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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小心和警告

注: “注意”表示帮助您更好地使用该产品的重要信息。

小心: “小心”表示可能会损坏硬件或导致数据丢失，并告诉您如何避免此类问题。

警告: “警告”表示可能会导致财产损失、人身伤害甚至死亡。

© 2018 Dell Inc. 或其子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Dell、EMC 和其他商标为 Dell Inc. 或其子公司的商标。其他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标。



简介
Alienware 命令中心提供一个界面来自定义和提升游戏体验。仪表板会显示最近玩过或添加的游戏，并提供特定于游戏的信息、主
题、配置文件，通过它还能访问计算机设置。您可以快速访问对于游戏体验至关重要的设置，比如特定于游戏的配置文件和主题、
灯光、宏、音频和超频。

Alienware 命令中心还支持 AlienFX 2.0。借助 AlienFX，您可以创建、分配和共享特定于游戏的灯光地图，以提升游戏体验。还可
以创建您自己的灯光效果，并将其应用到计算机或连接的外围设备。

Alienware 命令中心带有超频控件和外围设备控件，可确保一致的体验，并能将这些设置链接至您的计算机或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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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下表介绍了 Alienware 命令中心支持的各种功能。

表. 1: 功能 
功能部件 说明

主页 Alienware 命令中心的主页，在其中您可以轻松管理您的游戏和设置，并提升
游戏体验。

主页还会显示游戏信息、设置、系统主题和最近玩过的游戏。

库 查找、整理和管理游戏以提供最佳的游戏体验。

FX 创建和管理 AlienFX 分区。即，为计算机和外围设备的不同部分指定颜色、图
案和主题。

您可以为计算机上的不同分区创建主题并应用灯光。

Fusion 包括调整特定于游戏的电源管理、声音管理、超频和散热管理等功能。

此外，还包括电源按钮操作、盖上屏幕后的操作和休眠延迟等常用设置。

主题 将针对计算机或游戏的设置组合起来，比如灯光、宏和特定于设备的设置
等。借助此功能，可以根据游戏的启动和停止来改变您的整个环境。

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是不同于主题的特定设置，通过它还能调整环境，但改动通常没有
主题频繁。配置文件的例子包括声音管理、电源管理、散热控件和超频等元
素。

每款游戏或您的计算机既可以设置主题，又可以设置配置文件。

宏 使用宏可以创建、编辑、交换、分配和录制宏。您可以查看活动的宏配置文
件以及更改现有宏配置文件。

外围设备管理 在 Alienware 命令中心中显示外围设备并进行管理。支持关键外围设备设置并
关联配置文件、宏、AlienFX 和游戏库等其他功能。

注: 只有选定 Alienware 外围设备才支持外围设备管理。

Over clocking (OC)
Control

使用这些控件可以设置您的处理器和内存以高于指定范围的速度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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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Alienware 命令中心
安装 Alienware 命令中心之前，请确保卸载以前版本的 Alienware 命令中心。

安装要求
Alienware 命令中心可以安装在操作系统为 Windows 10 RS3 或更高版本的计算机上。

安装 Alienware 命令中心
Alienware 命令中心在出厂时安装。

如果要重新安装 Alienware 命令中心，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从以下位置之一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的 Alienware 命令中心：
● Dell 支持站点
● Microsoft Store

2. 输入计算机的服务标签。
3. 从 Alienware 命令中心软件包运行 Setup.exe。

此时会显示 Alienware 命令中心安装向导。
4. 在 Alienware 命令中心安装向导中，单击下一步。
5. 请选择以下设置类型之一：

● 完成
● 自定义

6. 导航至要安装 AWCC 的位置，然后单击下一步。
7. 选择要安装的功能，然后单击下一步。
8. 单击安装。
9. 单击完成以完成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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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lienware 命令中心
您可以自定义 Alienware 命令中心的用户界面，在不同颜色和效果下查看它。

Alienware 命令中心用户界面由以下组件组成：
● 主页
● 库
● FX
● Fusion

主页
使用主页窗口，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为游戏创建和应用主题
● 创建和应用系统主题
● 将新游戏添加到库
● 查看最近玩过或安装的游戏
● 更改游戏或系统的电源配置文件

创建主题
请按以下步骤为游戏创建主题：

1. 从主页窗口右侧的游戏部分，选择要为其创建主题的游戏。
2. 在主页窗口的左侧，单击 。

此时会显示 FX 窗口。
3. 在窗口左上角的创建新主题文本框中，键入主题名称。
4. 在设备映像上，选择一个或多个要为其调整灯光的分区。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之一选择一个或多个分区：

