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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ntains all the buttons and corresponding functions of original Pro controller. 
 Adds Turbo speed control function, motor vibration strength control function 
 and 3D sensitivity adjustment control function. 
2) Provide 4 LED status indicators.
3) 20 function buttons input. Docking button is convenient for �rst pairing and 
 power-o�.
4) Built-in dual vibrators and high precision 3D joystick .
5) 4 mapping buttons M1, M2, M3, M4 on the back, with 4 groups of state for option.
6) Press “HOME” button can awake-up the Switch Console.
7) Built-in 6 axis gyroscope for fast and accurate target locking.
8) Compatible with PC, supports X-input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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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turbo + M1(2/3/4)
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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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說明書可於DRAGONWAR網站內下載



Wireless Gaming Controller
Compatiable with Switch & PC

GSW01

使用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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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品描述：

2) 產品特色：

本產品屬於Switch Pro藍牙遊戲手柄，通過藍牙通訊連接Switch主機，
並支援有線連接使用。

1) 包含Switch原裝手柄的所有按鍵及對應功能，增加連發速度、馬達
 震動和3D搖杆靈敏度調節功能；
2) 提供4個LED狀態指示；
3) 20個功能按鍵輸入，配有專用藍牙“對接”鍵；
4) 內置雙馬達，高精度3D搖杆；
5) 背面帶4個自訂設置按鍵，可設置巨集功能；
6) 手柄“HOME”鍵可喚醒主機；
7) 任意鍵可喚醒手柄回連主機；
8) 配6軸陀螺儀，快速準確鎖定目標；
9) 相容PC主機，支援X_input模式；
10) 帶NFC功能，支援amiibo角色公仔感應。



– 2 –

1) 手柄連接Switch主機的方式：①有線連接，使過USB資料線與Switch主機連接。
 ②通過藍牙通訊與Switch主機連接。
2) 藍牙連接Switch主機：手柄初次使用，需使用資料線對手柄進行充電，退出
 “鎖機模式”，再長按手柄“對接”鍵約3秒，至手柄開機LED1-4 流水燈閃爍後鬆
 開，打開Switch主機至配對介面，進行藍牙配對，配對成功後手柄的各項功能才能正
 常使用，主機分配手柄通道燈長亮；若未配對成功，60 秒後手柄會自動休眠；
3) 有線引導藍牙對接功能：手柄通過USB資料線連接Switch主機後，按手柄任意鍵喚
 醒，拔去資料線，手柄自動藍牙連接Switch主機；
4) “對接”鍵操作：休眠狀態長按“對接”鍵3秒，手柄進入與主機藍牙配對狀態，
 LED1-4 狀態為流水燈亮，開機狀態短按“對接”鍵，手柄休眠；
5) 手柄連接Switch主機後，當主機進入休眠狀態，按下手柄的“HOME”鍵可以喚醒
 主機；
6) 手柄通過 USB 資料線連接 PC，設備顯示名稱為Xbox 360 Controller，實現
 Xbox 360手柄功能；
7) 當因Switch主機版本升級造成手柄某些功能不能正常使用時，手柄需進行固件升級，
 手柄不支援連接Switch主機自動升級，需獲取升級程式和操作說明，連接PC進行升級；   
8) 手柄支援連發功能和連發速度調節。按住“TURBO”鍵時按一下某個功能鍵，鬆開後
 再按該功能鍵，將會連發功能，若第二次按住“TURBO”鍵及按一下該功能鍵，該鍵
 將自動連發功能（方向鍵除外）。取消該鍵連發功能需再一次按上述步驟操作一遍，
 也可長按“TURBO”鍵3秒，清除所有按鍵的連發功能。按住手柄“TURBO”鍵，同
 時進行右3D向上、向下操作，可進行連發速度調節，分快、中、慢三擋，默認慢擋；
9) 手柄支持任意鍵喚醒（L3、R3、TURBO、M1、M2、M3、M4鍵除外），喚醒後手
 柄進入回連狀態，LED1-4 為流水燈閃爍，若手柄與Switch主機之前配對未解除，此
 時將會回連Switch主機（注：手柄休眠前未連接安卓和IOS系統設備）；
10) 手柄按鍵部分由UP、DOWN、LEFT、RIGHT、A、B、X、Y、L、R、ZL、ZR、L3、
 R3、-、+、TURBO、HOME、截屏、對接20個功能鍵及4個映射鍵M1、M2、M3、
 M4組成，配備左右3D搖杆；
11) 手柄帶震動和震動強度調節功能，在Switch主機的“設置”選項中，可手動打開或關
 掉手柄馬達震動功能。手柄連接狀態下，按住手柄“TURBO”鍵，同時進行左3D向
 上、向下操作，可以增強和減弱馬達震動強度，操作後會有3秒震感提示，一共有
 100%-70%-30%-0%四個擋位供用戶選擇，默認70%擋；

