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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i   
数字音频接口

一般说明
Shure MVi 是一个紧凑型数字音频接口，用于将话筒、吉他或其他乐器连接到计算机或移动设备。音频和电源通过单个 USB 或
Lightning  连接进行传送，以便提供简单和轻便的录音解决方案。MVi 耳机输出除了传送来自计算机的音频以用于回放和原带配
音之外，还可传送话筒/乐器信号，实现实时监听。

特点
使用直观的触控面板界面轻松调节设置

通过 Lightning 接口与大多数苹果设备（iPhone、iPad 和 iPod）兼容
通过 USB 接口与大多数计算机、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兼容

采用时尚设计，包含专业级耐久性的全金属外壳

耳机输出允许实时监听现场信号和来自计算机或设备的音频

预设 DSP 模式包括用于特定应用的均衡和压缩设置

概述

① USB 连接
MVi 后面板上的 MicroUSB 端口用于通过 USB 或 Lightning 连接将它连接到计算机或移动设备。电源和音频均通过此连接来

传递。

② 话筒或乐器
话筒、乐器或线性来源插入复合 XLR-¼" 输入端口。

③ 耳机监听
连接耳机，聆听来自话筒的实时音频和来自计算机的音频回放。

④ 控制部件
MVi 触控面板可控制话筒增益、耳机电平和录音模式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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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设置
MVi 与大多数具有 USB 或 Lightning 接口的设备兼容。

将 MVi 连接到计算机或移动设备。使用适合的连接线（USB 或 Lightning）。

驱动程序将自动安装。触控面板亮起以指示连接成功。

MVi 被自动指定为活跃音频设备。

如果 MVi 不是选定的音频设备，请打开声音控制面板并选择 Shure MVi 驱动程序。

在 MVi 设备驱动程序上调节耳机音量。

从声音控制面板打开 Shure MVi 驱动程序并在回放或输出选项卡增大耳机音量。

将话筒或乐器插入到后面板的输入端口。

XLR/TRS 复合输入与话筒、吉他、乐器和其他线路电平音源兼容。

注意：电容话筒需要幻像电源才能运行。若要打开幻像电源，请按住静音按钮 3 秒钟。当幻像电源激活时，后面板上的 PH PWR LED 指示灯亮起。

小心：如果使用的是铝带话筒，切勿激活幻像电源，因为幻像电源可能会损坏该话筒。

使用MODE按钮选择适合您的应用的预设模式，并调节话筒增益以满足应用条件。

如果音频太安静或造成失真，可手动调节增益。请参阅本指南中的“调节话筒电平”主题以了解更多详情。

注意：当使用 MVi 时，您可通过设备的耳机输出监听和聆听回放。

插入耳机以监听实时音频和回放。

按下耳机按钮切换为音量控制滑块来调节耳机音量（当调节耳机音量时，LED 指示灯从绿色切换为橙色）。

注意：切勿使用增益调节来让耳机提供更大音量。

您已准备好，可以开始录音。

触控面板接口控制部件

触控面板

① 音量控制滑块
通过在控制表面滑动手指来调节话筒或耳机音量。

按下模式按钮可激活话筒电平。

按下耳机按钮可激活耳机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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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LED 指示灯条
显示话筒和耳机电平。LED 指示灯颜色指明正在显示或调节的电平。

绿色：话筒电平

橙色：耳机电平

③ 静音按钮
按下可使话筒静音和取消静音。

④ 模式选择器
按下可选择预设模式。

⑤ 耳机音量选择器
按下可选择耳机电平控制部件（橙色 LED 指示灯条）。然后使用音量控制滑块来调节耳机电平。再次按下以返回话筒电平显

示（绿色 LED 指示灯条）。

后面板

① 耳机输出（3.5 毫米）

连接耳机以监听音频。

② 话筒/乐器输入
接受 XLR 或 ¼" 连接。

③ Micro-USB 端口
使用适合的连接线连接到计算机或移动设备。

④ 幻像电源指示器
当激活时亮起（按住静音按钮 3 秒可打开/关闭）

1/4" 乐器输入监听
MVi 配备 XLR 和 1/4” TRS 输入组合。当插入 1/4” 输入到 MVi 时，输入模式切换至 Hi-Z（乐器），且仅平坦模式可用。平坦预

设模式下，输入监听可以打开或关闭。

注意：当插入 1/4” 输入时，没有其他预设模式可用且 Mode 按钮可打开和关闭输入监听。

模式 LED 亮起：输入监听已启用

模式 LED 熄灭：输入监听已禁用

当您想要在录制时听到输入信号时，使用输入监听。如果您想要在信号受到影响后对其进行侦听，请关闭输入监听并通过录制设

备来监听。

预设模式
提供了五种可选择的模式来优化增益、立体声宽度、均衡和压缩的设置。设置话筒电平，并尝试多种模式以找到最适合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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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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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式
应用 特性

演

讲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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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可使音量峰值变平滑并提供安静的通路。该均衡器设置增强细节并产