● 单击分区本身或设备上的编号标注。
● 单击快速选择选项以选择分区。

5. 在左侧面板中，单击灯光选项卡，然后使用以下选项之一将灯光颜色分配给主题：
● 效果：从效果下拉列表中选择不同类型的效果。
● 调色板：从调色板中选择所需的颜色。
● RGB 值：输入 RGB 值以选择所需颜色。

6. 在左侧面板中，单击宏选项卡以创建宏并分配给主题。
7. 在左侧面板中，单击设置选项卡以应用特定于设备的设置。
8. 单击保存主题。

主题保存成功！消息。

将主题应用到游戏
请按以下步骤将现有主题应用到游戏：

1. 单击 FX 以打开 FX 窗口。
2. 从主题部分中，选择要应用到游戏的主题。

可以在列表或网格视图中查看可用的主题。

● 单击 ，在列表视图中查看可用主题。
● 单击 ，在网格视图中查看可用主题。

3. 单击 ，然后选择编辑主题。
此时会显示 FX 编辑窗口。

4. 单击左侧面板顶部的选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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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显示的列表中选择游戏，然后单击确定。
6. 单击保存主题。

主题保存成功！消息。

应用系统主题
请按以下步骤激活系统主题并应用到游戏：

1. 在主页窗口的系统部分中，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活动系统主题。
您可以单击以下选项之一：

● 熄灭：暂时关闭计算机的所有外部灯光。
● 变暗：暂时将计算机上的所有外部灯光调整至 50% 的亮度。
● 变亮：让计算机或外围设备上所有分区的外部灯光重新亮起。选择熄灭后，才会出现变亮选项。
● 浏览主题：浏览现有主题。

2. 单击 以编辑现有系统主题。
此时会显示 FX 窗口。

3. 在 FX 控制面板中，更改所需灯光、宏设置和设备设置。
4. 单击保存主题。

主题保存成功！消息。

更改您的系统主题
请按以下步骤修改您的系统主题：

1. 在主页窗口的底部，单击 以修改您的系统主题。
此时会显示 FX 窗口。

2. 在设备映像上选择一个或多个要为其调整灯光的分区。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之一选择一个或多个分区：

● 单击分区或单击编号标注。
● 单击快速选择选项以选择分区。

3. 在左侧面板中，单击灯光选项卡，然后使用以下选项之一将灯光颜色分配给主题：
● 效果：从效果下拉列表中选择不同类型的效果。
● 调色板：从调色板中选择所需的颜色。
● RGB 值：输入 RGB 值以选择所需颜色。

4. 在左侧面板中，单击宏选项卡以创建宏并分配给主题。
5. 在左侧面板中，单击设置选项卡以应用特定于设备的指示灯设置。
6. 单击保存主题。

主题保存成功！消息。

将新游戏添加到库
请按以下步骤将新游戏添加到库：

1. 从主页窗口中的游戏部分，单击添加游戏。
此时会显示库窗口。Alienware 命令中心会自动搜索您计算机中安装的游戏。自动搜索需要约 20 秒钟完成。

搜索完成后，游戏会自动添加到库中。
2. 如果自动搜索没有找到您的游戏，请单击 ，使用手动游戏扫描。

此时会显示在计算机中找到的应用程序的列表。

a. 选中要将其添加到库中的应用程序名称旁的复选框。
b. 单击窗口右下角的添加到库。

此时，所选应用程序会添加到库并显示在库窗口中。
3. 如果仍找不到所需的应用程序，您可以按以下步骤手动添加应用程序：

a. 单击手动游戏扫描面板左下角的浏览。
此时将显示打开对话框。

b. 浏览并选择计算机中的所需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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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添加的游戏会显示在库窗口中的全部选项卡下。

查看最近玩过和安装的游戏
打开主页窗口。最近启动过和已安装的游戏都会显示在游戏部分中。

为游戏或您的计算机创建配置文件
请按以下步骤为游戏或您的计算机创建配置文件：

1. 在主页窗口中，单击一个配置文件框。
2. 从所显示列表的末尾，单击新配置文件。

此时会显示相应的 FUSION 模块，并创建一个新配置文件。
3. 修改您的配置文件。
4. 单击保存。

更改游戏或计算机的配置文件
请按以下步骤更改游戏或您计算机的配置文件：

单击 FUSION 窗口以修改适用于电源配置文件的电源设置。

1. 在主页窗口中，单击一个配置文件框。
2. 从显示的列表中单击任何配置文件。所选配置文件就会成为当前游戏或您系统的默认配置文件。

库
库窗口集成了游戏模式和游戏默认设置功能。它起到库的作用，可供您查找、整理和管理您的游戏，以提供最佳的游戏体验。

使用库窗口，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将新游戏添加到库
● 查看游戏详细信息
● 更改游戏插画
● 删除游戏
● 将游戏添加到收藏夹