3) 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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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充電：
插入適配器，通道燈閃爍，充滿電後，通道燈熄滅。
手柄在連線狀態充電時，相應通道燈慢閃，充滿後長亮。

5) 低電報警
手柄電池電壓低於3.3V 時，相應通道的燈閃爍提示，表示手柄低電，需要對手柄進
行充電。

6) 待機
當手柄在開機狀態下，短按“對接”鍵手柄待機；
當手柄在配對狀態下，60 秒後無法對碼時自動待機；
當手柄連接主機狀態下，持續5分鐘無動作將自動待機；

7) 復位功能
當手柄出現異常時，可通過長按“HOME”鍵10秒進行復位。

8) 接收距離
手柄有效接收距離10M以內。

9) 參考電流
休眠電流：   15uA                        配對電流：   20mA 
工作電流（無震動時）：   20mA            工作電流（震動時）：    100mA。

12) 手柄背面M1、M2、M3、M4四個自訂鍵設置。操作步驟：①在連接主機或者PC時，
 同時按住手柄的TURBO +M1(2/3/4)鍵，進入M1鍵自訂狀態，手柄4個通道指示燈亮
 起的將熄滅，並快速再亮起最右邊一顆(4個通道燈從左到右對應M2、M4、M3、M1)
 ②進入M1鍵自訂狀態後，按下如“A”鍵，亮起的指示燈會閃一下，“A”鍵已映射到
 M1上，再按一次M1鍵退出自訂狀態，4個通道燈將恢復為原先通道指示，按上述步驟
 對M2、M3、M4鍵進行設置。③在自訂設置時，能依次輸入多個功能鍵到M1(2/3/4)
 鍵上，再按M1(2/3/4)鍵退出，設置成宏功能鍵，在遊戲中按下該鍵，將會根據自訂
 時功能鍵之間輸入的間隔時間出功能。M1(2/3/4)鍵做宏功能鍵時，單個自訂鍵最
 多可存入32次功能變化。M1、M2、M3、M4自訂鍵功能清除：在連接主機或者PC
 時，按住“Y”鍵和“B”鍵，再按下“HOME”鍵，將清除M1、M2、M3、M4鍵
 上自訂的功能，清除後為無功能狀態。
13)  左右3D搖杆靈敏度調節功能，左3D靈敏度調節：連接手柄成功後每按下一次TURBO
 +L3，左3D靈敏度都會改變，變化順序由低->中->高->低迴圈；右3D靈敏度調節：
 連接手柄成功後每按下一次TURBO+R3，右3D靈敏度都會改變，變化順序由低->中
 ->高->低迴圈，左右3D靈敏度默認為低擋。
14) 支援NFC功能，在主機介面提示下，將NFC遊戲公仔置於手柄的“+、-、TURBO、
 截屏、HOME”鍵區域上面，手柄自動與公仔通訊，實現遊戲功能。
15) 手柄連接安卓和IOS系統設備。①安卓設備藍牙連接：打開設備藍牙設置
 （如手機、TV），同時按下手柄“Y”鍵和“對接”鍵，手柄中間指示燈（LED2、
 LED3）快閃進入配對狀態，設備搜索到藍牙設備名稱 “ Gamepad”，點擊配對連接。
 ②IOS系統設備藍牙連接：打開設備藍牙設置，同時按下手柄“X”鍵和“對接”鍵，
 手柄兩邊指示燈（LED1、LED4）快閃進入配對狀態，設備搜索到藍牙設備名稱
 “Xbox Wireless Controller”，點擊配對連接。配對成功後，下次按任意鍵喚醒手
 柄時，將回連安卓和IOS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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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手柄電性規格
供電方式：內置聚合物電池                使用時長：8-10小時
電池容量：500MAH                            充電時間：2.5小時

