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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內含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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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購買NACON REVOLUTION Unlimited 專業控制器 專業
控制器
本産品專為提升電視遊戲體驗而設。保留此使用指南以備將來參考。

I 警告
依據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
第十二條 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可，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得
擅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
第十四條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擾
現象時，應立即停用，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
前項合法通信，指依電信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低功率射頻電機須忍受合法通
信或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

I 保固
本產品帶有NACON商標，並由製造商「Bigben Interactive」生產製造。關於本產品之
保固詳情請閱覽外包裝上之說明。

I 產品內容
1x REVOLUTION Unlimited 專業控制器 專業控制器 
1x 3米長連接線
1x 使用指南 
2x 10g砝碼
2 x 14g 砝碼 
2x 16g砝碼
1x USB藍芽®接收器 
2x 備用凸形搖桿頭 
2x 金屬軸套裝(30°)
2x 金屬軸套裝(38°)
2x 已經接入控制器的金屬軸套裝(46°)
1x 收納保護殼
1x 清潔抺布

1/ 3米長USB-A至USB-C連接織
網線

2/ 觸控板
3/ 分享按鍵 
4/ 選項按鍵 
5/ PS按鍵
6/ 動作按鍵
7/ 左操作桿兼L3按鈕，移動幅度

達46°
8/ 右操作桿兼R3按鈕，移動幅度

達46°
9/ 方向盤
10/ LED玩家狀態指示燈

11/ 4x 配置選擇LED燈／麥克風、
靜音及電量水平指示燈

12/ 耳機連接端 （3.5毫米）
13/ R1上方按鈕
14/ L1上方按鈕
15/ 2x 砝碼隔間
16/ R2模擬觸發器 
17/ L2模擬觸發器 
18/ 後方快捷按鈕S1/S2/S3/S4
19/ 選擇模式：
 1. PS4™專業控制模式 

2. PS4™進階模式 
3. 電腦進階模式*

20/ 配置選擇按鍵
21/ 連接模式
 1. 有線 

2. 無線
22/ 麥克風靜音按鈕／電量水平 

（保持）
23/ 調低音量
24/ 調高音量
25/ USB即插即玩借無線接收器
26/ 同步按鈕
27/ 同步LED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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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特點
REVOLUTION Unlimited 專業控制器 專業控制器支援有線及無線模式（請參見第 1
節）。

本控制器具備3種模式：
模式1 = PS4™專業控制模式（請參見第2節）。
模式2 = PS4™進階模式（請參見第3節）。
模式3 = 電腦進階模式*（請參見第4節）。

內置充電式鋰聚合物1300 mAh電池。

I 調整砝碼
如需調整控制器的重量，請採取以下步驟：
1. 小心將砝碼隔間滑出，打開砝碼隔間。
2. 插入所需的砝碼。
3. 小心將砝碼隔間插上，關上砝碼隔間。

1/ 如何使用REVOLUTION Unlimited 專業控制器 專業控 
 制器

您需要在有線模式（透過所提供的電線）或透過USB藍芽®接收器以無
線方式選擇使用控制器。

備註：將控制器連接至任何PS4™系統時，切勿碰觸操作桿或按鈕

a. 有線連接
確保已在「連接模式」切換器（設於控制器下方）選擇有線模式（「有線」模式在左邊，而

「無線」模式則在右邊）：
- 將連接線連接至控制器機背，並確保連接線已牢固連接。
- 在確保不會碰觸到操作桿或按鈕的情況下，將連接線連接至PS4™系統上的可用

USB連接埠。
- 按下PS按鈕。LED玩家狀態指示燈會亮起。請注意，若軟件支持，玩家狀態指示燈能

對遊戲中的動作作出反應。
- 您現在可以開始玩遊戲了。
- 控制器一旦不再接上連接線或PS4™系統，便會立即關閉電源。
備註：在有線模式下，控制器只會透過USB連接線連接。

*電腦進階模式未經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Inc測試或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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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機背的「模式選項」切換器能決定控制器採用PS4™專業控制模式（位置1）或是

PS4™進階模式（位置2）運作。
- 在電腦進階模式（位置3）下，控制器可切換至X-Input模式，以進行電腦*操控。

b. 無線連接
您需要採取以下步驟，方可確保已選擇無線連接模式：
- 將USB藍芽®接收器連接至PS4™系統上的可用USB連接埠。
- 接收器LED燈會閃爍，代表正在尋找控制器。
- 按下控制器上的PS按鈕。LED玩家狀態指示燈會亮起。請注意，若軟件支持，玩家

