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级用户指南 



使用具有强大自定义功能的雷蛇幻影战狼手柄随时随地在 Xbox One 和 

PC 上畅玩竞技游戏。 

从可更换的摇杆键和方向键到总共 6 个可重新映射的多功能按键，你

可以轻松调整雷蛇幻影战狼 以适应你的个人需求。 

雷蛇幻影战狼也是首款具有 Razer Chroma 幻彩灯光功能的手柄，你可

以进一步个性化手柄，或者利用游戏内集成的智能灯光功能获得更加身

临其境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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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装内物品/系统要求 

包装内物品 

▪ Xbox One 专用 Razer Wolverine Ultimate 雷蛇幻影战狼终极版游戏手柄 

▪ 2 个可拆卸式拇指控制杆模块 

▪ USB 转 Micro-USB 连接线缆 + 可分离式线缆 

▪ 倾斜式方向键模块  

▪ 重要产品信息指南 

 

系统要求 

▪ Xbox One / Xbox One S / Xbox One X 

或 

▪ PC（Windows®10 或者更高版本） 

 

 

 

 

 

 

 

 

 

安全声明 

重要！在 Xbox One 上使用该产品之前，请阅读 Xbox One 指导手册中有关 Xbox One 使用方

面的安全、健康和其他信息。  



2.注册/技术支持 

注册 

在 razer.com/registration 上在线注册你的产品，即可获得产品质保的实时信息。 

如果你还没有 Razer ID，立即前往 razer.com/razerid 进行注册，即可享受一系列 Razer 专

享福利。 

  

技术支持 

▪ 为期 1 年的制造商有限质保 

▪ 免费的在线技术支持，网址为：support.razer.com 

  

产品的序列号位于此处。

http://www.razer.com/registration
http://www.razer.com/razerid
http://support.razer.com/


3. 技术规格 

技术规格 

▪ 2 个肩部 Hyperesponse 高速响应多功能肩键 

▪ 4 个 Hyperesponse 高速响应多功能扳机键 

▪ 4 个 Hyperesponse 高速响应 ABXY 动作键 

▪ 4 按键快速控制面板 

▪ 多色 Razer Chroma 幻彩灯带 

▪ 可选的扳机停止开关，可以实现速射 

▪ 零慢转凹形模拟式摇杆 

▪ 3.5 毫米音频端口，用于立体声音频输出和麦克风输入 

▪ 快速释放线缆功能 

▪ 便携包 

▪ 配备 Micro-USB 接头的可拆卸式 3 米长轻质编织纤维线缆 

大致尺寸和重量 

▪ 宽 106毫米/ 4.17英寸   

▪ 高    156毫米/ 6.14英寸   

▪ 长    66毫米/ 2.60英寸   

▪ 重量 260克/ 0.57磅 

  



4. 设备布局 

 

 Xbox 键 

 电源指示灯 

 Razer Chroma 雷蛇幻彩灯光系统 

 可拆卸式拇指控制杆模块（标准） 

 查看键 

 菜单键 

 Hyperesponse 高速响应动作键 

 独立式方向键模块 

 重新映射键 

 配置文件循环键 

 配置文件指示灯 

 麦克风静音键 

 音频控制键 

 3.5 毫米耳麦端口 

  



 

 摇杆键 (LB/RB) 

 Micro-USB 端口 

 多功能摇杆键 (M1/M2) 

 扳机键 (LT/RT) 

 扳机键停止开关 

 多功能扳机键 (M3/M4/M5/M6) 

 

 USB 转 Micro-USB 连接线缆 

 可分离式线缆 

 倾斜式方向键 

 可拆卸式拇指控制杆模块（长型和短型） 

 



5. 设置 RAZER WOLVERINE ULTIMATE 雷蛇幻影战狼终极版 

连接到 XBOX ONE 

1. 使用 USB 转 Micro-USB 连接线缆将 Razer Wolverine Ultimate 雷蛇幻影战狼终极版

连接到 Xbox One。 

 

2. 按下 Xbox 键，你的 Razer Wolverine Ultimate 雷蛇幻影战狼终极版蓄势待发。 

 

  



连接到 PC 

1. 使用 USB 转 Micro-USB 连接线缆将 Razer Wolverine Ultimate 雷蛇幻影战狼终极版

连接到你的 PC。 

 

