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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5C   
家庭办公室话筒

简要说明
Shure MV5C 话筒通过 USB 连接线直接连接到计算机。MV5C 是会议应用的理想选择，具有预设的语音模式，可清晰再现人

声。

产品特点
便捷、紧凑的设计：这款时尚、耐用的话筒安装在随附的 MV5C 桌面支架或任何具有 1/4 英寸螺纹转接头的支架上。

即插即用：MV5C 插入计算机后会自动成为有源音频输入设备。音频输出仍为计算机扬声器或耳机输出。

预设模式：使用预设 DSP 模式可自动调节语音应用的增益、均衡和压缩，从而最大程度地缩减设置时间。

快速设置
将话筒连接到计算机。使用适合的连接线（USB-A 或 USB-C）。

中间的绿色状态 LED 表示连接成功。

确认 MV5C 是所选的音频设备。

大部分计算机会自动检测到 MV5C 并将它指定为主音频设备。如果您的计算机设置默认为其他设备，请打开声音控制面

板并选择 MV5C。

注意：第一次连接到 MV5C 时，音频播放仍将分配给先前选择的输出。这意味着麦克风将启用音频输入，但不输出。音频输出仍将通过计算机扬声器或

耳机输出。

在插入 MV5C 时按住模式按钮，可启用 MV5C 耳机输出。

MV5C 耳机输出未启用，以确保音频播放不会中断。然而，要启用 MV5C 耳机输出，请在连接 MV5C 时按住模式按钮。

耳机 LED 将变成绿色，表示耳机输出已激活。

按模式按钮可开关语音模式。

语音模式是一种增益、压缩和 EQ 预设，旨在优化声调和清晰度。绿色语音图标 LED 表示语音模式已开启。

在您的会议应用程序中，选择 MV5C 作为输入源。

请查阅软件的使用手册，了解有关设定输入源的信息。

有关监听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MV5C 的监听选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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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和控制

① 模式选择按钮

按下可开关语音模式。

② 静音按钮

按下可使话筒输入静音。当话筒静音时，所有 MV5C 的 LED 都会变成红色。

③ 耳机音量控制

启用 MV5C 耳机输出时，调整耳机音量。

④ 耳机输出

插入任何采用 3.5 毫米（1/8 英寸）接头的耳机。

⑤ Micro USB 端口

使用适合的连接线（USB-A 或 USB-C）将 MV5C 连接到计算机。

⑥ 监听指示灯（耳机 LED）

LED 指示灯运行状态 状态

绿色 耳机输出已启用。直接监听已开启。

红色 耳机输出已启用。直接监听已关闭。

关 耳机输出已禁用。

注意：直接监听指通过 MV5C 耳机输出收听播放。

⑦ 状态指示灯

LED 指示灯运行状态 状态

绿色 激活 USB 连接

红色（全部 3 个 LED 指示灯） 已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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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语音模式

当选定语音模式时，LED 指示灯亮起。

预设模式
这些可选择的模式用于调节增益、均衡和动态设置，以产生最佳声音特性，满足您的语音录制需求。

模式 应用 特性

演讲
用于会议应用中的讲话或

人声

预设增益、压缩和 EQ 处理的组合，以优化了您的声音清晰度。去咝声功能可减少

嘶嘶声（说出带有“S”的词语时产生的刺耳声音）。

平坦 适合任何应用
完全未经处理的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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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置
对于会议应用，请将 MV5C 放置在距离脸部 30-46 厘米（12-18 英寸）的地方，然后选择语音模式。为了获得最佳效果，请将话

筒放在键盘的左侧或右侧，并将圆形 Shure 徽标朝向您的嘴部。这样可以正确定位话筒，以获得最佳拾音效果。

调节话筒电平
在会议平台上使用话筒时，通常无需调整话筒电平（增益）。然而，如果您听到失真或音频声音太低，则可在计算机的“音
频”或“声音”控制面板中调节话筒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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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以下事项：

在调节耳机音量之前先设置话筒电平。

耳机音量不会影响发送到计算机的信号电平。

调节耳机电平
启用 MV5C 耳机输出后，使用 MV5C 指轮可以轻松调整耳机监听电平。

访问控制面板
Windows

打开设置窗口，选择系统 > 声音。

选择 Shure MV5C 作为输入设备。

使用电平滑块调整增益。

Mac

在系统首选项中，选择声音。

选择 Shure MV5C 设备作为输入和输出源。

使用输入音量滑块调整增益。

MV5C 的监听选项
通过计算机输出监听
用 USB 线缆将 MV5C 连接到计算机，通过计算机内置的扬声器或耳机输出收听。如果您正在收听计算机音频播放，则 MV5C 上
的耳机 LED 将熄灭，表示耳机输出已关闭。