狀態指示燈能對遊戲中的動作作出反應。
- 當成功連接控制器後，接收器LED燈會停止閃爍，並會在控制器亮起與LED玩家狀

態指示燈相同顏色的指示燈。
- 您現在可以開始玩遊戲了

I 多人模式
使用兩個手制玩遊戲時，兩者可能會發生干擾。
如在遊戲過程中遇到問題，建議檢查是否已遵循以下幾點：
- 距離另一位玩家至少60厘米。
- 勿距離無線接收器太遠。 多人遊戲時，建議保持在5米之內。
- 每個無線接收器的天線均朝往不同方向。

備註: 在特殊情況下，訊號可能會影響其他無線裝置，或受其他無線裝置所影響，例如WiFi路由器、WiFi中繼
器或其他藍芽®產品。

備註:
- 若控制器無法連接USB藍芽®接收器，您可能需要將控制器與接收器進行同步。過

程如下：
• 確保控制器已關上電源，
• 同時按住控制器上的「Share」和「PS」，直至LED玩家狀態指示燈開始閃爍 ，然

後按下USB藍芽®接收器上SYNC按鈕（ 同步LED燈會閃爍）。
- 如您想將第二個控制器連接至可用USB連接埠，首先連接一個控制器和一個USB

藍芽®接收器，然後再連接第二個。
- 若控制器靜止超過10分鐘，便會進入「休眠」模式，只要按下「PS」按鈕便會重新啓

動。
- 如欲關上控制器，按住「PS」按鈕6秒，直至控制器電源關上為止。
- 當控制器由無線模式切換至有線模式，屏幕上會顯示以下訊息：「控制器已中斷連

接」。按下「PS」按鈕便可重新連接。
- 如果在遊戲期間出現延遲或停用，請按下文所示方式調整USB接收器：

- 機背的「模式選項」切換器能決定控制器採用PS4™專業控制模式（位置1）或是
PS4™進階模式（位置2）運作。

- 在電腦進階模式（位置3）下，控制器可切換至X-Input模式，以進行電腦*操控。

c. 如何為控制器充電
您可以透過以下方式為控制器的內置電池充電：
1/ 當控制器以有線模式連接至PS4™系統時
2/ 當控制器以無線模式使用，而連接線已連接至PS4™系統時。在此選項下，電池仍

然為控制器提供電源，內置電池會啓動「慢充」模式；
3/ 當有線或無線控制器透過連接線連接至PS4™系統，但控制器處於「休眠」模式或已

「關機」。

如欲檢查電量，只需在任何模式下按住控制器下方的「麥克風靜音」超過1秒便可，然
後配置選擇LED燈便會亮起（如上所示）。您現在可以放開麥克風靜音按鈕。

*電腦進階模式未經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Inc測試或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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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選擇LED燈顯示電量，詳情如下：
- 75% < 電量 ≤ 100%：亮起4盞配置選擇LED燈
- 50% < 電量 ≤ 75%：亮起3盞配置選擇LED燈（第一、第二及第三盞 LED燈）
- 25% < 電量 ≤ 50%：亮起2盞配置選擇LED燈（第一及第二盞LED燈）
- 10% < 電量 ≤ 25%：亮起1盞配置選擇LED燈（第一盞LED燈）
- 電量 ≤ 10%：已選配置選擇LED燈會不斷閃爍

為延長電池壽命，請在使用控制器之後關上電源，請按下「PS」按鈕直至玩家LED燈
熄滅為止，只要再次按下「PS」按鈕便可重新啓動控制器。
為延長電池使用期，我們建議每當LED燈亮起紅燈或紅燈不停閃爍時為控制器充電。

備註：請確保PS4™系統的USB連接埠即使在系統處於休眠模式仍然啓動，您便可以為控制器充電。

d. 如何使用控制器的耳機音量控制？
控制器下方設有3個按鈕，可在耳機連接至控制器時使用：
- 調高音量：調高耳機音量。
- 靜音：按下啓動麥克風靜音，配置選擇LED燈會轉為紅色，顯示靜音已啓動，再次

