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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200 概述 

感谢使用跨电脑鼠标 H200，本产品与常见的鼠标有很大不同，请在使用前先阅读此说明。总的来说，它具有

如下几大特色功能：  

1. 本产品可以同时控制 2 台电脑（需控制 3 台电脑时，需要另购接收器）。 

2. 轻轻移动鼠标即可在电脑之间的自由切换。 

3. 通过鼠标可以在两台电脑之间轻松实现文件、目录、图片、文本等内容的复制和粘贴功能。 

4. 配备 3 个自定义按键，并且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定义按键功能。 

5. 内置锂电池。 

6. 配合 H200 配套键盘 H200 keys 使用，可以实现一套键盘鼠标来控制多台电脑。键盘会自动跟随鼠标一

起控制多台电脑，方便对多台电脑进行控制。 

  



 

 

2 H200 轻松使用 

只需 5 步，即可有轻松使用 H200 鼠标，体验其强大功能 

步骤 1：插入接收器 

 打开鼠标底部的盖子，拔出接收器。将接收器分别插入 2 台电脑的 USB 口。首次插入，接收器和操作系统

建立连接可能需要 3 分钟左右，请耐心等待。以后插入则不需要等待。 

步骤 2：打开鼠标电源 

 开关在鼠标底部，拨动到 ON 一边。 

步骤 3：安装配套软件 

 点击下面链接下载 Windows/ Mac 平台软件并进行安装。 

  http://www.epddn.com 

windows 版本的安装程序是 CrossMouseH200_Setup.msi，双击就可以安装了。程序很小，每次点“下

一步”几秒就完成了。 

步骤 4：软件首次运行配置 

 本软件首次运行后，需要做一些设置。具体请参见“首次运行设置”章节。 

 在早期的 win7 系统上，有可能还需要安装微软公司的 .net framework 插件才能运行。 

步骤 5：轻松使用 

移动鼠标，你就可以轻松在两台电脑之间切换，轻松控制两台电脑，并且可以在两台电脑之间复制文件和

文字等。 

http://www.epddn.com/


 

 

3 H200 功能说明 

3.1 按键功能描述 

3.1.1 自定义按键 

 

上图的三个按键是自定义按键，功能需要在软件中设置，如果设置为“无”就是没作用。 

除了软件定义好的按键功能以外，用户还可以选择自定义按键---即自己将键盘的组合键设置为按键的值。 

 



 

 

3.1.2 切换电脑/对码按键 

 

 鼠标底部的圆形按键可以用来做手工切换个接收器的连接。在配套软件没有运行的情况下，用户可以使用

此按键做手工切换。按键的上面的“1”，“2”，“3”上面有三个灯，分别对应 3 个电脑。 

3.1.2.1 切换/对码键使用 

 单击： 

  A) 连接的电脑号的灯会亮, 以指示当前的连接的接收器。 

B) 单击此键后，在灯没熄灭之前，再次单击就切换到下一个接收器. 

 长按： 

单击此键后，在灯没熄灭前，再次按住此键不放几秒钟，直到灯开始快速闪烁，表示此通道的对码信

息已经被擦除，需要重新与接收器对码。 



 

 

3.1.2.2 对应序号灯状态 

A) 单击圆形按键后，灯一直亮不闪，表示和此通道对应的接收器连接上了。 

B) 单击圆形按键后，灯慢慢闪烁(2 秒闪一次)，表示此通道已经和接收器对码了，但是对应的接收器

没插入电脑，或者接收器插入的电脑没开机。 

C) 单击圆形按键后，灯快速闪烁(1 秒闪好几次)，表示这个通道没与接收器对码过。(刚买的鼠标一般

是 3 号通道没有对码) 

3.2 鼠标在电脑之间切换 

鼠标轻轻一划，即可自动切换到另一台电脑，无须任何按键 

 

3.3 在两台电脑之间复制文字，文件，目录 

 

① 选中文件/文字/目录，并在鼠标右键的弹出菜单中选择“复制”选项 

② 移动鼠标到另一台电脑上。 

③ 在鼠标右键的弹出菜单中选择“粘贴”选项 



 

