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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rePlus MOTIV Video   
ShurePlus MOTIV  视频录制应用程序

简要说明
ShurePlus MOTIV 可为您的移动设备提供无压缩音频的即时视频记录。通过数字信号处理 (DSP) 预设模式、可调节增益和立体

声宽度控制来自定义声音。

特点
即插即用运行支持横向和竖向记录

灵活的录音控制包括增益调节设置

支持单声道和立体声音频设备

当与 MOTIV 话筒一同使用时，有各种适合不同录音情况的预设模式。

提示：打开飞行模式和勿扰模式，防止电话、短信、或通知干扰录音。

备用模式

① 闪光灯在照明不佳时使用闪光灯。

② 已连接设备状态/录制时长/焦点锁定设备状态会显示已连接的MOTIV设备的型号名称。录制时长以时分秒显示。更多关于设置

焦点和曝光的信息，请参见“可视设置”主题。

③ 缩放水平 双指捏合屏幕以调节缩放水平，以近距离查看对象。

④ 文件信息显示可用视频格式选项。

注意：选项的可用性可能因移动设备的规格而异。

音频文件格式：（iOS）WAV、ALAC、AAC 96、AAC 128、AAC 256（Android）AAC 96、AAC 128 、AAC 256
采样率： 44.1 千赫兹，48 千赫兹

视频分辨率：720p, 1080p, 4K
帧率：24 fps、30 fps、60 f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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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反向摄像头使用前置摄像头拍摄自拍视频。

⑥ 设置点击应用程序设置链轮，以选择浅色或深色主题外观，获取版本信息、帮助材料并发送反馈。

⑦ 录制/停止按钮

⑧ 设备设置访问音频设备的高级设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设备设置”部分。

⑨ 视频库点击查看您的录制视频库。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视频库”部分。

⑩ 网格/水平/关闭显示点击以显示网格线或水平线，以便轻松组合图像。或者如果您喜欢简洁显示，请关闭此功能。

⑪ 设备状态显示录制设备的剩余电池使用寿命和可用存储空间。

⑫ 输入电平表/话筒增益点击输入电平表以打开话筒增益滑块。录制时点击调节话筒增益以匹配音源的音量。进行实时调节，以

确保电平处于目标范围内（由输入电平表的阴影区域指明）。显示单声道或立体声输入信号的强度。

注意：使用带内置话筒的应用程序时，显示器将读取 AGC。自动增益控制 (AGC) 可调节电平以确保音量一致。设备会加强较弱的信号并减弱较强的信号，以控

制增益。虽然动态范围缩小了，但却可使录音更加平缓。

可视设置
务必调整可视设置以获得最佳视频图像。我们建议按此顺序进行调节。

缩放：双指捏拉以缩放图片并构图。

Brightness： 上下滑动以设置亮度级别。

对焦：轻触以对焦或长按以锁定亮度和焦点。再次点击以解除锁定。

录制模式

① 闪光灯在照明不佳时使用闪光灯。

② 已连接设备状态/录制时长/焦点锁定 状态会显示已连接的 MOTIV 设备的型号名称。录制时长以时分秒显示。录制视频时，红

点闪烁。更多关于焦点和曝光的信息，请参见“可视设置”主题。

③ 缩放水平 双指捏合屏幕以调节缩放水平，以近距离查看对象。

④ 录制/停止按钮开始和停止录制视频。

注意：视频文件将保存至移动设备上的照片应用程序。



Shure Incorporated

5/16

⑤ 录制音频MOTIV 视频应用程序在录制时会显示音频波形。

⑥ 网格使用网格线帮助构图。

⑦ 设备状态显示录制设备的剩余电池使用寿命和可用存储空间。

⑧ 输入电平表显示单声道或立体声输入信号的强度。录制时点击调节话筒增益。最大声的峰值应处于目标范围内（由输入电平表

的阴影区域指明）。

注意：录音文件的最大为 2 GB，即录音时间约为 2 小时。此限制的设定是为了让应用程序的性能达到最优。持续录制时间超过 2 小时时，会生成另一个文件。

与 MV88 话筒一起使用 ShurePlus MOTIV 应用
MOTIV 应用控制话筒设置，为特定用途优化性能。MV88 会保存之前使用的设置，方便您在每次录音时可快速设置。