按下靜音按鈕便可關上靜音功能。
- 調低音量：降低耳機音量

e. 如何更換搖桿頭？
您可以更換搖桿頭，設有凹形和凸形可供選擇。在移除和更換搖桿頭時請加倍小心，
不要太大力以免損壞搖桿頭。

如欲更換搖桿頭，您需要：
- 輕輕拉起搖桿頭 以便移除搖桿頭；
- 選擇所需搖桿頭；
- 檢查搖桿頭的上方，接入搖桿軸頂部。輕按搖桿頭，直至感到搖桿頭已「接入」適當

位置。

現在您可以使用控制器新搖桿頭.

f. 如何更換搖桿軸?
透過更換左操作桿或右操作桿的搖桿軸，您可以在某些遊戲中得到更快、更準確反
應。如欲更換搖桿軸，您需要：
- 輕輕拉起搖桿頭，以便移除搖桿頭；
- 拉起搖桿軸以便移除搖桿軸；
- 放入所選搖桿軸；
- 插入搖桿頭上方，接入搖桿軸頂部。輕按搖桿頭，直至感到搖桿頭已「接入」適當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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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式1：PS4™專業控制模式
將「Mode」切換器移向位置1，便可選擇PS4™專業控制模式 。

I 在此模式下，控制器支援以下功能：
- 動作感測器
- 觸碰板
- 雙重震動
- 3.5毫米耳機連接端
- PS按鈕、SHARE按鈕、OPTIONS按鈕
- L1按鈕及R1按鈕
- L2按鈕及R2按鈕
- 左操作桿兼L3按鈕
- 右操作桿兼R3按鈕
- 8向方向盤
- 操作按鈕
- 快捷鍵

I 快捷鍵
您可以透過以下方式重設任何按鈕（PS按鈕、SHARE按鈕、OPTIONS按鈕及觸碰板
按鈕除外）作為快捷鍵：
- 按住配置選擇按鍵3秒。環繞右操作桿的藍色燈光將呈現脈衝效果。
- 按下您要進行設置的快捷鍵。對應的LED燈將亮起。LED1為S1 / LED2為S2 / 

LED3為S3 / LED4為S4。
- 然後按下您想設置快捷鍵的按鍵。LED燈將閃爍3下，以確認配對成功。
- 按住配置按鍵3秒，以確認退出重新配對功能。

備註：REVOLUTION Unlimited Pro Controller專業控制器不具備內置喇叭或光條。

3/ 模式2：PS4™進階模式（經由電腦／MAC的配套應用程式）
將將Mode」切換器移向位置2，便可選擇PS4™進階模式 。

將「Mode」切換器移向位置2，便可選擇PS4™進階模式 。
在此模式下，除了能使用所有PS4™專業控制模式的功能外，您還可進行個性化
設置。為此，您需下載並安裝與Windows® 7/8/10、macOS X 10.11 (El Capitan)

、 macOS 10.12 (Sierra)、macOS 10.13 (High Sierra)或macOS 10.14 (Mojave) 
作業系統兼容的的電腦／MAC配套應用程式。請到以下網址下載有關應用程式： 
tw.nacongaming.com
下載完成後，請執行配套應用程式，並依照螢幕上的指示進行安裝（須註冊方可下載軟
件）。

I 完成安裝電腦 ／MAC的配套應用程式後，便可：
- 調整左右操作桿的設定
- 掉轉搖桿Y軸
- 選擇方向盤4向或8向移動
- 重新配對所有按鈕（PS按鈕、SHARE按鈕、OPTIONS按鈕及觸碰板按鈕除外）
- 配對4個快捷鍵
- 建立及下載最多4個自訂配置到控制器，並在遊戲過程中進行切換
- 調整L2及R2按鈕的死區
- 獨立調整左右握把的震動強度
- 調整右操作桿的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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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式3電腦進階模式*（經由電腦／MAC的配套應用程式）
將將Mode」切換器移向位置3，便可選擇電腦進階模式 。

在此模式下，您可使用控制器玩電腦遊戲為此，您需下載並安裝與Windows® 7/8/10
、macOS X 10.11 (El Capitan)、 macOS 10.12 (Sierra)、macOS 10.13 (High Sierra)
或macOS 10.14 (Mojave) 作業系統兼容的的電腦／MAC配套應用程式。請到以下
網址下載有關應用程式：tw.nacongaming.com
下載完成後，請執行配套應用程式，並依照螢幕上的指示進行安裝（須註冊方可下載
軟件）。