 

4 电脑软件设置 

 软件在两台电脑都必须先运行。在使用之前，还得先设置软件。 

4.1 首次运行设置 

4.1.1 确认有管理员权限 

 本软件需要管理员权限才能运行。否则内部有些设置不能做到软件自动设置，只能手工配套。 

4.1.2 确认多个接收器对码到同一个鼠标 

 查看两个电脑的设置窗口的右上角(下图红线部分) 

 

 冒号前面的数字：每台电脑必须一模一样。这样才是连到同一个鼠标了。 

冒号后面的数字是接收器序号，所以必须每台电脑不同，只能是从 0---2。（如果是 255 则表示接收器还没

使用过，需要对码后才能使用） 

 如果前面数字不同，则需要重新对码，请参见“重新对码”章节。 

 

4.1.3 确认鼠标和多个接收器连接正常 

  按鼠标底部的圆形按钮，可以手工切换到不同的电脑表示和接收器都连接正常。 

4.1.4 确认多台电脑在同一个局域网内 

  本软件可以正常使用的前提是：多台电脑必须在同一个局域网内，也就是说多台电脑必须连接到同一



 

 

个有线或无线路由器。而且局域网内部运行电脑之间允许通讯。 

4.1.5 确认电脑摆放位置与实际一致 

 

  两个蓝色框表示 2 台电脑在软件中的摆放位置以及连接状态（电脑图标如果是白色表示未连接）。您

需要根据实际电脑的摆放位置，用鼠标左键拖动蓝色框来重新摆放电脑位置。 

位置设置只需要在一台电脑设置即可，别的电脑的软件会自动同步状态。用户很直观的可以看到多台电脑

的位置排列。可以上下左右，甚至是斜着摆放的。 

本电脑设置为左，则另一台电脑自动为右。本电脑设置为上，另一台电脑则自动为下。 

注：按电脑图标的右上角的“。。。”可以选择“禁用”或者“删除”这台电脑。 

 

电脑图标的颜色:  

蓝色表示正常连接 



 

 

白色表示未连接。 

灰色表示被禁用了。（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再次打开此电脑） 

 

4.2 鼠标设置 

 

用户可以调节滚轮方向和鼠标指针的移动速度（只是本鼠标的移动速度，与别的鼠标移动无关）。并且可

以设置三个自定义按键的键值。 

注：在不同电脑上，自定义按键的键值可以设置的不同。 



 

 

4.3 跨电脑功能设置 

 

 

 允许跨电脑连接：这是跨电脑连接的开关，关闭即无法实现跨电脑功能 

 在电脑之间切换：鼠标的切换方式，有移动到屏幕边缘就切换，也可以按住 ctrl 键再移动到屏幕边缘再切

换，以防止误操作。当然，移动到电脑屏幕边缘需要一点速度才能切换电脑。否则，软件就会认为用户想在本

电脑边沿移动。 

 屏幕角落禁止移出：这个是为了防止在屏幕的四个角移出。 

 复制与粘贴：多台电脑之间复制粘贴功能的打开和关闭(关闭后，将不能在多台电脑之间复制对象) 

 移入/移出提示窗口：打开、关闭移入/移出提示窗口。打开此功能后，当鼠标移出/移入电脑，那么在移出、

移出的一侧屏幕会出现红色/绿色半透明弧形光条。这个能更好的指示鼠标移到了哪台电脑上。（如下图） 



 

 

 

4.4 其他设置 

 

6.1 窗口标题栏的白色圆形图标是帮助。点击可以打开帮助文档。 

6.2 软件升级：点击可以检测并升级到最新版本软件。 

6.3 帮助：点击打开帮助文件 

6.4 增加新设备:  这是为外设和接收器无线对码使用的。比如鼠标和接收器重新对码，新增配套的跨电脑控制

键盘等。详见“与接收器无线对码”章节 



 

 

