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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5   
數位電容話筒

簡要說明
Shure MV5 話筒透過 USB 或 Lightning  連接直接連接到電腦或移動裝置。MV5 具備預先調好的話音和樂器記錄模式，便於快

速、輕鬆地配置，非常適合家庭錄音或播客。

特色
便捷、緊湊的設計：這款圓滑、耐用的話筒安裝在 MV5 桌面支架或任何具有 1/4 英吋螺紋接頭的支架上。

即插即用：當插入 USB 或 Lightning 相容裝置時，MV5 自動成為活躍音訊裝置。

預設模式：利用設計用於調整您各種應用增益、等化與壓縮的預設 DSP 模式，以減少設定時間。

快速設定
將話筒連接到電腦或移動裝置。使用適合的纜線（USB 或 Lightning）。

綠色狀態 LED 指明成功連接。

備註：當使用 Voice Memo 等應用時，在開始錄音之前，LED 將不會點亮。

確認 MV5 是所選的音訊裝置。

大部分電腦和移動裝置會自動檢測 MV5 並將它指定為主音訊裝置。如果您的電腦設定預設為另一個裝置，請開啟聲音控

制面板並選擇 MV5。若要快速核實裝置已被識別，請將耳機插入 MV5 音訊輸出口並播放音軌。如果您可聽到聲音，則話

筒運行正常。

備註：當 MV5 被指定為音訊裝置時，來自記錄軟體的所有監聽和重播均傳遞到 MV5 的耳機輸出。

使用 MODE 按鈕來選擇適合您的應用的預設模式。

如果音訊太安靜或造成失真，可手動配置增益。但是，這些模式通常不需要額外的增益調節。請參閱本指南中的「調節話

筒電平」主題以瞭解詳情。

在您的錄音應用程式中，選擇 MV5 作為輸入源。

請查閱軟體的使用指南，瞭解有關設定輸入源的資訊。

錄音。

話筒已準備好隨時可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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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和控制

① 模式選擇按鈕

按下以在預設模式之間切換

② 靜音按鈕

按下可使話筒輸入靜音

③ 耳機音量控制

調節耳機音量

④ 耳機輸出

插入任何帶有 3.5 毫米（1/8 英吋）接頭的耳機

⑤ Micro USB 連接埠

使用適合的纜線（USB 或 Lightning）將 MV5 連接到電腦或移動裝置

⑥ 話音模式

當選定此模式時，LED 指示燈亮起

⑦ 狀態指示燈

LED 行為 狀態

綠色 啟動 USB 或 Lightning 連接

閃爍紅色（全部 3 個 LED） 已靜音

⑧ 樂器模式

當選定此模式時，LED 指示燈亮起

備註：當兩個模式 LED 都熄滅時，切換至平坦模式。

預設模式
三種可選擇的模式用於調節增益、等化和動態設定，為您的錄音需求產生最佳聲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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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應用場合 特性

語音

用於播客或音樂應用中的

講話或人聲

利用等化來強調清晰度和豐滿度，以及使用溫和壓縮以使電平保持一致。去噝聲功

能可減少嘶嘶聲（說出帶有「S」的詞語時產生的刺耳聲音）。

樂器

最適合原聲樂器現場音樂

應用

透明的壓縮使音量峰值變平滑及提供安靜的通路。等化化可強調細節並產生總體自

然的聲音。

正常 適合任何應用
完全未經處理的信號（未使用等化或壓縮設定）。在錄音後處理音訊時增加了靈活

性。

進階咪高峰設定
選取好應用程式的預設模式後，用限幅器、壓縮器及等化器控制項微調錄製音質。使用其他錄音和錄影應用程式時，這些設定將

會保留在咪高峰中。

限幅器
打開或關閉限幅器，設定輸入閾值，並防止錄製時音量峰值導致的失真。

壓縮器
選擇無壓縮、或選擇輕度或重度壓縮，以控制動態音的音量。壓縮器可窄化動態範圍；也就是說可以增強安靜的訊號並降低大聲

的訊號。

等化器

將預設模式更改為傾聽 DSP 變化，並使用等化器增強或減弱頻帶以提高聲音清晰度。

注意：預設內的等化將不會顯示。然而，進階設定狀態列中的等化器圖像會顯示使用者選擇的等化。

點擊以存取 MOTIV 等化器。等化更改在等化器影像中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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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預設模式變更時保持 EQ。