2. 等待 Xbox One 游戏手柄驱动程序自动安装，或者通过设备管理器手动更新驱动程序。   

 

  



6. 使用 RAZER WOLVERINE ULTIMATE 雷蛇幻影战狼终极版 

使用可拆卸式拇指控制杆模块 

Razer Wolverine Ultimate 雷蛇幻影战狼终极版拥有长型和短型模块，你可使用它们来更换标

准模块，让你享受到更舒适的操控体验。只需拉动标准模块即可将其拆下，然后将其他模块插

入手柄中。 

 

使用方向键模块 

Razer Wolverine Ultimate 雷蛇幻影战狼终极版拥有倾斜式方向键模块，你可使用它来更换在

玩格斗/街机等游戏时需要向不同方向快速滑动拇指的单独式方向键模块。只需从其边缘部位提

起单独式方向键模块即可拆下模块，然后将倾斜式方向键模块插入手柄中。 

 



使用扳机键停止开关 

“扳机键停止”使你能够通过缩短左侧和右侧扳机键的行程和响应时间来更快地激活它们（激

活一触即发模式）。要启用“扳机键停止”，只需向外滑动相应开关；要禁用“扳机键停

止”，请向内滑动相应开关。  

 

使用灵敏度功能 

灵敏度功能可提高或降低模拟式摇杆的灵敏度，以提供更好的瞄准和操纵性能。默认情况下，

按住 M5 扳机键可降低灵敏度，而按住 M6 扳机键可提高灵敏度。  

 

注意：通过 Xbox 专用版 Razer Synapse 雷云应用程序可自定义灵敏度设置。  

  



使用快速控制面板 

选择配置文件 

Razer Wolverine Ultimate 雷蛇幻影战狼终极版拥有 2 个内置配置文件，你可使用它来自定

义游戏手柄（例如，重新映射按键和更改 Razer Chroma 雷蛇幻彩灯光效果）。按下配置文件

按键将在配置文件 1（绿色）和配置文件 2（蓝色）之间进行切换。  

 

重新映射多功能扳机键 (MFT) 和多功能摇杆键 (MFB) 

如下所示，每个配置文件都默认映射到一个特定的功能。  

 

要重新映射 MFT 和 MFB，首先你需要选择要自定义的配置文件。在选择某一配置文件后，请按

照以下说明操作： 

  



1. 按住重新映射键不放，直到活动配置文件指示灯闪烁为止。 

 

2. 按住你想要配置的 MFB 或 MFT 不放。 

 

3. 按下你要分配给 MFB 或 MFT 的按键。 

 

4. 在你感到手柄振动后，松开你的手指。 

 



注意：相反，Xbox 键无法重新映射到 MFB 或 MFT，它将会删除当前映射。使用 Xbox 专用版 

Razer Synapse 雷云应用程序也可进行重新映射。仅可通过 Xbox 专用版 Razer Synapse 雷云

应用程序重新映射灵敏度功能。  

使用麦克风静音按键 

利用麦克风静音按键，你可以禁用已连接到 3.5 毫米耳麦端口的麦克风。该按键将亮起，以表

示麦克风处于静音状态。  

 

使用音频控制键 

Razer Wolverine Ultimate 雷蛇幻影战狼终极版具有一个多用途音频控制键，你可使用它来提

高或降低主音量，以及更改语音聊天与游戏音量之间的平衡。 

要提高主音量，只需按下该音频控制键即可。  

 

要微调主音量，请按住该音频控制键不放，然后按下向上或向下的方向键，以提高或降低音

量。 

 



要提高语音聊天音量并降低游戏音量，请按住该音频控制键不放，然后按下向左的方向键。  

 

要提高游戏音量并降低语音聊天音量，请按住该音频控制键不放，然后按下向右的方向键。  

 
 
注意：音频控制键和 3.5 毫米耳麦端口仅在 Xbox One 游戏机上使用时才适用。 

  



7. 安装 XBOX 专用版 RAZER SYNAPSE 雷云 

 

第 1 步：确保你的 Razer 设备已连接到游戏机或 PC 的 USB 端口。 

第 2 步：从游戏机的 Xbox 商店或从 PC 的 razer.com/software 下载和安装 Xbox 专用版 

Razer Synapse 雷云应用程序。 

 

