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置软件使用说明

VenomX
TM

鼠标手柄套装

感谢购买 VenomXTM。 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以便正确设置 VenomXTM。

VenomXTM 

简介

Tuact Venom-X 鼠标手柄套装包括三个设备 -- 无线/有线双模式游戏鼠标， 左手柄以及接收盒。

Venom-X 拥有丰富的定制功能以适合每个用户的喜好。用户可以自定义按键布局，配置参数并且可以
存储最多3个游戏的参数配置，实现在线切换配置。

你可以从我们的服务器这个地址下载Venom-X设置软件：www.tuact.com/support/downloads， Ven-
om-X设置软件是一个“绿色”软件，它无需安装驱动程序并且可以从你的电脑上彻底删除。

Tuact Corp. Ltd.



连接硬件设置 VenomXTM

 

. PlayStation 4 主机选择按钮

. PlayStation 3 主机选择按钮

. Xbox 360 主机选择按钮 

. Xbox One 主机选择按钮

. PC 主机选择按钮

. Venom-X 鼠标设置选择

. Venom-X 固件升级选择

主菜单按钮

主菜单共有如下七个按钮:

在首次运行设置软件前，你需要先连接硬件到你的电脑让你的电脑系统自动安装驱动。你的电脑会
识别Venom-X 接收盒及鼠标，然后分别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请耐心等候直到系统提示这些设备已
经正常工作。

设置 Venom-X:

  1. 将接收盒背面的 拨动开关滑动到 “PC” 位置选择电脑作为主机。

  2. 用Mini USB电缆连接接收盒到电脑的任意一个USB接口。

设置鼠标:

   1. 用鼠标电缆直接连接你的 Venom-X 鼠标到你的电脑 USB 口。
   2. Windows 将为Venom-X设备自动安装驱动，Windows XP, Vista, Win7 或 Win8无需自行安
           装特殊的驱动。

   注: 在运行设置软件前，请等待电脑完成驱动安装，否则会报出错信息。

   贴士:    Venom-X 接收盒及鼠标可以分别或者同时插入电脑。



配置

在每个之际平台设置窗口内，有两个标签– Con�guration(配置) 及 Layout(布局)。 
点击 Con�guration 标签设置 Venom-X 游戏控制参数:

在Setup 窗口内, 有两种设置模式：简单模式（Easy Setup）和 高级模式（Pro Setup），点击模式按钮选
择模式。 我们建议用户尽量采用简单模式来设置你的 Venom-X 除非你知道如何设置那些参数。

简单模式:
用户可以简单地下载游戏配置文件，调整鼠标速度，然后按“Apply” 存储设置到硬件即可。 Venom-X 
鼠标会自行报告其 DPI，并达到最优效果 ，用户无需关心 DPI 的值。
只有当用户想要使用非Venom第三方鼠标时，需要输入这个鼠标的 DPI 值到 “非Venom鼠标DPI”框（
Non-Venom-X Mouse DPI）。



鼠标速度及开镜速度:

Venom-X通过放大或者减小鼠标的原始移动速度数据来改变游戏移动速度，调节“鼠标”
（Mouse Speed）滑动条改变放大倍数。放大倍数显示在右侧的小框内。放大倍数大于1.0，鼠标
原始数据被放大； 小于1.0， 数据被减小。
鼠标速度范围值:  0.1 到 4.0.
Y/X 比例关系: 1.0 to 2.5

开镜速度（Aim Down Sight Speed）滑动条用来调整武器瞄准开镜时的移动速度。放大倍数大于
1.0，鼠标原始数据被放大； 小于1.0， 数据被减小。
范围:  1.0 to 2.0.

注:  许多游戏本身可以调节移动灵敏度。为避免丢失鼠标的追踪精度，建议将鼠标速度以及开镜
速度设定为1.0 。然后调节游戏本身的灵敏度取得最适合的速度。

高级模式:

如果你想进一步细调Venom-X的参数以符合你自己的风格， 可以按““Pro Setup” 按钮进入高级模
式调整更多的参数。
高级模式中，可以调整放大倍数(Y/X Axia Radio)。举例假如Y/X系数是1.4，意味着Y轴的放大系
数是X轴的1.4倍。



鼠标分辨率（ DPI）:

由于不同的DPI值会影响鼠标的追踪数值，为了在不同的DPI情况下鼠标
速度保持一致，Venom-X需要知道鼠标的工作DPI值。因此，填入你的非 
Venom-X 鼠标的当前DPI值非常重要，这样才能保证在不同的DPI状态下
鼠标的移动速度一致。  
范围:  400-8200.  