对准话筒
此节为典型使用情况下的话筒摆放提供建议。请记住，有许多有效方式来记录给定的音源。水平或横向试验话筒摆放和设置方

式，找到最适合的方式。

提示：为了确保左右侧面对适当的方向，请检查话筒顶部的 Shure 名称是否清楚可见。如果看不到名称，请将圆筒旋转 90°。

竖排（垂直）
使话筒前部对准音源。话筒可通过 Lightning 接头安装在 MV88 的任一方向，因而需确保左侧和右侧朝向适当的方向。

横排（水平）
使话筒前部对准音源。话筒可通过 Lightning 接头连接在任一方向，因而需确保 MV88 左侧和右侧朝向适当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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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采访
若要捕获受访者（摄像机中）和采访者（摄像机外）的声音，请选择 Shure MOTIV 应用中的 MONO BIDIRECTIONAL 预设。放

置好话筒，使左侧和右侧分别朝向两个人。

自我录制（视频流）
将设备放置在平整表面，使话筒弯曲一定角度，对准您的嘴巴。在 Shure MOTIV 应用中选择 MONO CARDIOID 预设以降低环

境噪声。

连接耳机和内联话筒

耳机监听转接线

使用随附的耳机监听转接线，理由如下：

您需要使用更细的线连接到录音设备上的耳机输入孔。该连接线适合带有大型接头的耳机。

您想要禁用耳机上的内联话筒。该连接线确保录制的声音仅来自 MV88，而不会录制来自耳机内联话筒的声音。



Shure Incorporated

7/16

设备设置

话筒设置

① 已连接话筒状态显示已连接的 MOTIV 话筒的名称。

② 输入电平 显示输入信号强度以及该信号为单声道信号还是立体声信号。最大声的峰值应处于目标范围内（由 -12 至 0 分贝的

阴影区域指明）。

③ 话筒增益/监听调节增益滑块以匹配声源的音量。进行调节时点击耳机图标打开输入监控器。

④ 自定义预设点击插入符号可快速访问已保存的预设。或点击保存按钮将当前设置保存为新的自定义预设。请参阅“自定义预

设”了解更多信息。

⑤ 预设模式选择一个模式，为特定应用设置立体声广度、均衡和压缩。请参阅“预设模式”主题以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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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指向性模式选择轻扫以从立体声、单声道心形、单声道双向和原始中侧中选择一种拾音模式。然后调节立体声话筒拾音区的广