  

http://www.razer.com/software


CHROMA 幻彩灯光效果 

当你下载和安装 Xbox 专用版 Razer Synapse 雷云应用程序后，Razer Wolverine Ultimate 

雷蛇幻影战狼终极版即可使用多种灯光效果。下面列出了你可以给游戏机自定义的灯光效果：  

 名称 说明 设置方法 

 

呼吸效果 灯光将以所选颜色淡入和淡出 
最多可为此设置选择 2 种颜色

或使颜色随机变化 

 

沉浸式效

果 
当手柄振动时，LED 将会亮起。  选择一种颜色 

 

游戏内效

果 
灯光效果由有关游戏控制   无需做出进一步的自定义 

 
响应效果 

LED 将在按键按下时亮起，并在

指定时间之后熄灭。 
选择 LED 保持亮起状态的时长 

 

光谱循环 
LED 将在 1,680 万种颜色之间

无限循环 
无需做出进一步的自定义 

 
静态效果 LED 将以所选颜色保持亮起 选择一种颜色 

 

恭喜，你现在已经做好了使用 Razer Wolverine Ultimate 雷蛇幻影战狼终极版的准备。祝你

愉快！ 

  

  



8. 安全与维护 

安全指南 

为了在使用 Razer Wolverine Ultimate 雷蛇幻影战狼终极版时最大限度地确保安全，我们建

议你遵循以下指引： 

如果你发现设备运行异常，并且无法排除故障，请拔出设备并拨打 Razer 服务热线或访问 

support.razer.com 以获取技术支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自行维修本设备。 

请勿拆解设备（这样做会导致质保失效），也不要在电流负载异常的情况下使用设备。 

保持设备远离液体和潮湿环境。设备运行温度在 0°C (32°F) 至 40°C (104°F) 之间。如

果温度超出这一范围，请拔出并/或关闭设备，以便使温度稳定至最佳水平。 

维护和使用 

Razer Wolverine Ultimate 雷蛇幻影战狼终极版只需很少的维护，就能保持最佳性能。我们建

议你每月定期将设备从电脑中拔出，然后使用软布或棉签进行清洁，以防止污垢积聚。切勿使

用肥皂或腐蚀性清洁剂。 

  

http://support.razer.com/


9. 法律声明 

版权和知识产权信息  

© 2017 Razer Inc. 保留所有权利。Razer、雷蛇、” For Gamers. By Gamers.” 、"Powered 

by Razer Chroma" 徽标、Razer 徽标、 和三头蛇徽标是 Razer Inc. 及其附属公司在美国或

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其他所有商标都是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本产品经 Microsoft 公司许可生产。Microsoft、Windows、Windows 徽标、Xbox、Xbox LIVE

、Xbox One 和 Xbox 徽标为 Microsoft 集团公司的商标。 

Razer Inc.（简称“Razer”）可能拥有与本高级用户指南的产品有关的版权、商标、商业机

密、专利、专利申请或其他知识产权（包括注册的和未注册的）。 本高级用户指南并未向您授

予此类版权、商标、专利或其他知识产权的许可权。Razer Wolverine Ultimate 烈焰神虫（下

称“产品”）可能与包装或其他地方上的图片不同，请以实物为准。 Razer 对这种差异或可能

出现的错误概不负责。 本高级用户指南所含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有限产品质保 

欲知有限产品质保最新和当前条款，请访问：cn.razer.com/warranty。  

责任限制 

由于分销、销售、转销、使用或无法使用该产品而造成的任何盈利损失、信息或数据丢失、特

殊、意外、间接、惩罚性、因果性或附带损坏，Razer 均不负责。 在任何情况下，Razer 所承

担的责任都不超过购买产品的零售价格。   

一般条款 

这些条款应受产品购买国家/地区的法律管辖并将按该国家/地区的法律解释。 如果本高级用户

指南中任何条款无效或不可执行，则此类条款（无效条款或不可执行条款）应被指定为无效力

或被视为剩余条款的无效条款而被排除。 Razer 保留随时修订任何条款的权利，恕不另行通

知。 

 

http://cn.razer.com/warran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