I 完成安裝電腦 ／MAC的配套應用程式後，便可：
- 調整左右操作桿的設定
- 掉轉搖桿Y軸
- 重新配對所有按鈕（PS按鈕、SHARE按鈕、OPTIONS按鈕及觸碰板按鈕除外）
- 配對4個快捷按鈕
- 選擇方向盤4向或8向移動
- 建立及下載最多4個自訂配置到控制器，並在遊戲過程中進行切換
- 調整L2及R2按鈕的死區
- 獨立調整左右握把的震動強度
- 調整右操作桿的背光

5/ 電腦 ／MAC的配套應用程式
將將使用「進階模式」的所有功能，則須使用電腦 ／MAC的配套應用程式*。

您能在配套應用程式的主畫面上切換不同的設定。

1. 選單列
a. 返回主選單
b. 電量指示
c. 最小化或關閉配套應用程式

2. 配置模式
a. PS4™進階模式：修改PS4™進階模式配置選擇
b. 電腦模式：修改電腦進階模式配置選擇
c. 韌體、軟件及硬件加密鎖更新：通知是否有新的韌體或軟件更新可供下載

2a

3a 4a

4b 4c

3c

3b

3d

1a 1b 1c

2b

2c

*電腦進階模式未經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Inc測試或背書。



TC / TC /

3. 功能
a. 新配置：創建新配置，並選擇其在控制器中的位置
b. 自訂配置：修改控制器的設置

i. 左操作桿：更改左操作桿的反應曲線和死區，可能會掉轉Y軸
ii. 右操作桿：更改右操作桿的反應曲線和死區，可能會掉轉Y軸
iii. 配對：設定控制器的配對按鈕，選擇方向盤4向或8向移動
iv.  按鈕：設定L2及R2按鈕的反應度
v. 概覽：顯示所選配置概覽

c. 下載／共享：下載NACON配置或造訪社群網站
d. 一般設定：修改右搖桿的震動水平及燈光效果

4. 控制器配置
a. 配置：顯示當前模式儲存在控制器中的配置名稱您可以直接修改配置，或下載另

一個儲存在電腦內的配置
b. 測試區：顯示用作測試控制器所選配置設定屏幕
c. 啟動配置：將設置完成的配置發送至控制器

i

ii

iii

iv

v

I 備註：控制器設有4個預先下載的自訂配置，以配合各種不同類型的遊戲：
1. 中性（操作桿的效能與專業控制模式相同，L1/R1及L2/R2被設為機背按鈕）
2. FPS (右操作桿的靈敏度有所提升)
3. FPS Pro (右操作桿的靈敏度極高)
4. 街機 (操作桿能作出即時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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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
本產品不應當作家居廢物棄置。請將本產品送至指定收集點。

回收相當重要，有助減少堆填廢物，保護環境。僅適用於歐盟地區
及土耳其。

I 重要安全注意事項
1/ 本控制器僅供室內使用。切勿讓控制器暴露在陽光直射或潮濕天氣的地方。
2/ 切勿讓控制器濺到或滴到雨水，或暴露於濕氣中。切勿將控制器浸入液體中。
3/ 切勿讓控制器暴露在灰塵、高濕度、高溫，或受機械振動影響的地方。
4/ 如有損壞，切勿使用本機。
5/ 僅使用柔軟乾淨的濕布清潔機身。使用洗滌劑清潔或會損壞機殼表面。
6/ 切勿透過連接線拿起產品。
7/ 除非預先得到負責其安全人士的監督或指導，否則本機不適合身體官能或心智

能力具障礙人士，或缺乏適當經驗和知識的人士（包括兒童）使用。切勿隨意放置
REVOLUTION Unlimited 專業控制器 專業控制器，務必監督並確保禁止兒童使用。

I 人體工學
手部長時間保持一個動作不變，可導致酸痛不適。如上述症狀反覆出現，請諮詢您的
醫生。我們建議您每小時休息15分鐘，以防患於未然

I 技術求助熱線資訊
電郵： nacontaiwan@nacongaming.com
網站：tw.nacongaming.com

tw.nacongaming.com
 @NaconGaming     Nacongaming     Nacon Internatio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