11) 藍牙連接Switch主機說明
1) Switch 主機開機後，點擊螢幕右側的“房子”圖示進入主功能表，如下圖：

2) 點擊 Switch主機主功能表的“contrellers”項，如下圖：

3) 再選擇“change grip/order”項，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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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陀螺儀感應器校正
將手柄放置於平坦的桌面，在休眠狀態下同時按下“B”、“-”和“HOME”鍵，
通道燈亮起並由流水燈變為左右閃爍狀態，手柄進入陀螺儀感應器校正模式，此時
按下“+”鍵並釋放，1秒後通道燈結束左右閃爍恢復為流水燈閃，陀螺儀感應器校
準完成。

13) 手柄出廠設置“鎖機模式”
手柄開機狀態下（連接主機或PC），長按“L1”和“L3”鍵3秒，4個通道指示燈
亮起1秒提示，再按“對接”鍵關機後，手柄即進入“鎖機模式”（手柄“鎖機模
式”時關閉了所有按鍵功能，可避免因包裝和運輸誤觸到按鍵造成電池耗電的問題
，產品在出廠前需按此操作設置“鎖機模式”）

14) 退出“鎖機模式”
手柄處於“鎖機模式”時，所有按鍵均不能開機喚醒手柄，需使用USB資料線對手
柄進行一次充電，才能退出“鎖機模式”，手柄功能恢復正常。

15) 使用SWITCH主機校正手柄陀螺儀感應器
Switch主機與手柄連接成功後，返回螢幕主功能表，點擊“設置”,進入設置菜單。
向下劃動設置菜單，點擊“手柄與感應器”項，上翻右側展開的功能表清單，選擇
“校正陀螺儀感應器”，在彈出功能表中點擊“校準手柄”。主機進入校準手柄介
面，先將手柄放置於平坦的桌面，再根據螢幕提示操作，長按手柄的“-”或“+”
鍵，完成陀螺儀校正。陀螺儀校正介面如下：

4) 點擊“change grip/order”進入，出現下圖的配對介面，此時長按手柄
 “對接”鍵3秒進行配對，4 個 LED 流水燈閃爍，放開“對接”鍵，需等待5至
 30秒，手柄連上主機，主機螢幕出現手柄圖示，手柄上主機分配通道燈會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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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使用SWITCH主機校正手柄3D搖杆
Switch主機與手柄連接成功後，返回螢幕主功能表，點擊“設置,進入設置菜單。
向下劃動設置菜單，點擊“手柄與感應器”項，上翻右側展開的功能表清單, 選擇
“校正搖杆”，按螢幕提示按壓所需要校正的搖杆，進入“校正搖杆”確認介面，
按下手柄“X”鍵, 出現提示功能表，再按下手柄“A”鍵確認校正。進入“校正搖
杆”校正介面後，搖杆校正動作請根據螢幕提示，依次完成向上、向下、向左、
向右及劃圈動作。搖杆校正介面如下：

17) 手柄固件升級
1) 因主機系統升級造成手柄某些功能無法使用或需要對手柄功能更新時，可通
過PC對手柄進行固件升級，按兩下升級程式如
“2021-04-14-ZXD1769-SP5248 - V1.06 (程式日期和Vx.x版本號僅為參考），
打開後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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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手柄休眠狀態按壓下左3D保持不放(注意此操作不可誤觸其他按鍵喚醒手柄)，
使用TYPE-C資料線將手柄與PC連接，連接好後鬆開左右3D，此時
“Update Firmware”由灰色轉為黑色，即表示連接成功，點擊
“Update Firmware”進行升級(將會有程式版本提示對話方塊，可點擊確認)，升
級如下圖：

3) 升級中保持資料線連接穩定，數秒後完成升級，升級完成後顯示如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