搜索库中的现有游戏
请按以下步骤在库中搜索现有游戏：

1. 在主页窗口中，单击打开库或单击应用程序顶部的库。
此时会显示库窗口。

2. 单击 ，然后键入游戏名称。
此时库中会显示筛选后的游戏列表。

将新游戏添加到库
请按以下步骤将新游戏添加到库：

1. 从主页窗口中的游戏部分，单击添加游戏。
此时会显示库窗口。Alienware 命令中心会自动搜索您计算机中安装的游戏。自动搜索需要约 20 秒钟完成。

搜索完成后，游戏会自动添加到库中。
2. 如果自动搜索没有找到您的游戏，请单击 ，使用手动游戏扫描。

此时会显示在计算机中找到的应用程序的列表。

a. 选中要将其添加到库中的应用程序名称旁的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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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单击窗口右下角的添加到库。
此时，所选应用程序会添加到库并显示在库窗口中。

3. 如果仍找不到所需的应用程序，您可以按以下步骤手动添加应用程序：

a. 单击手动游戏扫描面板左下角的浏览。
此时将显示打开对话框。

b. 浏览并选择计算机中的所需游戏。
新添加的游戏会显示在库窗口中的全部选项卡下。

查看最近玩过和安装的游戏
打开主页窗口。最近启动过和已安装的游戏都会显示在游戏部分下。

更改游戏插画
请按以下步骤更改游戏插画：

1. 在主页窗口中，单击打开库。
此时会显示库窗口。

2. 在所需的游戏上单击 ，然后单击更改游戏插画。
3. 浏览并选择所需的插画。
4. 裁剪所需插画，使之大小合适。
5. 单击确定。

从库中删除游戏
请按以下步骤从库中删除游戏。
1. 在主页窗口中，单击打开库。

此时会显示库窗口。
2. 在全部选项卡中，选择要删除的游戏。
3. 单击 ，然后选择删除游戏。

此时，游戏已从库中删除。

将游戏添加到“收藏夹”
请按以下步骤将游戏添加到收藏夹选项卡：

1. 在主页窗口中，单击打开库。
此时会显示库窗口。

2. 选择想要添加到收藏夹选项卡中的游戏。
3. 单击 ，将所选游戏添加到收藏夹选项卡。

此时，所选游戏显示在收藏夹选项卡中。

FX
使用 AlienFX，可以通过创建主题来控制计算机以及与计算机相连的其他 AlienFX 兼容设备的灯光行为。您可以分配主题来指示各种
事件，比如收到新电子邮件、计算机进入睡眠模式、打开新应用程序等等。

通过 FX 窗口，可以快速更改与 AlienFX 兼容的计算机设备的灯光行为。

使用 FX 窗口，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创建主题
● 为游戏分配主题
● 创建新的宏
● 浏览现有主题
● 编辑现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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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主题
● 删除现有主题

创建主题
请按以下步骤为游戏创建主题：

1. 从主页窗口右侧的游戏部分，选择要为其创建主题的游戏。
2. 在主页窗口的左侧，单击 。

此时会显示 FX 窗口。
3. 在窗口左上角的创建新主题文本框中，键入主题名称。
4. 在设备映像上，选择一个或多个要为其调整灯光的分区。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之一选择一个或多个分区：

● 单击分区本身或设备上的编号标注。
● 单击快速选择选项以选择分区。

5. 在左侧面板中，单击灯光选项卡，然后使用以下选项之一将灯光颜色分配给主题：
● 效果：从效果下拉列表中选择不同类型的效果。
● 调色板：从调色板中选择所需的颜色。
● RGB 值：输入 RGB 值以选择所需颜色。