度。

提示：在调节广度时，应考虑话筒的位置和音源的大小。例如，大型管弦乐队或合奏录音将受益于宽广的立体声声像，从而可增

强乐器间的分离。发言等其他应用将受益于更窄的广度，从而可通过消除环境（房间）声音提高清晰度。

⑦ 高级功能先选择一种预设模式，然后用高级控件对音频录制进行微调，使其适合您的声音。您的设置会保留在话筒中。有关这

些功能工作方式的更多信息，请参见“高级功能”、“降低风噪”和“左右通道交换”。

预设模式
五种可选择模式，优化增益、立体声广度、均衡和压缩设置。设置话筒电平并在模式间切换找出音频效果最好的模式。预设模式

可能会影响输入信号的强度，因此在更改预设后可根据需要调整话筒电平。

模式 应用 特性

演讲
演讲

狭窄的立体声广度可消除环境噪声，这种均衡设置强调清晰度和丰满度，并且压缩

较温和。

歌唱
独唱或团体声乐表演 中等立体声广度具有精细的均衡，可为自然声音增加丰满度和清晰度。

平坦 任意 未经处理的信号（未使用均衡或压缩设置）。在录音后处理音频时增加了灵活性。

原声
原声乐器和安静音乐

带透明压缩的中等立体声广度可使音量峰值变平滑并提供安静的通路。该均衡器设

置强调细节并产生总体自然的声音。

大声

现场表演和更大声的音源
宽立体声可增强音源之间的隔离。均衡可降低使乐器声音听起来很嘈杂的频率，从

而进一步提高清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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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ustom Presets
Create and save custom presets to quickly access frequently used mic settings.

Start with the preset mode that best suits your application needs.
Adjust advanced settings, like compression, for clarity and consistency.
Tap Save to rename and save your new custom preset. The original preset will remain available.
The new custom preset is added to your list.

To access saved presets:

Tap the caret (arrow) in the Preset row to view your list of available presets.
Tap custom preset and Apply Preset to instantly apply gain, equalization, compression and stereo preferences. Stereo 
preferences apply if you are using a stereo microphone for recording.

Tip: You can save a custom preset at any point by tapping Save.

高级话筒设置
为应用选择预设模式后，使用限幅器、压缩器和均衡器控件对录制的声音进行微调。使用其他音频和视频录制应用时，您的设置

将保留在话筒中。

限幅器
打开限幅器以设置输入阈值，并防止录制中的音量峰值导致的失真。

压缩器
选择不压缩，或选择轻度或重度压缩来控制声源为动态时的音量。压缩器将缩小动态范围，这表示安静信号会加强且音量较大的

信号将降低。

降低风噪

降低风噪功能通过一个低频截止滤波器来降低由环境噪声导致的隆隆声。将随附的泡沫防风罩与风声降低功能结合使用，抵消隆

隆声和爆破音（空气击打话筒而产生的爆发音）。

为进一步降低风声，请使用可选的 Rycote  防风罩，它可装在随附的泡沫防风罩上。

左右通道交换

对于立体声录制，使用左右交换切换左右音频通道，从而使立体声声像与视频匹配。例如，当使用视频录制自己时。

提示：使用话筒圆筒上的 L 和 R 指示符。让您可在开始录音之前设置左右交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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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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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均衡器

将预设模式更改为倾听 DSP 变化，然后使用均衡器增强或减弱频带以提高声音清晰度。

注意：预设内的均衡将不会显示。但是，高级设置状态栏中的均衡器图形会显示用户选择的均衡设置。

单击进入 MOTIV 均衡器。均衡更改在均衡器图像中显示。

在预设模式更改时 EQ 会保留。

使用 iOS 设备中的多镜头
某些 iOS 设备可进行多镜头录制。广角、超广角、长焦、双摄、双广角和三摄

将 Apple Watch 与 ShurePlus MOTIV 配合使用
将 ShurePlus MOTIV Apple Watch 应用程序作为 ShurePlus MOTIV Audio 和 Video Recording 应用程序的遥控器使用时，可以

实现更高的录制灵活性。

将 Apple Watch 连接到 MOTIV 录制应用程序。
打开 iPhone 上的 Watch 应用程序，然后点击“我的手表”选项卡

可安装的应用程序将显示在“可获取的应用”部分

找到 MOTIV Watch 应用程序并点击安装

注：有关 Apple Watch 应用程序安装的其他说明，请参阅 Apple 支持页面。

当 MOTIV 话筒连接到手机时，Apple Watch 会识别出您的手机。连接后，话筒名称将显示在左上角。

话筒的摆放取决于房间的大小、人数和乐器音量。如有可能，在房间内四处走动并聆听，找出声音效果的最好的位置。

为您的录音应用选择正确的预设模式。调整应用程序中的话筒电平和其他设置，并将话筒放置在音源附近。

注：高级设置应在话筒放置到位前设置。Apple Watch 应用程序只能控制录制、暂停录制、完成录制、制作书签以及设置和锁定增益控制。

控制部件和导航
开始录制：点击红色录制按钮

暂停录制：点击暂停图标。您可以从暂停状态继续录制

创建书签：点击书签图标

停止录制：点击完成按钮

调整增益：使用 Apple Watch 上的数字表冠

锁定话筒增益：点击锁定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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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提示
关闭通知
当您打开 MOTIV 应用，系统会弹出一条消息，提示您开启飞行模式和勿扰模式。为防止手机来电、消息和提醒通知干扰录音