通过耳机输出收听（直接监听）。
当启用 MV5C 耳机输出时，耳机插孔将均衡混合直接话筒信号（您的声音）和来自计算机的音频播放（您的会议）。这样可让您

使用 MV5C 指轮，为这两个音源方便地调节耳机音量。

在使用 USB 线缆连接到计算机时，按住 MV5C 模式按钮。现在，将耳机连接到 MV5C 耳机输出，即可收听音频播放。如果您正

在收听来自耳机输出的音频，则 MV5C 上的耳机 LED 将变成绿色。

要关闭耳机音频，请按住 MV5C 模式按钮。耳机 LED 将变成琥珀色。

提示：第一次将话筒连接到计算机时，确保在计算机声音控制面板中提高音量水平，以获得强大的音频信号。然后调节耳机电平

以实现舒适地监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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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5 与 MV5C 之比较

故障排除
问题 解决方法

中间的 LED 不亮 确保 MV5C 完全插入。

声音太低
检查计算机声音控制面板设置。当第一次将 MV5C 连接到计算机时，确保提高计算机音量

水平。

声音难听 检查计算机的声音控制面板，确保 MV5C 完全插入并被选为您的音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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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电平达到输入电平表的顶部，则降

低增益。

设备不兼容 USB 集线器。
MV5C 需要每个端口的电流达到 250 毫安。查看 USB 集线器文档，了解每个端口的电流

规格。

常规故障排除
退出并重新启动应用程序。

重启计算机。

注意：如果您继续遇到任何问题，请联系 Shure 服务和维修部。

系统要求和兼容性

Windows
Windows 7 及更高版本

最小 RAM = 64 MB
USB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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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intosh
OS X Lion 10.7 及更高版本

最小 RAM = 64 MB
USB 2.0

规格
DSP 模式（预设）

演讲/平坦

话筒头类型
驻极体电容器 (16 mm)

指向性模式
单向（心形）

位深度
16-bit/24-bit

采样率
48 kHz

频率响应
20 Hz 至 20,000 Hz

可调增益范围
0 到 +36 dB

灵敏度
-40 dBFS/Pa（1 kHz）[1] [2]

最大 SPL
130 dB SPL [2]

耳机输出
3.5 毫米（1/8 英寸）

电源要求
通过 USB 接头供电

静音开关衰减
是

安装架
已随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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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筒座转接器
1/4 英寸 20 螺纹（标准三角架）

外壳
PC/ABS

净重

不带安装架 0.09 公斤 (3.17oz.)

带安装架 0.16 公斤 (5.64oz.)

外观尺寸
66 x 67 x 65 毫米，高 X 宽 X 深

带安装架的尺寸
89 x 142 x 97 毫米 高 X 宽 X 深

线缆
1 米 USB-A 线缆/1 米 USB-C 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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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 USB 缆线 AMV-USB

1 m USB-C cable 95C38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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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 通告：

Shure Incorporated 特此声明，此带有 CE 标志的产品已确定符合欧盟要求。欧盟符合性声明的全文可在以下网站查看：https://
www.shure.com/en-EU/support/declarations-of-conformity。

授权的欧洲进口商/代表：

Shure Europe GmbH
部门：全球合规性

Jakob-Dieffenbacher-Str.12
75031 Eppingen, Germany
电话：+49-7262-92 49 0
传真：+49-7262-92 49 11 4
电子邮件：EMEAsupport@shur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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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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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章表示配件专为与徽标中标识的 Apple 产品连接而设计，并经过开发商的认证，符合 Apple 性能标准。

Apple 不对此设备的运行或安全及监管标准合规性负责。

Apple、iPad、iPhone、iPod 和 Lightning 是 Apple Inc.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注册商标。tvOS 是 Apple Inc. 的商

标。“iPhone”商标在日本使用，并从 Aiphone K.K. 获得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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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 of Contents
	MV5C   家庭办公室话筒
	简要说明
	产品特点

	快速设置
	连接和控制
	连接和控制
	预设模式

	放置
	调节话筒电平
	调节耳机电平
	访问控制面板

	MV5C 的监听选项
	通过计算机输出监听
	通过耳机输出收听（直接监听）。
	MV5 与 MV5C 之比较

	故障排除
	系统要求和兼容性
	规格
	DSP 模式（预设）
	话筒头类型
	指向性模式
	位深度
	采样率
	频率响应
	可调增益范围
	灵敏度
	最大 SPL
	耳机输出
	电源要求
	静音开关衰减
	安装架
	话筒座转接器
	外壳
	净重
	外观尺寸
	带安装架的尺寸
	线缆

	附件
	附件
	提供的附件

	认证
	用户信息
	CE 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