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户手册

VenomX
TM

鼠标手柄套装

感谢购买 VenomXTM.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以便正确使用 VenomXTM。

包装内含

. 鼠标,  手柄, 接收盒

. 鼠标USB电缆

. Mini USB电缆

. 鼠标电池盖 x 3

. 摇杆帽 x 3

. 配重铁 x 6 

. 用户手册

Tuact Corp. Ltd.



 VenomXTM

 简介

鼠标

电源/Start
Option/Menu

▲/▼: ± DPI 

右功能键: F(R)

配重仓盖

电池盖锁扣

电缆锁扣

电池盖

手柄

接收盒

动作键: L1,L2

电池盖

左功能键: F(L)
方向键

L4: Select/Share
Back/Veiw
电源/PS/Guide

左摇杆/L3

配重铁仓
电池仓

配置选择按钮 

配对按钮

USB 插口
电源/数据/配对指示灯

配重铁储藏仓盖

配置指示灯
主机选择开关
主机 Mini USB 插口 

放入配重铁调整鼠标至最舒适的重量。

安装 VenomXTM

鼠标

Venom-X 鼠标支持无线及有线联接方式， 根据是否连接电缆到游戏主机或电脑，它可以自动进行模式转换。
为给不同用户手形提供最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抓握，Venom-X鼠标右侧可以更换3个不同外形的电池盖。配重铁仓可容纳
最多3个配重铁用以调整鼠标重量。
打开电池盖如下图所示：

1. 
将电池盖锁扣滑动至“开”
的位置。

2.
从电池盖底部打开然后向上滑动打
开。

动作键: R4: 三角/Y
           R5: 圆圈/B
           R6: 方块/X
           R7: 叉/A



连接 VenomXTM 至主机

电池

Venom-X鼠标和手柄分别使用一节5号电池. 可以使用镍镉，镍氢充电电池或者普通碱性电池。Venom-X鼠标不带有充电
电路，不能对使用的电池进行充电。Venom-X鼠标滚轮灯以及手柄指示灯能够表示电池电量，灯亮度越高表示电量越充
足。 

手柄:

更换电池或者调整手柄重量，打开手柄电池盖如下所示：

接收盒:

Venom-X 接收盒可以存放不使用的配重铁。打开储存仓盖如下： 

滑动“主机”选择开关至“PS” 
(Playstation), “XBox” 或 “PC”
与连接的主机种类相对应。
连接鼠标，键盘或者游戏手柄
至接收盒前面的USB接口。

向下用力按压，然后向外推出。

PC
PS3 XBox360

如插图所示，Venom-X 支持5
种游戏主机并且可以灵活地连
接各种不同类型的游戏设备。  

Mini USB 电缆

XBox One
PS4



设置

作为一款智能产品，Venom-X有丰富的设置以及按键布局可以调整，使得它可以针对不同的游戏获得最佳的操控并达到
最优的性能。
尽管Venom-X出厂时预存有三个默认的游戏参数配置，这些配置含有为三个针对最流行的游戏定制的三组设置。对于其
他游戏，用户需要从我们的服务器下载不同的配置。对于工厂配置库里没有包扩的游戏，用户通过设置软件也可以调整
并生成自己的配置。
设置软件可以为Venom-X鼠标及接收盒进行固件升级，这个功能可以实现为Venom-X增加新功能或者修复固件的Bug。
Venom-X设置软件可以从我们的网站上下载：www.tuact.com/software/VenomX-Setup-installer.exe
运行 VenomX-setup-installer.exe 文档，将会有一个 VenomX-setup.exe 文件及一个chm后缀的帮助文件复制到用户当前选择
的路径下。 
将接收盒通过Mini USB 电缆连接到一台电脑的USB 接口， 然后将接收盒背面的“主机”选择开关拨动至“PC”位置，你
的电脑将会识别到接收盒并自动安装相应的驱动软件。现在你可以运行 VenomX-setup.exe 来设置 Venom-X。
有关详细的设置软件使用说明，请参看设置软件指南。从我们的网站下载设置软件指南：
www.tuact.com/manual/VenomX-setup-instruction.pdf

操作

绝大多数的设置以及功能都可以通过功能键组合，在游戏进行中打开关闭或修改。
下面的图表列出了所有的功能键组合。
我们将会为用户不断增加新的功能，设置软件也会自动提醒用户有新固件或新软件更新。用户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
www.tuact.com 来查询最新的固件软件更新信息。