6. 在左侧面板中，单击宏选项卡以创建宏并分配给主题。
7. 在左侧面板中，单击设置选项卡以应用特定于设备的设置。
8. 单击保存主题。

主题保存成功！消息。

将主题应用到游戏
请按以下步骤将现有主题应用到游戏：

1. 单击 FX 以打开 FX 窗口。
2. 从主题部分中，选择要应用到游戏的主题。

可以在列表或网格视图中查看可用的主题。

● 单击 ，在列表视图中查看可用主题。
● 单击 ，在网格视图中查看可用主题。

3. 单击 ，然后选择编辑主题。
此时会显示 FX 编辑窗口。

4. 单击左侧面板顶部的选择游戏。
5. 从显示的列表中选择游戏，然后单击确定。
6. 单击保存主题。

主题保存成功！消息。

创建宏
请按以下步骤创建宏：

1. 在 FX 控制面板中，单击宏选项卡。
2. 在活动系统主题部分中，单击宏。

此时会出现一个弹出菜单，提示您选择想要对其应用宏的设备。
3. 在宏选项卡中，单击 + 以创建宏。

此时会显示创建新宏对话框。
4. 在创建新宏对话框中输入宏名称，然后单击以下选项卡：

● 键击：为 Alienware 键盘上的特定按键分配宏。
● 宏：创建复杂的宏，记录操作并将键击分配给宏。单击录制和停止以开始和停止录制宏。
● 快捷方式：输入指向程序、文件夹或网站的快捷方式。单击保存快捷方式以保存创建的快捷方式。
● 文本块：输入键击时的一些重复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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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保存宏保存宏。
6. 单击保存主题将宏应用到主题。

浏览主题
请按以下步骤浏览现有主题：

1. 在主题部分中，单击  或 ，分别以列表视图或网格视图查看主题。还可以输入主题名称以搜索主题。
此时，主题会显示在列表中。

2. 单击主题以进行必要的更改。
3. 单击 以编辑主题。
4. 单击 ，将所选主题激活为活动的主主题。

此时会显示使成为活动的主主题对话框。
5. 选择以下主题组件，让所选主题成为活动的主主题。

● 灯光
● 宏
● 设置

6. 单击激活。
此时，主题已激活为活动的主主题。

编辑主题
请按以下步骤编辑现有主题：

1. 在主题部分中，选择要编辑的主题，然后单击 。
此时会显示弹出菜单。

2. 单击编辑主题。
3. 对主题设置进行必要的更改，然后单击保存主题。

复制主题
请按以下步骤复制主题：

1. 在主题部分中，单击  或 ，分别以列表视图或网格视图查看主题。
2. 选择要复制的主题，然后单击 。

此时会显示弹出菜单。
3. 单击复制主题。

此时会显示复制主题对话框。
4. 输入主题的新名称。
5. 选择以下要复制的主题组件：

● 灯光
● 宏
● 设置

6. 单击复制。
此时，现有主题设置将复制到新主题，主题更新成功! 消息。

删除主题
请按以下步骤删除现有主题：

1. 在主题部分中，单击  或 ，分别以列表视图或网格视图查看主题。
2. 选择要删除的主题，然后单击 。

此时会显示弹出菜单。
3. 单击删除主题。

此时会显示删除主题对话框，提示您确认删除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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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删除主题时，主题设置都会删除。

4. 单击是确认删除。
此时，所选主题已从主题列表中删除。

Fusion
通过 Fusion，可以访问计算机的电源管理控件，并更改、创建或自定义电源计划，以帮助提升能效和性能。

通过 Fusion，可以访问计算机的其他设置，其中包括电源管理、音频控制、音频侦察、散热和超频控件。这些设置可用于创建能应
用到游戏或计算机的配置文件。

使用 FUSION 窗口，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创建超频配置文件
● 将超频配置文件分配给您的计算机
● 复制超频配置文件
● 恢复超频配置文件设置
● 创建散热配置文件
● 创建电源配置文件
● 创建音频配置文件
● 创建音频侦察配置文件

创建超频配置文件
请按以下步骤创建超频配置文件：

1. 单击 ，创建超频配置文件。
2. 在超频配置文件部分中，单击新配置文件。
3. 在左侧窗格中，输入配置文件名称。
4. 在右侧窗格中，设置 CPU 和 GPU 设置。
5. 在右侧窗格中，单击高级视图选项卡，然后拖动滑块以设置以下设置：

● 频率
● 电压
● 电压偏移

6. 单击测试并保存。
此时会显示一个弹窗并开始测试配置文件的设置。测试完超频配置文件后，将会显示测试结果。

7. 如果测试成功，请单击保存。
此时，超频配置文件已保存，保存的配置文件会显示在超频配置文件列表中。

8. 如果测试失败，将会显示一个对话框，提示您确认 Alienware 命令中心建议的设置。单击是。
建议的设置显示在高级视图选项卡下的右侧窗格中。

9. 单击保存保存建议设置。

将超频配置文件分配给您的计算机
请按以下步骤将超频配置文件分配给您的计算机：

1. 单击超频配置文件旁的 。
此时，超频配置文件已激活。

2. 单击我的系统，将超频配置文件链接到您的计算机。
3. 单击确定。

此时，超频配置文件已链接至您的计算机。

复制超频配置文件
请按以下步骤复制超频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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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右键单击要复制的配置文件。
此时会显示弹出菜单。

