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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手机尺寸
支持厚度 9.2mm 以内，长度 75mm-165mm

3.5-6.3 寸手机

开机：上推打开电源开关后，绿色指示灯慢闪 2 下，手柄开机。

关机：下推关闭电源开关，手柄关机。

配对连接：开机后长按 Logo 键 5 秒，蓝灯快闪，手柄进入配对状态。       

待机：长按 Logo 键，或一段时间未使用，手柄会自动待机。

再次使用：已配对手柄再次使用，单击 Logo 键自动重连，连接成功后蓝灯常亮。（无

需长按重新配对）。

充电：Wee 内置可充式锂电池。电源灯绿灯慢闪时，电池余量 50% 左右。绿灯快闪时

电池余量 10% 左右，请尽快连接充电线充电。充电时红色指示灯常亮，红色指示灯灭

表示充电完成。

升级：手柄固件升级时，指示灯呈粉色常亮。

一、外观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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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安卓手机、平板玩游戏

1. 下载飞智游戏厅

2. 连接手柄

方法一：扫码安装
扫描二维码，下载安装飞智游戏厅。

方法二：在线安装
用浏览器访问飞智官网：down.flydigi.com，下载安装飞智游戏厅。 

第一步：打开电源，长按 Logo 键 5 秒，手柄进入配对状态（指示灯蓝灯快闪）。

第二步：点击手机 设置 - 蓝牙，打开手机蓝牙，点击搜索到的 FeiZhiWee，
手柄和手机开始配对，配对成功后 指示灯蓝灯常亮。

已配对的手柄，下次重新连接时，只要单击 Logo 键，无需长按。

扫码安装飞智游戏厅

长按手柄 Logo 键 5 秒

单击手柄 Logo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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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激活按键映射 ( 两种方法皆可，推荐飞智小游激活。)

方法一：飞智小游激活（推荐）

3.1 打开飞智游戏厅，点击 管理—功能设置—开启 USB 调试

飞智小游 专为安卓手机、安卓平板 定做，开启按 键 映 射服 务的工具，免
root，无需电脑。

注：蓝牙搜索不到手柄怎么办？

针对少部分安卓手机搜索不到手柄的问题，飞智提供了在游戏厅内连接手

柄的方法。您可以在游戏厅 - 管理 - 外设管理，点击连接手柄，选择在大

厅内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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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如图所示连接好小游，红灯长亮。

3.3 如果手机上有 USB 调试授权弹出，选择确定。

3.4 激活完毕即可拔下小游。

方法二：用 USB 线将手机连接电脑，在电脑上访问 down.fl ydigi.com 下
载飞智按键映射激活软件，打开后按提示进行激活。

注：如果手机已 Root，为飞智游戏厅授予 Root 权限即可，不用再进行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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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苹果手机、平板玩游戏

1. 下载飞智游戏厅

2. 连接手柄

方法一：扫码安装
扫描二维码，下载安装飞智游戏厅。

方法二：在线安装
用浏览器访问飞智官网：down.flydigi.com，下载安装飞智游戏厅。 
注：请先卸载 App Store 下载的游戏，从飞智大厅下载游戏玩手柄。

第一步：打开电源，长按 Logo 键 5 秒，手柄进入配对状态（指示灯蓝灯快闪）

扫码安装飞智游戏厅

长按手柄 Logo 键 5 秒

4. 下载启动游戏

请在游戏厅内下载游戏并安装。
安卓用户请在游戏厅 - 我的 中打开游戏。不在游戏厅内下载的游戏，可以
在我的中通过“+”号进行添加，自定义配置。



四、常见问题

 1. 手柄灯不亮
请检查电量是否充足。
按下 LT+RT 键同时关开电源，看手柄灯是否亮起。如果不亮，请联系客
服。如果亮起，请进行固件升级。

 2. 固件升级
出厂手柄是最新程序，无需升级。飞智会不定期推出升级程序，增强产
品兼容性，让手柄更完美地支持您的设备，请访问 down.fl ydigi.com 
下载升级工具。