连接选项 

Venom-X 鼠标可以工作在有线或者无线方式下。Venom-X手柄只有无线方式。

Venom-X手柄无线链接不受其他有线方式接入的设备影响，只要打开电源即可工作。

用户可以连接并使用自己的其他品牌鼠标或者键盘至接收盒进行游戏。

用户也可以连接原装Playstation或者 XBox游戏手柄至接收盒，但是只能使用与主机相对应的手柄。 例如， 用户不可以使
用Plastation 的手柄用于XBox 的主机。Venom-X 接收盒同时接受3 种类型的游戏设备：Venom-X鼠标或其他品牌的鼠标，
键盘以及游戏手柄，但每一种类型只能同时接受一个。每一个接收盒前面的USB接口均可识别所有3类设备，用户可以插
入其中任意一个插口。

重要注释:  
对于Playstation 3主机，连接游戏手柄是可选的；但是对于Playstation 4 及 所有 XBox 主机，为了通过授权认证，连接相应
的游戏手柄是必需的。
对于XBox360主机， 原装的无线手柄无法通过有线方式与Venom-X正常工作， 用户需要另外购买官方的或者第三方的
XBOX360有线手柄。
由于XBox One 原包装并未提供用来连接手柄的Micro-USB数据线，因而用户需要另外单独购买一条Micro-USB电缆连接手
柄到接收盒。



图标中使用的名词解释: 
• F 键:     Venom-X 鼠标及手柄上分别带有一个 F (功能) 键, 手柄上的称为 F(L) , 鼠标上的称为 F(R) 。 
• “+”:              "+" 符号表示两个按键同时按下。
• “↑”/“↓”: “↑”符号表示鼠标上箭头按钮，“↓”表示鼠标下箭头按钮。
• ADS:            开镜
• “▲” and “▼”:  鼠标顶面上的▲/▼按钮 
• “↑↓→←”:       键盘上的箭头键