2. 单击复制。
此时会显示复制配置文件对话框。

3. 单击保存。
此时，重复的超频配置文件已显示在超频配置文件列表中。

恢复超频配置文件设置
可以将超频配置文件设置恢复到以前保存的配置文件设置。

请按以下步骤恢复超频配置文件设置：

1. 单击超频配置文件。
2. 在右侧窗格中，单击高级视图选项卡。
3. 单击恢复。

此时，超频配置文件设置将保存到以前保存的设置。

创建散热配置文件
可以创建散热配置文件来设置以下风扇的温度和速度：
● CPU 风扇
● GPU 风扇
● PCI 风扇

请按以下步骤创建散热配置文件：

1. 在 FUSION 窗口中，单击 。
此时会显示 Fusion 散热模块。

2. 在散热配置文件部分中，单击新配置文件以创建新的散热配置文件。
3. 单击高级视图以设置风扇的温度和速度。
4. 单击确定。
5. 单击保存。

此时，新创建的散热配置文件会显示在散热配置文件列表中。

创建电源配置文件
您可以创建电源配置文件以设置电源和电池设置。

请按以下步骤创建电源配置文件：

1. 在 FUSION 窗口中，单击 。
此时会显示 Fusion 电源模块。

2. 在电源管理部分中，单击新配置文件以创建新的电源配置文件。
3. 输入电源配置文件的名称。
4. 单击确定。

此时，新创建的电源配置文件会显示在电源管理部分中。
5. 请选择电源配置文件并设置电源和电池设置。

创建音频配置文件
请按以下步骤创建音频配置文件：

1. 在 FUSION 窗口中，单击 。
此时会显示 Fusion 音频模块。

2. 在音频配置文件部分中，单击新配置文件以创建新的音频配置文件。
3. 输入电源配置文件的名称。
4. 设置以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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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风音量
● 音频效果
● 自定义 EQ

5. 单击保存。
此时，新创建的音频配置文件会显示在音频配置文件部分中。

创建音频侦察配置文件
请按以下步骤创建音频侦察配置文件：

1. 在 FUSION 窗口中，单击 。
此时会显示 Fusion 音频侦察模块。

2. 在侦察配置文件部分中，单击新配置文件以创建新的音频侦察配置文件。
3. 输入音频侦察配置文件的名称。
4. 设置音频侦察设置。
5. 单击保存。

此时，新创建的音频侦察配置文件会显示在侦察配置文件部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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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用户界面设置
您可以自定义 Alienware 命令中心的用户界面，在不同颜色和效果下查看它。

请按以下步骤自定义 Alienware 命令中心的用户界面：

1. 应用以下模式之一：
● 暗色：在暗色模式下查看界面。
● 亮色：在亮色模式下查看界面。

2. 单击 Alienware 命令中心顶部的 。
此时会显示下拉式列表。

3. 在界面设置部分中，选择 UI 高亮颜色和效果。
4. 在 UI 高亮颜色部分中，选择以下项之一：

● 自动管理：根据活动的系统主题显示 UI 颜色。
● 固定：选择想要在用户界面中查看的固定颜色。

5. 在特定效果部分中，可以选择以下效果之一：
● 关
● 波形
● 烟灰
● 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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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帮助和联系 Alienware

自助资源
使用这些在线自助资源，您可以获得有关 Alienware 产品和服务的信息和帮助：

表. 2: Alienware 产品和在线自助资源 

有关 Alienware 产品和服务的信息 www.alienware.com

Dell 帮助和支持应用程序

提示

联系支持 在 Windows 搜索中，输入帮助和支持，然后按 Enter 键。

操作系统的联机帮助 www.dell.com/support/windows

www.dell.com/support/linux

故障排除信息、用户手册、设置说明、产品规格、技术帮助博
客、驱动程序、软件更新等等

www.alienware.com/gamingservices

视频中提供了维护计算机的步骤说明 www.youtube.com/alienwareservices

联系 Alienware
如果因为销售、技术支持或客户服务问题联系 Alienware，请访问 www.alienware.com。

注: 可用性会因国家和地区以及产品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某些服务可能在您所在的国家/地区不可用。

注: 如果没有活动的 Internet 连接，您可以在购货发票、装箱单、帐单或 Dell 产品目录上查找联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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