（它们会向录音中添加静电），请务必这么做。

注意：启用飞行模式，然后再次打开 Wi-Fi 以向您的音频文件添加地理位置信息。

调节采样率
当需要小文件时（如录制讲话内容或供下载的播客音频），需选择较低的采样率。在录制音乐和动态音频时，需选择较高的采样

率。

获取最佳视频图像
双指捏拉以缩放图片并构图。上下滑动以设置亮度。轻触以对焦或长按以锁定亮度和焦点。再次点击以解除锁定。

单声道录音
录制单声道音频可增加可用的录音时间，且在录制单个音源（如人声）的声音时，可降低环境噪声。选择 Mono Cardioid 或 
Mono Bidirectional 指向性，系统会将所有拾音头采集的音频相加为一个通道。输入电平表会显示波形的上半部分，以表明在进

行单声道录音。MOTIV 支持带单声道录音功能的第三方话筒。

立体声录音
MV88 话筒圆筒可绕铰链向前转动，可使其旋转 45 度以进行竖排或横排录制。L 和 R 标签表示话筒的立体声方向。如 Shure 徽
标面朝上方，则立体图像是准确的。

捕捉完整的表演
为确保捕捉整个音源，在表演开始前开始录制，在稍后编辑该录像，以剪辑任何静音部分。

注意：如果在录音过程中，话筒意外地断开连接，MOTIV 将自动停止录音。系统会弹出保存文件对话框，提示您为音频命名并保存音频。

使用自动保存功能自信地录音
如果在录音过程中，话筒意外地断开连接，MOTIV 将自动停止录音。系统会弹出保存文件对话框，提示您为音频命名并保存音

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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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视频库观看并分享视频

点击待机界面的视频缩略图，查看保存在移动设备上的视频库。您可以在此查看有关每个视频的信息，包括视频时长、分辨率、

采样率以及视频原始录制日期和时间。

选择想要共享的视频，即可共享。点击共享图标以查看可共享的选项。

注意：您可以使用“共享”选项，将视频保存至设备的“照片”应用程序中。

回退或快进，查看列表中的下一条视频。

删除视频，留出空间录制更多视频。

返回相机

点击摄像头图标返回视频录制应用程序相机模式。

库排序

点击分类图标，可查看对视频库进行排序的选项。选项包括按列表、在缩略图网格中或按显示缩略图的全屏视图的卡片查看录制

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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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问题 解决方案