4.5 运行后，软件在哪里 

4.5.1 Windows 版本软件 

首次运行，会弹出主窗口和帮助文档。 

以后每次运行，则直接隐藏到 windows 右下角的托盘中。对于用户，好像软件不存在一样。 

 

鼠标右键点击图标可以选择打开设置窗口，或者帮助等 

鼠标左键点击图标直接打开设置窗口 

 

4.5.2 Mac 版本软件 

请见 MACOS 版本软件说明书 

4.6 软件图标状态 

图标的几种状态 

A) 图标 ： 工作正常。 

B) 图标 ：接收器没插入。 

C) 图标  ：鼠标不在当前电脑。 

 



 

 

5 软件首次运行注意事项 

 在每台需要被控制的所有电脑上，都需要运行配套软件，否则无法实现自动切换功能，只能手工切换电脑。 

5.1 软件首次运行 

软件安装后，会在桌面建立了快捷方式 。双击它就可以运行了。 

首次运行需要如下设置，以后每次电脑开机即可运行，用户不再需要关心软件部分。 

5.2 Win7 下可能需要安装微软插件 

Win7 下首次运行可能会提示，需要安装微软插件。请点击如下地址下载安装 

如果提示需要安装 windows .net framework 插件，请在如下链接中下载安装 

英文: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30653 

中文简体：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30653 

中文繁体：https://www.microsoft.com/zh-TW/download/details.aspx?id=30653 

5.3 修改启动项提示 

如果您安装了杀毒软件，可能会有如下的提示。请选择“允许程序所有操作”。这样，下次电脑开机

后，本程序会自动运行，不再需要双击。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30653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30653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download/details.aspx?id=30653


 

 

 

5.4 网络设置提示 

  本鼠标能控制的多台电脑必须在同一个局域网内。程序已经做了能做的网络配置，但是 windows 杀毒

工具 defender 还是会弹出如下的界面，用户务必点击“允许访问”确认。 

    



 

 

6 与接收器无线对码 

6.1 对码条件 

以下几种情况下，需要重新对码。 

A) 用户误删除了鼠标的对码信息(短按圆形按钮，对应的灯快速闪烁) 

B) 新单独购买了接收器，或者购买了配套的 H200 keys 跨电脑键盘。 

C) 每台电脑下图红线部分，如果冒号前的数字不同，也需要重新对码。 

 

总之，鼠标键盘和接收器连不上的时候，如果确认键鼠电量充足，那么都需要重新对码了 

 注：如果购买的是键鼠套装，那么出厂已经对码好，无需重新对码，打开即可使用。 

6.2 对码方法 

6.2.1 全部重新对码 

我们需要将鼠标和配套键盘的每个通道信息都擦除。然后才能重新对码。这种情况出现在对码信息比

较乱，用户有点糊涂的时候。擦除对码信息的方式如下： 

A) 短按鼠标底部的圆形按钮，灯显示方式暗示了当前序号的对码状态，参见“对应序号灯状态” 

B) 在灯没灭之前，再长按此键不放，直到灯开始快速闪烁，表示此通道的对码信息已经被擦除。 

C) 短按切换到下一个通道，再长按擦除对码信息。如此反复，可以擦除所有三个通道的对码信息。 

D) 如果有配套键盘，那么键盘每个通道的对码信息也需要全部擦除。（参见键盘说明书） 

  鼠标全部对码结束后，才可以设置配套键盘的对码。 



 

 

6.2.2 鼠标与接收器对码 

A) 点击鼠标底部的圆形按键，找到一个没有对码的通道(灯快速闪烁) 

B) 点击下图的“增加新设备”选项 

 

弹出窗口 

 

C) 移动鼠标，如果电脑上鼠标指针移动了。表示对码完成。可以退出对码状态了。 

这个过程理论上 1 秒内可以完成。 

如此将鼠标与每个接收器都对码后，确认每台电脑中，下图红线冒号前的数字都相同，而冒号后面的

数字从 0-2 不同。 

 

6.2.3 配套键盘与接收器对码 

  和鼠标对码方式类似，先找到键盘没有对码的通道，然后点击软件中的“增加新设备”选项。然后靠



 