 3. 摇杆无法正常使用
摇杆校正：同时按住手柄的 SELECT+START 两个键，指示灯慢闪 2 下
完成校正。

第二步：点击手机设置 - 蓝牙，打开手机蓝牙，点击搜索到的 FeiZhiWee，
手柄和手机开始配对，配对成功后指示灯蓝灯常亮。

已配对的手柄，下次重新连接时，只要单击 Logo 键，无需长按。

单击手柄 Logo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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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性能参数

适用平台

iOS iPhone 5s 及以上手机，iPad 5 及以上系列，
且 iOS 系统版本不低于 8.0。

Android 安卓 4.4 及以上版本系统并具备蓝牙 4.0 的手
机、平板。

无线频率 2.4-2.485GHz（蓝牙 4.0 BLE）

功　　耗 工作电流≤ 4mA、待机电流≤ 4uA

使用距离 10m 以内

电池容量 300mAh 锂电池

续航时间 80 小时

额定电压 4.2V 

额定输入 5V-100mA

充电时长 3-4 小时

重　　量 120g

尺　　寸
收缩 149.70mm×86.50mm×26.20mm

展开 242.00mm×86.50mm×26.20mm



硅胶垫是做什么的？

如何使用硅胶垫避免电源键卡住？

硅胶垫使用说明

部分手机的电源键在屏幕上方，横屏会使卡槽触碰到开关键，导致不
能正常游戏。电源键在侧面的手机就不需要了。

如下图所示，将两个硅胶垫背胶撕掉，分别
贴在避开电源键的位置。

硅胶垫的厚度可以使电源键离开卡槽，并且
能够很好地起到防滑的作用。

扫描二维码查看视频说明

硅胶垫 1

手机电源键

硅胶垫 2



支持手機尺
支持厚度 9.2mm 以內，長度 75mm-165mm

3.5-6.3 寸手機

開機：上推打開電源開關後，綠色指示燈慢閃 2 下，手柄開機。

關機：下推關閉電源開關，手柄關機。

配對連接：開機後長按 Logo 鍵 5 秒，藍燈快閃，手柄進入配對狀態。       

待機：長按 Logo 鍵，或壹段時間未使用，手柄會自動待機。

再次使用：已配对手柄再次使用，单击 Logo 键自动重连，连接成功后蓝灯常亮。（无

需长按重新配对）。

充电：Wee 内置可充式锂电池。电源灯绿灯慢闪时，电池余量 50% 左右。绿灯快闪时

电池余量 10% 左右，请尽快连接充电线充电。充电时红色指示灯常亮，红色指示灯灭

表示充电完成。

升级：手柄固件升级时，指示灯呈粉色常亮。

一、外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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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安卓手机、平板玩游戏

1. 下载飞智游戏厅

2. 连接手柄

方法一：扫码安装
扫描二维码，下载安装飞智游戏厅。

方法二：在线安装
用浏览器访问飞智官网：down.flydigi.com，下载安装飞智游戏厅。 

第一步：打开电源，长按 Logo 键 5 秒，手柄进入配对状态（指示灯蓝灯快闪）。

第二步：点击手机 设置 - 蓝牙，打开手机蓝牙，点击搜索到的 FeiZhiWee，
手柄和手机开始配对，配对成功后 指示灯蓝灯常亮。

已配对的手柄，下次重新连接时，只要单击 Logo 键，无需长按。

扫码安装飞智游戏厅

长按手柄 Logo 键 5 秒

单击手柄 Logo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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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激活按键映射 ( 两种方法皆可，推荐飞智小游激活。)