话筒已插入，但音量计未显示信

号。
在设置 > 隐私 > 话筒下编辑录音设备的隐私设置，授予 MOTIV 应用使用话筒的权限。

话筒已插入，但未检测到。
拔下并重新连接线缆，以便应用程序识别话筒。如果状态栏中显示话筒名称，则表明连接

安全。

声音难听且很小。
重新插拔 MOTIV 话筒，确保您收到的音频来自该话筒而不是内置话筒。如果状态栏中显示

话筒名称，则表明连接安全。

插入耳机时音频质量会发生变

化。

带有内联话筒的耳机可取代已连接的音频设备。请确保先插入耳机，最后插入 MOTIV 话
筒。

声音失真
使用音频电平表以确保音量峰值处于目标范围内（灰色区域）。如果电平达到输入电平表

的红色峰值指示符，则降低增益。

左/右立体声通道与视频不匹配
根据录制设备的方向，可能需要在 MOTIV 设置中启用左右交换功能。如果音频已录制完

成，您可以在大多数音频编辑软件中交换左右通道。

音频与视频不同步 切换到较低的帧率或分辨率。降低系统帧率可能会获得更佳性能。

因设备过热而停止录制
MOTIV 视频应用程序通过禁用电平表和波形显示来响应设备过热。如果设备持续过热，

MOTIV 将保存您录制的视频并关闭应用程序。请确保设备冷却后再开始录制新视频。

无法分享文件。

如果文件太大而无法分享，有两种办法可以缩减文件大小。

将您的移动设备与电脑连接，然后通过文件传输（例如 iTunes）将文件下载至桌面。

将录音分成两个，并导出两个文件，然后使用音频编辑软件将其重新组合。

常规故障排除

确保您的应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

确保手机的操作系统已更新至最新版本。

使用不同的连接电缆或设备检查麦克风的情况。

关闭并重新打开应用。

关机并重启设备将清除缓存，有时这也可以帮助提高软件性能。

系统要求
系统要求和兼容性：iOS

iOS：iOS 14 及更高版本

iPhone：iPhone 6s 及更高版本

iPod Touch：第七代

注意：不支持 iPad Pro (US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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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带 USB-C 的 iPad
可以使用 USB-C 缆线在带 MOTIV 话筒的 iPad 上录制视频。但是，您仅可调节话筒增益。将 MOTIV 话筒连接至使用

ShurePlus MOTIV 应用程序的第二台设备（不是 iPad），以便使用 MOTIV 可提供的所有功能。您可以借助第二台设备，根据您

的录制情况调整话筒设置。MOTIV 话筒将保留此类设置，在您重新连接 iPad 时，即可使用您选择的设置进行录制。

切记：iPad (USB-C) 仅支持 MOTIV 话筒的增益调节。要访问全部功能，请将话筒连接到兼容设备并在 MOTIV 应用程序中配置

设置。话筒将保留设置供 iPad 使用。

系统要求和兼容性：Android
可与具备以下条件的任何 Android 设备兼容：

Android Pie 9.0 及更高版本

USB 主机电量要求 ≥ 100 mA
USB 音频类 1.1 支持及更高版本

Android 为 Google Inc. 的商标。

注意：请参阅 https://www.shure.com/en-US/motiv-compatibility，了解有关支持的 Android 设备的信息。

规格
MFi 认证

是

DSP 模式（预设）

语音/歌唱/原声/大声/平坦

指向性形状
可调节广度立体声/单声道双向/单声道心形/Mid-Side

立体声原理
Mid-Side

支持的音频格式
iOS

WAV, AAC (最高 256 KHz)

支持的音频格式
Android

AAC (最高 256 KHz)

频率响应
20 赫兹 到 20,000 赫兹

可调增益范围
0 到 +36 dB

https://www.shure.com/en-US/motiv-compa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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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灵敏度
-37 dBFS/Pa 1 千赫下 [1] [2]

最大声压级
120 分贝声压级 [2]

限幅器
是

压缩器
是

均衡器
5 波段

[1] 1 Pa=94 分贝声压级

[2]最低增益、平坦模式

认证
用户信息
本设备已经过测试，测试结果符合 FCC 规则第 15 章规定的 B 类数字设备的限制。本设备产生、使用并可能发射无线电频率能

量，如果没有按制造商书中的要求安装和使用，可能会对无线电和电视接收产生干扰。

通告FCC 规定，未经 Shure Incorporated 明确许可的修改或改装，会使您操作本设备的授权失效。

这些限制旨在针对住宅安装中的有害干扰提供合理保护。本设备产生、使用并可能辐射射频能量，如果未根据说明安装和使用，

则可能对无线电通信产生有害干扰。但是，无法保证在具体安装中不产生干扰。如果本设备确实对无线电或电视接收产生有害干

扰（可通过关闭和打开设备确定），建议用户尝试通过下列一个或多个措施纠正干扰：

调整或重新放置接收天线。

增加设备和接收机之间的间隔。

将设备连接到与接收机使用的不同电路上的插座。

可以向经销商或有经验的无线电/电视工程师咨询寻求帮助。

本设备符合 FCC 法规第 15 章的规定。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才能操作本设备：

