支持适用 XInput 的游戏。
    不支持适用 DirectInput 的游戏。

【正面】

【子面板】

模式切换开关

按键锁定开关

麦克风指示灯

分享按钮 Xbox 按键

视图按钮

R 摇杆按钮

L 摇杆按钮

状态指示灯

配置文件指示灯

音频控制按钮配置文件按钮

麦克风开关按钮

摇杆 ( 方向键 )

RB 键
LB 键

RT 键

LT 键

Y 按钮
X 按钮

B 按钮

A 按钮

菜单按钮

USB 插头

立体声耳机 /
麦克风端口

USB 连接线

快速释放连接器 

本说明书中所述的主机均为 Xbox Series X|S，但在 Xbox One 以及 Windows 10 上使用时，
可以按照相同的步骤使用本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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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维护和更换面板卡

滑动开关的同时打开外壳。

将其折回并放在稳定的地方。

・请注意，对于因超出本说明书中描述的内容范围的操作（如操控摇杆或按键更换等的改造）导致的故障
  （如损坏、Faston 快接端子的损坏、操控摇杆的损坏、电线的断线等），不在保修范围内。
・此外，对于其他设备的任何故障或损坏，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请事先知悉。

●为防止由静电导致损坏，请在触摸本产品内部之前，触摸身边的金属以去除身上的静电。
●请勿在 USB 插头连接到 Xbox Series X|S 主机 / Xbox One 主机 / Windows 10 的 USB 端口的状态下进行。
●取出主要按键时请小心，因为在游戏操作过程中将无法使用已取出按键的功能。
●请注意，如果直接用手触摸内部金属，可能会受伤。
●打开或关闭顶板时，请小心不要夹到手、手指、头发、电缆等。

您可以打开外壳进行维护，也可以更换面板卡以享受自己喜欢的设计。

箱盖的打开方法

●安装按键时，请将按键推入直到挡片牢固卡入箱盖内。
 ※安装后，请确保按键和箱盖之间没有间隙。

●安装按键时，将 Faston 快接端子牢固插入到底。
　 有关各按键的配线，请参阅下面的按键配线图。

2) 如图所示，按下两个挡片的同时，将按钮一点一点地从箱盖上向外侧取出。
　   ※如果按压力度过大，可能会导致产品损坏。
　   ※请注意箱盖上的按键孔的边缘，以免割伤手。

1) 取出连接到每个按键的 Faston 快接端子。
　　　※拔出 Faston 快接端子时，请勿仅捏住连接线部分将其拔出。

Faston 快接端子

取出

箱盖

挡片

按住同时按住同时

按键的取出方法

①

②

●在维护时，请参阅以下的 " 按键的取出方法 " 和 " 按键配线图 "。



摇杆球取出除方法  
请拆下下图所示的螺钉 (8 个 ) 和摇杆球。②
※请注意不要丟失拆下的零部件。

箱盖

ー螺丝刀
( 另售 )

1）握住球状
　部分的状态下

2）旋转螺丝

挡盘

●如下图所示，拆分出零件。

箱盖

摇杆球轴

按键配线图
内部连接线的配线图如下图所示。
如果忘记了插入和拔出后的 Faston 快接端子的安装位置时，请参考下面的配线图。
※图的方向是箱盖被打开时的内部一侧所示。

A 按键
（配线：橙色）

X 按键
（配线：黄色）

Y 按键
（配线：蓝色）RB 按键

（配线：白色）
LB按键

（配线：紫色）

B 按键
（配线：绿色）RT 按键

（配线：红色）LT 按键
（配线：黑色）

请打开箱盖，将其放置于稳定的平面上，
然后拆下右图所示的按键 (9 个 )。

①

A/B/X/Y/LB/RB/LT/RT 按键

菜单按钮

面板卡的更换

※有关打开箱盖的方法，请参阅前述的 " 箱盖的打开方法 "。



连接线通孔

合上面板框，将按钮、螺钉和摇杆恢复到原始状态，然后合上箱盖。④

※请勿拆下透明面盖。
　如果脱落，请对准面板框上的凹槽重新安装。

请打开面板框并更换面板卡。③

面板框

2) 请将 USB 连接线穿过连接线通孔，
    然后合上盖子。

●收纳时，请将连接线按上述相反的顺序卷好进行收纳。
※打开或关闭箱盖时，请注意不要夹到手或 USB 连接线。
※关闭外壳盖时，请将 USB 连接线部分缠绕在绕线处后，再关闭箱盖。 否则可能会断线风险。

请打开箱盖，将 USB 连接线取出。①
1) 打开箱盖，从连接线绕线部分拉出 USB 连接线。

※有关箱盖打开方法的信息，
　请参阅前述的“关于维护和更换面板卡”。

※请勿在按下任何按键的同时连接 USB 插头。
※连接时，请仔细确认 USB 插头的方向后再插入。 

请根据使用本产品的环境切换模式，连接 USB 插头。②

※取决于软件，“模式 1”可能不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前请切换到“模式 2”。