擺放
此節為典型使用情況下的話筒擺放提供建議。請記住，有許多有效方式來記錄給定的音源。試驗不同的話筒擺放和設定，找到最

適合的設定。

播客和錄音
將話筒設定為話音模式。直接在話筒前方講話，距離 2-12 英吋（5-30 公釐）遠。更靠近話筒講話可產生更低頻的響應，類似於

無線電廣播中的聲音。如有需要，進行額外的增益調節。

音樂、歌唱和原聲樂器
若要捕獲原聲音源（例如歌唱、原聲吉他、溫和打擊樂器或其他樂器），請使用靠近的話筒擺放方式。從樂器模式開始，以便獲

得最佳效果。

將話筒直接對準聲音源。對於單個音源（例如絃樂器或聲樂家），請將話筒擺放在 6 至 12 英吋（15 至 30 公釐）遠的位置。對

於一個小群體或同時歌唱和演奏樂器的表演者，使用 2 至 10 英尺（0.6 至 3 公尺）的距離。將話筒擺放到更遠的位置，可產生

更空曠的聲音。如有需要，進行額外的增益調節。

樂隊和更大聲的音源
若要錄製帶有鼓聲、放大樂器聲或任何其他更大聲音源的樂隊聲音，請從樂器模式開始，以便獲得最佳效果。請將話筒朝向樂

隊，距離為 6 至 15 英尺（1.83 至 4.6 公尺）。話筒的擺放取決於房間的大小、人數和樂器音量。如有可能，在房間內四處走動

並聆聽，找出聲音效果的最好的位置。如有需要，進行額外的增益調節。

對於單個電吉他放大器，請將話筒朝向揚聲器的中心，距離為 0 至 18 英吋（0 至 45 公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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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技巧
Shure 提供有關特定樂器和應用的錄音技術的附加教育出版物。如需瞭解詳細資訊，請造訪 www.shure.com。

調節話筒電平
使用適當的預設模式時，話筒電平（增益）通常不需要調節。不過，若您聽到失真或音訊聲音太低，請在電腦或錄音裝置的「音

訊」或「聲音」控制面板中調節話筒電平。

牢記以下事項：

在調節耳機音量之前先設定話筒電平。

耳機音量不會影響發送到電腦的信號電平。

使用話筒上的指輪將耳機音量調節為舒適的音量。請勿變更話筒增益來調節耳機音量。

調節耳機電平
耳機監聽音量受到裝置和電腦設定音量的影響。請提升電腦音量並透過 MV5 指輪輕鬆調節耳機。

存取控制面板

Windows
開啟聲音控制面板並選擇錄音標籤。

開啟 Shure MV5 裝置。

在電平標籤下面，使用滑塊調節增益水平。

Mac 開啟音訊 Midi 設定面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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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 Shure MV5 裝置。