注意:  Venom-X 鼠标无需填写DPI， 这是因为它会自动填写这个参数。

有些游戏中的武器会被赋予仿真的重量，因此用户会体验到惯性和延迟
。  Venom-X 武器重量（Weapon Weight） 选项用来补偿延迟。重量越大
，选择较大的数值。
范围: 1, 2 或3. 

注意: 如果游戏没有为武器模拟重量，请不要打开这个选项，否则会导致加速度以及降低移动的
平滑度。

类型（Type）:

某些游戏是使用矩形盲区，而有些则是用圆形。选择错误的盲区会导致斜方向上的蛇行或梯形
移动。
因此，如果发现垂直或斜向运动变得蛇行，你需要变换盲区类型。

盲区（Dead Zone）和开镜盲区（ADS Dead Zone）: 

盲区值影响微动灵敏度及平滑度，如果舍得过高，它也会对鼠标速度有影响。 Venom-X出厂时
带有3个最流行的游戏的推荐值并存储在硬件配置存储器中。你可以最多存储3个不同游戏的配
置。

武器重量（Weapon ）:

盲区设置（Dead Zone Setup）:



注意:  你可以在游戏进行中调整盲区以及开镜盲区。请参考Venom-X用户手册查看详细的操作
              方法。
范围: 16-96.

自动射击（Auto Firing）:

自动射击也称为快速射击。这个功能用于在游戏中使半自动武器连发，还可以将全自动武器用
来点射，以减小后座力效应使得弹着点更密集。 

连发（Burst）:

当自动射击功能开启并选择连发数2-4时，每次扣动扳机鼠标会自动射出2-4发子弹。
当选择“全自动”（Full Auto）时，扣住扳机自动连射直到松开扳机。 
射速可以调整为每秒2 - 10 发子弹。

注意:  实际的射速取决于不同的武器，有些武器可能达不到你的设定值，这是由于游戏中该武
器的回膛速度低于你的设定值。在此情况下，你可降低射速设定值。

稳定性辅助（Stability Assistance）:

由于后座力，子弹的弹着点会散开。“稳定
性辅助”功能能帮助“稳住”武器并抵减后
座力以获得更高精确度。数值越大弹着点越
密集。 

开镜锁（Aim Down Sight lock）:

锁住瞄准镜，用户在长时间瞄准时无需一直按住开镜按键。
注意: 有些游戏已经具备开镜锁定功能码，这时应当关闭这个功能。



按键布局

Venom-X 布局:

定义Venom-X 鼠标和左手柄，点击 Layout 标签并单点选择 “VenomX” :

存储设置（Save your settings）:

当设置完成，你需要存储到硬件使之生效，或者存储到本地文件作为备份。

Apply:   存储当前设置到硬件上选定的配置存储区并且使之生效。
Save:   存储当前设置到本地文件。
 
注意:

1.  “Apply” 按钮仅更新当前颜色的配置区。如果要更新其他配置区，每个颜色的配置都要分别 
        更新。
2.  当按下“Save”按钮, 如果配置文件在当前路径不存在，“Save as” 窗口弹出提示输入文件名；
        如果配置文件在当前路径已经存在，“Save”操作将会覆盖并更新旧的配置文件。



Venom-X 鼠标及左手柄在游戏主机上是以虚拟游戏手柄方式工作的。所有的手柄按钮都需要映
射到Venom-X 鼠标及左手柄上。
你可以简单地拖动手柄按钮定义框内的图标来定义。

默认值（Default）:                      初始化工厂默认值。
重置（Reset）:             清除所有按钮定义，重新开始新布局定义。
动作映射（Motion Map）:        Venom-X 左手柄带有运动传感器。当动作映射关闭时，
                                                             Venom-X 将传送运动数据如同原装手柄。 当其打开时，动作可
                                                               以定义为普通按键，这时原始的动作数据停止发送。

滚轮上/下定义（Wheel Up/Down de�nitions）:

Venom-X 滚轮上/下也可以定义为普通按键。单反滚轮被定义后，原始的按键依然有效。滚轮在
默认情况下没有定义。

非Venom-X鼠标和键盘（Non-Venom-X Mouse and Keyboard Layout）:

定义非Venom-X 鼠标和键盘，点击 Layout 标签并选择 “Other Mouse and Keyboard” 。

Venom-X接收盒将键盘及鼠标转换为一个虚拟的标准游戏手柄。
根据你选择的游戏平台不同，相对应的标准游戏手柄图作为虚拟手柄定义。



发现并定义鼠标按键（Discover and de�ne your mouse keys）:

每个PC鼠标都带有三个标准按键-左键，中键（滚轮按下），右键以及滚轮上下滚动。有些鼠
标带有滚轮左右键。分别拖动这些标准按键图标到想要定义的手柄按钮位置定义它们。
还有些鼠标的顶部或者侧面可能会带有更多的扩展按键。这些按键不是标准的按键，不同品牌
的鼠标也有差别。因此，Venom-X设置软件需要检测并识别它们。
你需要分别按下每个扩展按键，使得软件将它们显示在“用户鼠标按键”（User’s Mouse 
Buttons）框内。这些扩展的按键被命名为User1, User2 …，然后拖动这些图标定义它们。
你需要记住这些物理按键的位置与User1, User2 …的对应关系，设置软件不能更改名称。

定义键盘按键（Assign your Keyboard keys）:

点击定义框并且输入想要定义的键盘按键。

注意:      在游戏机平台上，Venom-X 不支持的组合按键。

重置（Reset）:     清除所有定义重新布局。

应用或保存布局（Apply the layout）:

使按键布局生效或者保存，按 Apply 按钮。                                          



配置操作

为了用户使用方便，Venom-X 引用了配置的概念。配置是一组设置及布局信息的集合，每个配置服务
一个游戏，每个游戏平台最多可以真对三个游戏存储三个相应的配置。这些配置采用颜色区分– 绿色
，蓝色及红色，每个颜色对应到接收盒相应颜色的LED指示灯。

在游戏过程中，用户可以按接收盒上的 “配置选择按钮”（Pro�le Select）切换配置。

在“设置”和“布局”窗口下方，“配置选择”（Pro�le Select）标签用来选择接收盒硬件内的配置存储
器区域。“Load Pro�le From”选择配置来源，颜色对应接收盒的配置灯颜色。未选中的配置为灰色。
每个配置标签显示一个游戏的名称，这些名称来自配置文件名。用户不能直接在软件里更改这些游戏
名称，但可以在保存至文件后更改文件名来更改游戏名称。

用户可以装入工厂配置到当前设置/布局窗口，或者从本地文件装入，然后根据需要加以修改。
你需要连接你的电脑到互联网来获取工厂配置。在配置列表下拉菜单选择一个配置然后按“下载”
按钮从服务器上下载到窗口。 完成后按“应用”按钮存储到Venom-X硬件。

另外，如需重复使用或者作为模板，用户也可以将配置保存到本地文件作为副本。

下面的插图揭示了Venom-X的配置存储结构，能帮助用户更清楚地理解Venom-X配置操作。



PC 设置

当Venom-X鼠标作为普通有线鼠标在电脑上使用时，其侧按键无法被电脑识别。

当Venom-X接收盒连接电脑，并将Venom-X鼠标插入接收盒(或者无线模式)，Venom-X鼠标将被识
别为有多侧按键的多功能鼠标。用Venom-X的鼠标以及左手柄，你无需使用键盘就可以在电脑上控
制游戏，这特别适合于习惯游戏机操控方式的用户。
在使用Venom-X前，你需要首先熟悉和定义PC布局。

在设置软件的 PC Setup 窗口, Venom-X 按钮可以定义为任意键盘按键:

   •   鼠标按钮定义:  定义一个键盘按键或者两键组合到Venom-X 按钮。点击按键定义框并输入一
                                              个按键或者两键组合。
   •    按 “Apply” 按钮保存新的布局到 Venom-X 硬件并生效。
   • 按键布局也可以保存到文件或者从文件加载。
   • 重置（Reset）:   清除所有按键布局重新开始新定义。
   • 默认（Default）:   恢复工厂默认布局。
   • 从文件载入（Load Layout From File）:   载入本地布局文件
   • 存储到文件（Save Layout to File）:    存储布局到本地文件
   • 应用（Apply）:      保存当前布局到硬件并生效