方法一：飞智小游激活（推荐）

3.1 打开飞智游戏厅，点击 管理—功能设置—开启 USB 调试

飞智小游 专为安卓手机、安卓平板 定做，开启按 键 映 射服 务的工具，免
root，无需电脑。

注：蓝牙搜索不到手柄怎么办？

针对少部分安卓手机搜索不到手柄的问题，飞智提供了在游戏厅内连接手

柄的方法。您可以在游戏厅 - 管理 - 外设管理，点击连接手柄，选择在大

厅内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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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如图所示连接好小游，红灯长亮。

3.3 如果手机上有 USB 调试授权弹出，选择确定。

3.4 激活完毕即可拔下小游。

方法二：用 USB 线将手机连接电脑，在电脑上访问 down.fl ydigi.com 下
载飞智按键映射激活软件，打开后按提示进行激活。

注：如果手机已 Root，为飞智游戏厅授予 Root 权限即可，不用再进行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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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苹果手机、平板玩游戏

1. 下载飞智游戏厅

2. 连接手柄

方法一：扫码安装
扫描二维码，下载安装飞智游戏厅。

方法二：在线安装
用浏览器访问飞智官网：down.flydigi.com，下载安装飞智游戏厅。 
注：请先卸载 App Store 下载的游戏，从飞智大厅下载游戏玩手柄。

第一步：打开电源，长按 Logo 键 5 秒，手柄进入配对状态（指示灯蓝灯快闪）

扫码安装飞智游戏厅

长按手柄 Logo 键 5 秒

4. 下载启动游戏

请在游戏厅内下载游戏并安装。
安卓用户请在游戏厅 - 我的 中打开游戏。不在游戏厅内下载的游戏，可以
在我的中通过“+”号进行添加，自定义配置。



四、常见问题

 1. 手柄灯不亮
请检查电量是否充足。
按下 LT+RT 键同时关开电源，看手柄灯是否亮起。如果不亮，请联系客
服。如果亮起，请进行固件升级。

 2. 固件升级
出厂手柄是最新程序，无需升级。飞智会不定期推出升级程序，增强产
品兼容性，让手柄更完美地支持您的设备，请访问 down.fl ydigi.com 
下载升级工具。

 3. 摇杆无法正常使用
摇杆校正：同时按住手柄的 SELECT+START 两个键，指示灯慢闪 2 下
完成校正。

第二步：点击手机设置 - 蓝牙，打开手机蓝牙，点击搜索到的 FeiZhiWee，
手柄和手机开始配对，配对成功后指示灯蓝灯常亮。

已配对的手柄，下次重新连接时，只要单击 Logo 键，无需长按。

单击手柄 Logo 键

FeiZhiW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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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性能参数

适用平台

iOS iPhone5s 及以上手机，iPad3 及以上系列， 
且 iOS7.1.2 及以上系统。

Android 安卓 4.4 及以上版本系统并具备蓝牙 4.0 的手
机、平板。

无线频率 2.4-2.485GHz（蓝牙 4.0 BLE）

功　　耗 工作电流≤ 4mA、待机电流≤ 4uA

使用距离 10m 以内

电池容量 300mAh 锂电池

续航时间 80 小时

额定电压 4.2V 

额定输入 5V-100mA

充电时长 3-4 小时

重　　量 120g

尺　　寸
收缩 149.70mm×86.50mm×26.20mm

展开 242.00mm×86.50mm×26.20mm



硅胶垫是做什么的？

如何使用硅胶垫避免电源键卡住？

硅胶垫使用说明

部分手机的电源键在屏幕上方，横屏会使卡槽触碰到开关键，导致不
能正常游戏。电源键在侧面的手机就不需要了。

如下图所示，将两个硅胶垫背胶撕掉，分别
贴在避开电源键的位置。

硅胶垫的厚度可以使电源键离开卡槽，并且
能够很好地起到防滑的作用。

扫描二维码查看视频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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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飛智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Flydigi Electronics Tech.Co.,Ltd.

上海杨浦区国定路 335 号 2 号楼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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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400-850-3336            Web：www.fl ydig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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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飞智微信公众号
分享更多游戏秘籍

扫码下载飞智游戏厅
热门手游同步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