按一下輸入以使用滑塊調節增益。

Mac 音訊設定面板

輸入電平表
若您的數位音訊工作站或錄音軟體具有輸入電平表，請調節話筒電平以使其峰值介於 -12 和 -6 dB 之間。否則，只需聆聽音訊以

確保它足夠大聲且不失真。

峰值水平

典型電平表上的峰值水平的目標範圍介於 -12 和 -6 dB 之間。

透過耳機聆聽
耳機插孔均勻混合話筒直接信號和來自電腦的音訊重播。這樣可讓您使用 MV5 上的指輪，為這兩個音源方便地調節耳機音量。

若要相對於話筒直接信號調節重播音訊的音量，請使用電腦或 DAW 混音器設定。

技巧：第一次將話筒連接到電腦時，確保在電腦聲音控制面板中提高音量水平，以獲得強大的音頻信號。然後調節耳機電平以實

現舒適地監聽。

採樣率和位深度
採樣率和位深度設定可在電腦上的「音訊」或「聲音」控制面板中的下拉功能表中找到。您可調節這些變數以適合您的需求。當需要

獲得較小的檔案以方便下載時，為播客錄音選擇較低的採樣率。對於音樂和更有活力的錄音，選擇較高的採樣率。

技巧：在較高採樣率下錄音，然後轉換為 M4A，獲得具有最高音質且大小可控的檔案。

PC 使用者提示：確保在電腦聲音控制面板中找到的話筒採樣率和位深度設定，與軟體中所選的採樣率和位深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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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問題 解決方法

顯示幕未亮起 確保 MV5 完全插入。

聲音太低 檢查電腦聲音控制面板設定。當第一次將 MV5 連接到電腦時，確保提高電腦音量電平。

聲音難聽 檢查電腦的聲音控制面板，確保 MV5 完全插入並被電腦識別。

聲音失真
使用音訊電平表以確保音量峰值處於目標範圍內。如果電平達到輸入電平表的紅色峰值指

示符，則降低增益。

聲音聽起來不自然或抖動
確保在電腦聲音控制面板中找到的話筒採樣率和位深度設定，與軟體中所選的採樣率和位

深度一致。

MV5 已插入，但音量計未顯示

信號。

在 SETTINGS > PRIVACY > MICROPHONE 下編輯 iOS 裝置的隱私設定，賦予錄音應用程

式權限以使用麥克風。

裝置不可連接到 USB 集線器上

使用。
MV5 需要每個埠的電流達到 250 毫安培。查看 USB 集線器文件，瞭解電流/埠規格。

系統要求
系統要求和相容性：Mac

MacOS 10.13 到 10.15
64 位元

最小 2 GB 的記憶體

最少 500 MB 的硬碟空間

系統要求和相容性：Windows
Windows 10
64 位元

最小 2 GB 的記憶體

最少 500 MB 的硬碟空間

系統要求和相容性：iOS
iOS：iOS 14 及更高版本

iPhone：iPhone 6s 及更高等級

iPod Touch：第 7 代
iPad：第 5 代 iPad 及更高等級

iPad Mini：第 4 代 iPad Mini 及更高等級

系統要求和相容性：Android
將會與任何具有下列項目的 Android 裝置共同運作：

Android Pie 9.0 及更高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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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主機電源需求為 ≥ 100 mA
支援 USB 音訊類 1.1 及更高版本

Android 為 Google Inc. 的商標。

備註：如需受支援 Android 裝置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https://www.shure.com/MOTIVcompatibility。

規格
MFi 認證

是

DSP 模式（預設）

話音/樂器/平坦

咪高峰頭類型
駐極體電容器（16 毫米）

指向性模式
單向（心形）

位深度
16-bit/24-bit

採樣率
44.1/48 kHz

頻率響應
20 Hz 至 20,000 Hz

可調增益範圍
0 至 +36 dB

靈敏度
-40 dBFS/Pa，於 1 kHz [1] [2}

最大聲壓級
130 dB SPL [2]

耳機輸出
3.5 公釐（1/8 英吋）

電源要求
透過 USB 或 Lightning 接頭提供電力

靜音開關衰減
是

https://www.shure.com/MOTIVcompa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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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架
已隨附

話筒座轉接器
1/4 英吋 20 螺紋（標準三腳架安裝）

外殼
PC/ABS

淨重

不帶安裝架 0.09 kg (3.17oz.)

帶安裝架 0.16 kg (5.64oz.)