鼠标设置

根据你的喜好设置你自己的Venom-X鼠标参数。

鼠标分辨率（Mouse resolution）:

Venom-X 鼠标在其存储器内保存三个预设的分辨率设置。用户可以随时按下鼠标顶部的DPI按钮改变
分辨率。请参照“Venom-X用户手册”。

预设定的分辨率用滚轮灯颜色表示。分辨率设置滑块分三个颜色，分别对应滚轮灯颜色。分别调整
彩色滑块设定其DPI值。

独立X-YDPI（Independent X-Y DPI）:     X 和 Y 轴DPI 可以分别设定不同的值。
工作DPI（Active DPI）:                 鼠标当前工作的分辨率

刷新率（Mouse Polling Rate）:

鼠标更新数据率，刷新率越大，响应时间越短。
提示：建议进行主机游戏时，选择最高刷新率进行游戏，已获得最佳效果。

直线修正（Straight Line Correction (Angle Snapping)）:

作为一个高分辨率的鼠标，Venom-X 分厂灵敏以至于用户可能无法完美地实现水平或垂直移动，这
是因为人的手部无法做到真正的直线移动。Venom-X鼠标可以修正其输出数据实现直线输出。用户
也可以关闭这个功能实现更为精确的移动效果。

注意: 打开直线修正功能可能会丢失部分微动精确性。

抬起即停（Lift-O�）: 
当用户希望鼠标提起时“冻结”输出，以获得更稳定的位置控制，抬起即停便功能十分有用。
抬起即停高度可以调整的范围为：0.5 - 3mm.



固件

鼠标垫测试:

Venom-X 鼠标可以用来测试鼠标垫。
它报告从鼠标垫上读取的数据，来判断鼠标与垫子的配合程度。读数越
高，垫子越适合Venom-X鼠标。

Venom-X Logo灯:

Venom-X 鼠标顶部的Logo灯可以配置成不同颜色及各种发光效果。

固定颜色（Fixed color）:   从彩色色谱条中选择一种单色。
渐变色（Gradient）:    Venom-X Logo 颜色随机渐变。 
发光效果（Lighting e�ect）:   选择Logo 发光亮度方案： 常亮, 呼吸或者心跳。

注意:   无线模式可以关闭Venom-X Logo 灯以节省电池。

点击“固件”（FIRMWARE）按钮升级接收盒及鼠标固件。



Venom-X 接收盒与鼠标均可以进行固件升级，不一定每次都要升级两个固件，并且同时只能升级一
个固件。
a: 升级接收盒固件，请将接收盒背面的主机选择开关打到“PC”位置，然后连接至电脑USB口。

b: 升级鼠标固件，直接将鼠标连接至电脑USB口，不需要连接接收盒。
当插入接收盒或者鼠标准备升级固件时，图标会高亮提示。

固件可选两种来源：

服务器（Manufacture）:  从官方网站服务器下载升级。你需要连接你的电脑到互联网下载来自
                                                   Tuact工厂官方网站的固件。设置软件会在下拉菜单中列出所有可下载
                                                     的固件供用户选择。

本地文件（Local �le）:  从用户本地磁盘选择固件文件升级。 

如果你想将服务器中的固件存储到本地作为副本，按                    按钮下载。

按“升级”（Upgrade）按钮下载并升级选中的固件；点击“取消”（Cancel）终止下载进程。

重要事项:
1.接收盒升级时，不能在USB口插入其他外接设备。
2.  当接收盒或鼠标固件程序写入硬件正在进行中，请不要拔出接收盒胡鼠标。程序下载中也不能取
消，这是因为硬件无法在代码缺失的情况下正常工作。如果意外发生这种情况，请联络我们的技术
支持帮助恢复程序代码。

3. 你无需为不同的游戏升级你的固件，固件升级不会改变或者复位存储在你的接收盒及鼠标中的配
置信息。

技术支持

如有其他问题在本说明文档中未提及的，可以联络 Tuact的技术支持：support@tuact.com.
或者访问 Tuact技术论坛: www.tuact.com/for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