 

近对应的接收器。打字看看，能输入就说明已经对码成功。 

7 H200 异常处理 

Q1: 开机没反应怎么办 

1. 如果 H200 开机后，没任何反应，底部的灯也没亮，那么应该是没电了，请充电后使用。 

2. 如果有灯慢闪（每 2 秒闪一次），那么是对应的电脑没打开。或者对应的接收器没插入。 

3. 如果有灯快闪（每 1 秒闪很多次），那么可能是用户误擦除与接收器的对码信息，需要重新对码。参见

“与接收器无线对码”章节 

Q2: 鼠标在电脑之间无法切换 

能被跨电脑控制的电脑必须有如下条件： 

2.1 多台电脑必须同一个局域网内 

 这是跨电脑控制的前提，就是说多台被控制电脑必须在同一个局域网内，就是多台电脑连同一个有线或无

线路由器。并且允许局域网内电脑之间的通讯。 

2.2 跨电脑连接功能被打开 

 

2.3 电脑的摆放位置设置的正确 

 见“设置多台电脑摆放位置”章节。 



 

 

2.4 确认多个接收器对码到同一个鼠标 

 见“确认多个接收器对码到同一个鼠标”章节。 

2.5 多台电脑之间允许交换数据 

2.5.1 修改电脑防火墙设置 

 只要是在管理员权限下运行，配套软件已经自动设置了本软件的防火墙使能工作。 

没有管理员权限将导致软件可能无法自动设置。用户只能按如下步骤修改防火墙设置: 

 步骤 1： 打开防火墙 

 鼠标右键点击桌面的 “网络”图标，选择“属性”或者在设置窗口中输入“防火墙”可以进入。 

 步骤 2：点击“windows defender 防火墙”“高级设置” 

 步骤 3：修改配置 

在“出站规则”和“入站规则”中找到 CrossMouse.exe 双击修改。 



 

 

 

 

2.5.2 联系网管 

 排除以上问题，如果鼠标连接的电脑还是找不到，或者连接不上(如下图)，请联系管理员解决。  

 因为在有些需要严格保密的场所，局域网可能不允许内部多台电脑之间的通讯。那么 H200 就无法实

现多台电脑之间切换和复制功能，只能手工切换。 

 



 

 

 

 别的电脑是白色的，或者根本没出现白色电脑，只有本地电脑。 

Q3:电脑之间无法复制内容 

3.1 检查不能切换的问题 

 见“鼠标在电脑之间无法切换”章节 

3.2 并非所有软件的内部对象都能复制到别的电脑 

4.2.1 可以复制的对象 

 文件，文件夹，文字，图片文件等通常是可以复制的。 

4.2.2 有些软件内部的内容不能复制 

 并非所有软件里的内容都可以复制，有些软件中的内容并不能被复制。 

比如在 WORD 等软件中一起复制的图文并茂的内容，有可能复制正常，也有可能只复制了文字，图片

却无法复制。 

 



 

 

Q4:弹出菜单中“粘贴”选项是灰色 

在粘贴前，目标电脑要复制源电脑的剪切板内容, 这步骤需要 1--5 秒不等时间。在此工作结束前，“粘

贴”菜单不可选。所以，当鼠标移动到粘贴的电脑上以后，需要等几秒，直到弹出菜单中的“粘贴”选

项从灰色变成黑色才能执行粘贴操作。 

就是说，如果弹出菜单中“粘贴”选项是灰色。那么可以多次点鼠标右键，直到“粘贴”选项变成黑

色才可以执行粘贴操作。按住 ctrl+V 键粘贴也是如此，如果速度太快，请等几秒就可以了。 

 

Q5:为什么跨电脑复制速度比较慢 

由于受到电脑操作系统的内部实现原理限制，所以跨电脑的文件复制速度确实相对比较慢。敬请谅

解。尽管如此，我们的复制速度已经是目前全行业最快速度了。 

Q6:为什么复制过来的文件长度为 0 

有些系统下，正在打开的文件不可以复制到别的电脑，复制的结果就是长度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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