生总体自然的声音。

大

声

现场表演和更大

声的音源

宽广的立体声用于增强音源之间的分离。均衡通过降低频率（该频率使得乐器声音听起来嘈杂）进

一步提高清晰度。

高级话筒设置
选择预设模式后，使用限幅器、压缩器和均衡器设置对声音进行微调。使用其他音频和视频录制应用程序时，这些设置会保留在

话筒中。

限幅器
打开或关闭限幅器，以防止录制时音量峰值导致的失真。

压缩器
选择“不压缩”，或选择轻度、中度或重度压缩，以在使用动态音源时控制音量。安静信号会加强，音量较大的信号则会降低。

均衡器

将预设模式更改为倾听 DSP 变化，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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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 图标会指示用户选择的均衡设置。

均衡更改在均衡器图像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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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设模式更改时 EQ 会保留。

调节话筒电平
为您的录音应用选择正确的预设模式。如果您听到失真或音频声音太低，则可在计算机或录音设备的“音频”或“声音”控制面板中
调节话筒电平。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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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前面板上的音量滑块来调节话筒增益水平。

注意：话筒增益控制独立于预设模式之外。设置您的话筒电平并通过预设模式试验动态处理选项。

调节耳机电平
耳机监听电平会受到 MVi 设备电平和计算机设置电平的影响。提高计算机的音量，然后可轻松地通过 MVi 触控面板耳机控制装
置来调节耳机。

访问控制面板

PC
打开声音控制面板并选择录音选项卡。

打开 Shure MVi 设备。

在电平选项卡下面，使用滑块调节音量。

Mac
打开音频 Midi 设置面板。

选择 Shure MVi 设备。

单击输入以使用滑块调节增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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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音频设置面板

输入电平表
如果您的数字音频工作站或录音软件有输入电平表，调节话筒电平以使其峰值介于 -12 和 -6 分贝之间。否则，只需聆听音频以

确保声音足够大且不失真。

峰值水平

典型电平表上的峰值水平的目标范围介于 -12 和 -6 分贝之间。

使用 MOTIV设备进行监控
耳机输出支持话筒直接信号的均匀混合和通过计算机进行音频回放。这样您可以使用设备触控面板上的一个控制元件来调节整体

耳机音量。若要改变相对于话筒直接信号电平的回放音频的音量，请调节计算机或 DAW 混音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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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设备上调节

耳机电平，以实现舒适监听。

采样率和位深度
采样率和位深度设置可在计算机上的“音频”或“声音”控制面板中的下拉菜单中找到。您可调节这些变量以适合您的需求。当需要

获得较小的文件以方便下载时，为播客录音选择较低的采样率。对于音乐和更有活力的录音，选择较高的采样率。

提示：在较高采样率下录音，然后转换为 M4A，获得具有最高音质且大小可控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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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用户提示：确保在计算机声音控制面板中找到的话筒采样率和位深度设置与软件中所选的采样率和位深度匹配。

故障排除
问题 解决方法

显示屏未亮起 确保 M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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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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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Vi 完全插入并被计算机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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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

峰值指示符，则降低增益。

声音听起来不自然或抖动
确保在计算机声音控制面板中找到的话筒采样率和位深度设置与软件中所选的采样

率和位深度一致。

设备不兼容 USB 集线器。
M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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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要求和兼容性

Windows
Windows 7 及更高版本
最小 RAM = 64 MB
USB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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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S iOS 10.0 及更高版本

iPhone iPhone 5 及更高版本

iPod Touch 第 5 代

iPad iPad 第 4 代及更高版本



Shure Incorporated

10/12

iPad Mini iPad Mini 第 1 代及更高版本

规格
MFi 认证
是

DSP 模式（预设）

语音/歌唱/原声/大声/平坦

输入
组合 XLR 和 6.35 毫米（1/4 英寸）TRS

输入阻抗
1/4 英寸乐器输入 >1 MΩ

位深度
16 位/24 位

采样率
44.1/48 千赫茲

频率响应
20 赫兹 到 20,000 赫兹 

可调增益范围

3-插针 XLR 0 到 +36 dB

6.35 毫米（1/4 英寸）TRS +9 dB

最大输入电平

3-插针 XLR 0 dBV 

6.35 毫米（1/4 英寸）TRS +9 dBV 

耳机输出
3.5 毫米（1/8 英寸）

电源要求
通过 USB 或 Lightning 提供电力

幻像电源
+48V USB/+12V iOS

[1]

[1]

[1]



Shure Incorporated

11/12

1.
2.

•
•
•
•

静音开关衰减
是

外壳
全金属结构

净重
310.0 克 (10.93盎司)

外观尺寸
42 x 84 x 72 毫米 高度 x 宽度 x 深度

At Minimum Gain, Flat Mode

附件
提供的附件

1 米 USB 缆线 AMV-USB

1 m USB-C cable 95C38076

认证
Information to the user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received,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Note: This equipment has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s for a Class B digital device, pursuant to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These limit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gainst harmful interference in a residential 
installation. This equipment generates uses and can radiate radio frequency energy and, if not installed and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may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communications. However,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interference will not occur in a particular installation. If this equipment does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or 
television reception, which can be determined by turning the equipment off and on, the user is encouraged to try to correct the 
interference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measures:

Reorient or relocate the receiving antenna.
Increase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equipment and the receiver.
Connect the equipment to an outlet on a circuit different from that to which the receiver is connected.
Consult the dealer or an experienced radio/TV technician for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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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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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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中东、非洲总部

部门：欧洲、中东、非洲审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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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shur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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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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