本设备不会产生有害干扰。

本设备必须能够接受包括可能导致设备意外操作的任何干扰。

加拿大工业部 ICES-003 合规标签：CAN ICES-3 (B)/NMB-3(B)

注意：测试过程是使用提供和推荐的连接线类型进行的。使用非屏蔽类型的连接线可能会降低电磁兼容性能。

本产品符合所有相关欧盟指令的基本要求，并且允许使用 CE 标志。

可从以下地址获得“CE 符合性声明”：www.shure.com/europe/compliance

授权的欧洲代表：

Shure Europe GmbH
Global Compliance
Jakob-Dieffenbacher-Str.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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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31 Eppingen, Germany
电话：+49-7262-92 49 0
电子邮件：info@shure.de
www.shure.com

Made for iPad (5th generation), iPad (6th generation, iPad (7th generation, iPad (8th generation), iPad Air 2, iPad Air 3, iPad 
Mini 4, iPad Mini 5, iPad Pro 9.7-inch (1st generation), iPad Pro (12.9-inch) 1st generation, iPad Pro 10.5-inch 2017 (2nd 
generation), iPad Pro 12.9-inch 2017 (2nd generation), iPhone 6s, iPhone 6s Plus, iPhone SE, iPhone 7, iPhone 7 Plus, 
iPhone 8, iPhone 8 Plus, iPhone X, iPhone Xs, iPhone Xs Max, iPhone XR, iPhone 11, iPhone 11 Pro, iPhone 11 Pro Max, 
iPhone 12, iPhone 12 Mini, iPhone 12 Pro, iPhone 12 Pro Max, iPhone SE 2, iPod Touch (7th generation).

iPad, iPhone, iPod and iPod touch are trademarks of Apple Inc., registered in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iPad Air, iPad mini, 
and Lightning are trademarks of Apple Inc. The trademark “iPhone” is used in Japan with a license from Aiphone K.K.

Mac  和 Lightning  是 Apple Inc. 的注册商标。
® ®


	Table of Contents
	ShurePlus MOTIV Video   ShurePlus MOTIV™ 视频录制应用程序
	简要说明
	特点

	备用模式
	可视设置
	录制模式

	与 MV88 话筒一起使用 ShurePlus MOTIV 应用
	对准话筒
	竖排（垂直）
	横排（水平）
	电视采访
	自我录制（视频流）

	连接耳机和内联话筒

	设备设置
	设备设置
	预设模式
	Custom Presets

	高级话筒设置
	限幅器
	压缩器
	降低风噪
	左右通道交换
	均衡器

	使用 iOS 设备中的多镜头
	将 Apple Watch 与 ShurePlus MOTIV 配合使用
	将 Apple Watch 连接到 MOTIV 录制应用程序。
	控制部件和导航

	录音提示
	关闭通知
	调节采样率
	获取最佳视频图像
	单声道录音
	立体声录音
	捕捉完整的表演
	使用自动保存功能自信地录音

	使用视频库观看并分享视频
	使用视频库观看并分享视频
	返回相机
	库排序

	故障排除
	故障排除
	系统要求
	系统要求和兼容性：iOS
	使用带 USB-C 的 iPad 

	系统要求和兼容性：Android

	规格
	MFi 认证
	DSP 模式（预设）
	指向性形状
	立体声原理
	支持的音频格式
	支持的音频格式
	频率响应
	可调增益范围
	灵敏度
	最大声压级
	限幅器
	压缩器
	均衡器

	认证
	用户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