1) 2)

模式切换开关

【模式 1】（与 Xbox Series X|S 连接时）

连接 Xbox Series X|S 主机
的 USB 端口

1) 2)

模式切换开关

【模式 2】（在 Xbox Series X|S 中在“模式 1”中无法正常工作或与 Windows 10 连接时） 

连接 Xbox Series X|S 主机
或 Windows 10 的 USB 端口

接続方法

连接线通孔



请不要用胶带固定或用粘合剂固定快速释放连接器。
由于使用快速释放连接器，Xbox Series X|S 主机被拉落的危险性会减少，但并不是完全没有。
为了进一步减少危险性，请注意以下几点。
・请不要用力拉扯控制器或 USB 连接线致使 Xbox Series X|S 主机移动。
・ 请勿使 USB 连接线相互缠绕。

警告

快速释放连接器 

USB 连接线配备了快速释放连接器。快速释放连接器是为了最大限度防止在拉扯连接线时，
Xbox Series X|S 主机或计算机掉落。
正确使用控制器和快速释放连接器对于减少损坏 Xbox Series X|S 主机或计算机的风险很重要。
通常，请用 USB 连接器而不是快速释放连接器进行 控制器的连接和断开。
如果快速释放连接器脱落，则只需对准连接器两端上的标记即可重新连接。
如果快速释放连接器未正确连接，则控制器将无法工作。

可以调节连接到立体声耳机 / 麦克风端口的耳机的“音量”和“混音器”。
当各种设置达到最小 / 最大时，将发出提示音，通知该设置已达到极限。

按住同时

＋
音频控制按钮

向上推动 提高音量

摇杆

按住同时

＋
音频控制按钮

向下推动

降低音量

摇杆

按住同时

＋
音频控制按钮

向右推动 聊天音量会提高

摇杆

按住同时

＋
音频控制按钮

向左推动 游戏音量会提高

摇杆

音频控制功能

音量调节 混音器（游戏音量和聊天声音之间的平衡）调整

按住同时

＋
麦克风开关按钮

向上推动 麦克风输入灵敏度提高

摇杆

按住同时

＋
麦克风开关按钮

向下推动

麦克风输入灵敏度降低

摇杆

按下

麦克风开关按钮

按下

麦克风开关按钮

可以调节连接到立体声耳机 / 麦克风端口的耳机的“麦克风开关”和“麦克风输入灵敏度调节”。
麦克风输入灵敏度达到最小 / 最大时，将发出提示音，通知该设置已达到极限。

麦克风输入
ON

麦克风输入
OFF

麦克风控制功能

麦克风开关 麦克风灵敏度调节

麦克风指示灯
OFF

麦克风指示灯
ON



APP 的下载

适用年龄：6 岁以上

产品规格
： (W) 约 410mm×(D) 约 300mm×(H) 约 120mm

： 约 2.7kg

： 约 3.0m

： "HAYABUSA"(HORI 制造 )

： "HAYABUSA"(HORI 制造 )

： HORI 按键 (HORI 制造 )

外形尺寸

重量

连接线长

摇杆

按键 (A/B/X/Y/LB/RB/LT/RT 按鍵 )

按键 ( 菜单按钮 )

『HORI Device Manager for Xbox Series X』
APP 可以对以下功能进行设定。

■方向键 / 模拟摇杆切换功能
■编程（分配按键）功能
■音频设定功能
■配置文件功能

设定的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指示灯

1 绿色

2 红色

3 蓝色

4 白色

根据设定的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指示灯会以以下颜色点亮。

●关于配置文件功能
使用配置文件按键切换配置文件。

（各配置文件可通过“HORI Device Manager
for Xbox Series X”进行设置。）

每按下 1 次，配置文件
会以 1→２→３→４的顺序切换。

您可以通过按键锁定开关切换到按键锁定模式（部分按键输入被禁用）。
在按键锁定模式下，表中的按键功能被禁用。

" 模式２" 时" 模式１" 时

Xbox 按键
菜单按钮

Xbox 按键
菜单按钮

视图按钮
分享按钮

按键锁定开关

按键锁定功能

配置文件
按键

● 图片与实物存在一定差异。
● 本公司对本产品规格及外观的改良，可能不会另行通知。请理解。
● Microsoft, Xbox, Xbox "Sphere" Design, Xbox Series X|S, Xbox One, Windows are trademarks of the Microsoft group of companies.
● “　 ”以及“  　      ”是 HORI 公司的注册商标。

< 下载方法 >
① 请在 Microsoft Store 中搜索“HORI”。
② 请安装“HORI Device Manager for Xbox
     Series 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