尺寸
66 x 67 x 65 毫米 高 x 寬 x 厚

帶安裝架的尺寸
89 x 142 x 97 毫米 高 x 寬 x 厚

纜線
/1 米 Lightning 纜線（僅 LTG 型號）

[1] 1 Pa=94 dB SPL

[2] 最低增益，平坦模式

Polar Pattern

Frequency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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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提供的附件

MV5 桌面支架 AMV5-DS

1 公尺 USB 纜線 AMV-USB

1 公尺 Lightning 纜線 AMV-LTG

認證
用戶資訊
本設備已經過測試，符合 FCC 法規第 15 章有關 B 類數位裝置的限制。本設備會產生、使用並可能發射無線電頻率能量，如果

沒有按生產商說明書中的要求安裝和使用，可能會對無線電和電視接收產生干擾。

通知：根據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的法規，未經 Shure 公司明確許可的修改或改裝會使您操作本設備的授權失效。

這些限制專適用於在住宅內安裝此設備，能夠為用戶提供免受有害干擾影響的足夠保護。本設備產生、使用並可能發射無線電頻

率能量，如果沒有按照要求安裝和使用設備，可能會對無線電通訊產生有害干擾。但是，並不保證本設備在特定的安裝情況下不

產生干擾。如果本設備確實對收音機或電視機的接收產生有害干擾，可以通過關閉本設備然後再打開的方法來確定干擾，建議用

戶通過以下一種或多種方法自行排除此干擾。

調整接收天線的方向或位置。

增大設備和接收機之間的距離。

將設備連接到與接收機不同的電路插座。

可以向經銷商或有經驗的無線電/電視工程師諮詢尋求幫助。

本裝置符合 FCC 法規第 15 章的規定。必須滿足以下兩個條件才能操作本裝置：

本裝置不產生有害干擾。

本裝置必須能夠接受包括可能導致裝置意外操作的任何干擾。

加拿大工業部 ICES-003 合規標籤：CAN ICES-3 (B)/NMB-3(B)

備註：測試是使用所提供和推薦的纜線類型完成的。使用其它無遮罩的纜線類型可能會降低 EMC 效能。

CE 通知：

Shure Incorporated 特此聲明，本產品附有 CE 標記且已被判斷為符合歐盟要求。EU 合規聲明的全文載於以下網站：https://
www.shure.com/en-EU/support/declarations-of-conformity。

歐盟授權進口商/代表：

Shure Europe GmbH
部門：全球合規性

Jakob-Dieffenbacher-Str.12
75031 Eppingen, Germany
電話：+49-7262-92 49 0
傳真：+49-7262-92 49 11 4
電子郵件：EMEAsupport@shure.de

本產品符合所有相關歐盟法規的基本要求，並且允許使用 CE 標誌。

https://www.shure.com/en-EU/support/declarations-of-conformity
https://www.shure.com/en-EU/support/declarations-of-confor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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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Made for Apple」徽章表示附件專為與徽標中標識的 Apple 產品連接而設計，並經過開發商的認證，符合 Apple 性能標準。

Apple 不對此設備的運行或安全及監管標準合規性負責。

Apple、iPad、iPhone、iPod 和 Lightning 是 Apple Inc. 在美國和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註冊商標。tvOS 是 Apple Inc. 的商標。

「iPhone」商標在日本使用，並從 Aiphone K.K. 獲得許可證。

Mac 和 Lightning 是 Apple Inc. 的注冊商標


	Table of Contents
	MV5   數位電容話筒
	簡要說明
	特色

	快速設定
	連接和控制
	連接和控制
	預設模式
	進階咪高峰設定
	限幅器
	壓縮器

	等化器

	擺放
	播客和錄音
	音樂、歌唱和原聲樂器
	樂隊和更大聲的音源
	其他技巧

	調節話筒電平
	調節耳機電平
	存取控制面板
	輸入電平表

	透過耳機聆聽
	採樣率和位深度
	故障排除
	故障排除
	系統要求
	系統要求和相容性：Mac
	系統要求和相容性：Windows
	系統要求和相容性：iOS
	系統要求和相容性：Android

	規格
	MFi 認證
	DSP 模式（預設）
	咪高峰頭類型
	指向性模式
	位深度
	採樣率
	頻率響應
	可調增益範圍
	靈敏度
	最大聲壓級
	耳機輸出
	電源要求
	靜音開關衰減
	安裝架
	話筒座轉接器
	外殼
	淨重
	尺寸
	帶安裝架的尺寸
	纜線

	附件
	附件
	提供的附件

	認證
	用戶資訊
	CE 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