更多的名词解释请查看我们的网站: www.tuact.com

键盘/非 VenomXTM

 鼠标在线功能键列表

增加死区 F12 + 滚轮-上滚 范围：16-100

减小死区 F12 + 滚轮-下滚 范围：16-100

增加ADS死区 F11 + 滚轮-上滚 范围：16-100

减小ADS死区 F11 + 滚轮-下滚 范围：16-100

矩形盲区 F12 + S 选择矩形盲区

圆形盲区 F12 + C 选择园形盲区

增加鼠标速度 F12 + ↑ 增加 0.2倍/次

减小鼠标速度 F12 + ↓ 减小 0.2倍/次

增加ADS鼠标速度 F11  + ↑ 增加 0.2倍/次

减小ADS鼠标速度 F11  + ↓ 减小 0.2倍/次

自动射击开/关 F12 + 鼠标左键 自动射击 开/关 切换 

增加自动射击连发数 F12 + → 2连发 ->3连发 ->4连发 ->连续

减小自动射击连发数 F12 + ← 连续 -> 4连发 ->3连发 ->2连发

ADS锁定开/关 F12 + L 开镜锁定 开/关 切换 

摇杆交换 摇杆交换 F11 + W 摇杆交换功能 开/关 

死区

鼠标速度

射击选项

功能 操作 效果

功能 操作 效果

增加死区 F(R) + 滚轮-上滚 范围：16-100

减小死区 F(R) + 滚轮-下滚 范围：16-100

增加ADS死区 F(L) + 滚轮-上滚 范围：16-100

减小ADS死区 F(L) + 滚轮-下滚 范围：16-100

矩形盲区 F(R) + R6 选择矩形盲区

圆形盲区 F(R) + R5 选择园形盲区

增加鼠标速度 F(R) + D-PAD-上 增加 0.2倍/次

减小鼠标速度 F(R) + D-PAD-下 减小 0.2倍/次

增加ADS鼠标速度 F(L)  + D-PAD-上 增加 0.2倍/次

减小ADS鼠标速度 F(L)  + D-PAD-下 减小 0.2倍/次

自动射击 开/关 F(R) + R1 自动射击 开/关 切换 

增加自动射击连发数 F(R) + R4 2连发 ->3连发 ->4连发 ->连续

减少自动射击连发数 F(R) + R7 连续 ->4连发 -> 3连发 ->2连发

ADS锁定 开/关 F(L) + L1 开镜锁定 开/关 切换 

交换 交换摇杆 F(L) + L3 摇杆交换功能 开/关 

鼠标 DPI 增加 ▲ DPI 低 ->中 ->高

鼠标 DPI 减小 ▼ DPI 高 ->中 ->低

灯显示效果选择 长按 ▲ 2 秒钟  常亮 -> 脉冲 -> 心跳 -> 关

匹配手柄到接收盒 F(L) + L4 进入匹配模式

匹配鼠标到接收盒 F(R) + Start 进入匹配模式

鼠标速度

死区

射击选项

鼠标设置

匹配

VenomXTM

 在线功能键列表

配置选择 选择一个游戏配置 接收盒上的配置选择键 以红蓝绿表示，循环



固件

鼠标及手柄匹配到接收盒

用户可以升级Venom-X接收盒以及鼠标的固件。 如要察看有无可升级的新固件或者升级固件，需要运行设置软件。我
们随时可能发布新固件， 设置软件会查找最新的鼠标和接收盒固件。 用户也可选择以文件形式保存固件到电脑，或者
从本地电脑文件升级。

Venom-X 鼠标和手柄需要与接收盒匹配，这是因为它们只能与一个接收盒通信。
请注意，固件升级以及用软件设置Venom-X并不改变匹配信息， 产品出厂时已经进行过匹配， 用户无需再次匹配，除
非发生下列情况：

    • 更换新硬件

    • 将鼠标或手柄匹配到其他接收盒

LED 显示

Venom-X 鼠标LED显示

     滚轮灯 : 
          红色 –      鼠标当前工作在高DPI预设值
          橙色 –      鼠标当前工作在中DPI预设值 
          绿色 –           鼠标当前工作在低DPI预设值
          注:                    DPI 预设值大小由设置软件设定
 
          灯慢闪 –   丢失无线连接; 正在搜索相匹配的接收盒
          灯快闪 –    匹配模式
          灯亮度 –    电池电量，亮度越高电量越充足

     徽标灯:    常亮， 呼吸及心跳方式；渐变或固定颜色
 注：徽标灯效果可以按住鼠标▲按键2秒钟切换， 颜色方案由设置软件设定

接收盒LED显示

    配置选择灯: 
          红色 –     游戏 1 配置 
          蓝色 –     游戏 2 配置
          绿色 –     游戏 3 配置
    电源/多功能指示灯:
          常亮 –      电源开
          闪动 –     接收到数据时闪
          快闪 –      匹配模式

手柄LED显示
 
           常亮 –      电源开
         快闪 –     匹配模式
         慢闪 –     丢失无线连接; 正在搜索相匹配的接收盒
         LED brightness –  电池电量，亮度越高电量越充足



鼠标

数据通信方式:   自动有线或者无线转换
无线:      2.4GHz 跳频
追踪率:     150 IPS(最大)
加速度:     30g(最大)
刷新率:      125 - 1000Hz (8ms – 1ms)
帧速率:      12000 fps (Max)
分辨率:      400-8200 DPI 
抬升追踪:   0.5 - 3mm
按键:    11 (8 动作, 3 功能)
重量:    120g – 150g 可调 

手柄

无线:      2.4GHz 跳频
按键:    10 (9 动作, 1 功能)
重量:    70g – 115g 可调 

接收盒

无线:      2.4GHz 跳频
USB 接口:   前面3 个设备口, 后面1 个主机口
主机平台:     PS4, PS3, XBox360，XBox One 及 PC 
设备支持:   PC 鼠标/键盘, 苹果键盘; PS4/PS3/XBox One手柄，XBox360 有线手柄.                             
配置存储空间:           13 (每个游戏主机平台3个，PC平台1个)

技术指标

保修

Venom-X 享有一年保修， 保修期自购买日期算起。
如果用户的产品发生故障并且在保修期内，请联系购买产品的经销商。
注意：Tuact Corp. 并不直接处理保修事宜或者更换用户的故障产品。

技术支持

用户有以下几种方式获得技术支持：

    1. 零售商提供基本的技术支持 

    2. 在Tuact 论坛发消息, 我们的技术支持可以在线回答用户的问题 

    3. 给我们的技术支持发送邮件: support@tuact.com 

    4. 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tuact.com/support.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