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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rePlus PLAY   
ShurePlus  PLAY 移动音乐应用

一般说明
ShurePlus PLAY 移动音乐应用是一款具有高级均衡控制功能的高解析度音乐播放器。在 iOS 或 Android 移动设备中使用 music 
选项卡可播放未压缩的音频文件。在 settings 选项卡中使用内置的 Shure 均衡预设可自定义声音，或创建自己的均衡预设。在

device 选项卡中，通过连接到 Shure 无线和真无线产品可解锁环境模式和 ANC 功能。

特性
导入和播放多种高解析度标准文件类型

通过调节参量图示均衡自定义预设

使用全屏化推子调整音量

创建播放列表，并按播放列表、艺术家、专辑名称、歌曲名称、流派或作曲家整理音乐库

针对不同收听内容，使用均衡预设模式快速调节至适合的声音。

Music 选项卡
在音乐选项卡中按播放列表、艺术家、专辑、歌曲、流派、作曲家或合辑等类别查看和排序音乐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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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搜索
点击该图标，按艺术家、专辑、播放列表或歌曲名称搜索音乐库。点击清除可删除保存的搜索。

② 编辑
点击编辑可从视图中添加或删除音乐库类别。有关查看收藏的各种方法的信息，请参见“排序音乐库”。

③ 最近播放
查看包含您最近播放之歌曲的专辑。点击显示全部查看您从最近到最早的收听历史。

④ 最近添加
在“最近添加”行查看添加到音乐库的最新内容。点击显示全部查看最近添加的专辑列表，顺序是从最近到最早添加的内容。

⑤ 迷你播放器
显示当前正在播放的歌曲。播放或暂停音乐。点击该图标可显示更详细的音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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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导航条
点击可访问设备连接选项卡、均衡器、应用设置选项卡和返回到音乐库。

对您的音乐库进行排序
使用播放列表、艺术家、专辑、歌曲、流派或作曲家类别对音频文件进行排序和查看。点击音乐屏幕上的编辑，选择要查看的类

别。完成时点击完成。

在每一类别中，各项以字母顺序排列。点击筛选器图标，以查看类别中的其他排序选项。

点击右上角的筛选器图标，以查看所有排序选项。播放列表可按名称或创建日期以字母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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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按字母顺序排序。

显示所有可用的专辑或进行筛选以仅显示 PLAY 库中的专辑。按名称或发行年份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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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类别显示所有可用的曲目或进行筛选以仅显示 PLAY 库中的曲目。按名称、添加到库中的日期或艺术家排序。

将音乐添加到 iOS 设备
ShurePlus PLAY 可以播放本地存储在设备中的文件。每次启动 PLAY 时，“设置”链轮图标上的点表示已在您的设备上找到新的
音频文件并正将其添加到 PLAY 音乐库中。请稍等片刻，让歌曲出现在音乐库中。每次打开 PLAY 时，音乐库都会与设备上的文

件同步。对音频文件所做的任何更改（例如歌曲名称更改）在设备上会保持同步。

提示：为了获得最佳效果，请保持应用程序处于打开状态，以便进行完整、不间断的音乐库同步。加载时间取决于设备类型和库

大小。如果同步中断，只需重新打开 PLAY，同步将继续。

注意：存储在云中的曲目不会出现在 PLAY 应用程序中，且无法播放。将文件下载到您的设备上时，即可播放，且去除了 DRM。PLAY 不会从其他应用程序或云
传输音乐。

使用 AirDrop  添加音乐
确保为接收设备打开 Receiving。选择 Contacts Only 或 Everyone。
选择发送设备上的音频文件。依次点击 Share 和 More 来访问您的联系人。

选择 PLAY 把歌曲复制到 ShurePlus PLAY。

重要提示：如果文件已损坏且无法播放，ShurePlus PLAY 将不会添加曲目。此外，PLAY 不会添加重复曲目。

使用“文件”应用添加音乐
如果这些应用支持文件共享，则可以将音乐从设备上的其他应用复制到 PLAY 应用。

将音频文件从您的电脑上传到移动设备上任意基于云的应用。

打开设备上的文件应用，并找到已上传的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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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添加到 ShurePlus PLAY 的文件。为了获得最佳效果，请一次上传一个文件。

点击操作图标（带有向上箭头的正方形）。

点击复制到 Play。Play 应用程序将打开。

将出现一条通知，告知您文件何时成功导入。

重要提示：如果文件已损坏且无法播放，ShurePlus PLAY 将不会添加该曲目。此外，PLAY 不会添加重复曲目。

从 iTunes 商店添加音乐
从 iTunes 商店购买的音乐文件无 DRM，可以在 PLAY 应用上播放。

在 iOS 设备上，通过打开设置 > PLAY启用同步。打开“允许 PLAY 访问媒体和 Apple Music。” 下次打开 PLAY 应用时，绿色同步

点将出现在设置选项卡上，您的文件将自动添加到 PLAY 音乐库。除了音乐库，最新文件将在“最近添加”行中可见。如果文件未

出现，打开 Music 应用程序，下载购买的歌曲，然后返回到 PLAY 应用程序，寻找绿色同步点。

注意：PLAY 可以播放大多数从 iTunes 购买和下载的文件，因为此类文件无 DRM（数字版权管理）。

从 iCloud 音乐库添加音乐
在 iOS 设备上，通过打开设置 > PLAY启用 iCloud 音乐库同步。打开“允许 PLAY 访问媒体和 Apple Music。” 下次打开 PLAY 
时，该应用程序会自动查找已购买并下载到您的设备上的文件。

首先，将文件下载到设备上。通过前往设置 > 音乐 > 同步库，启用您设备上的 Apple Music 应用程序中的 iCloud 音乐库
同步。或使用 USB 线或 WiFi 将设备连接到电脑进行同步。

将无 DRM 音乐文件下载到您的设备。这些文件已从 iTunes 商店购买（无 DRM），或是从您已经拥有的媒体中截取。

打开 PLAY，以将下载的文件自动同步到您的 PLAY 音乐库。绿点将指示 PLAY 正与设备同步。

可用的无 DRM 文件将出现在 PLAY 音乐库中。PLAY 不支持受版权保护的音乐曲目，如从 Apple Music 订阅下载的音
乐，也不会出现在应用程序中。

注意：来自 Apple Music 订阅服务的所有音乐（无论是传输的还是下载的），都有 DRM（数字版权管理），无法在 ShurePlus PLAY 上使用。

将音乐添加到 Android 设备
激活文件共享
有些 Android 设备需要您先激活文件共享，才能将文件传输到 ShurePlus PLAY。使用 USB 线将移动设备连接到电脑后，该设备

将自动开始充电。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以允许文件传输。

使用 USB 线将 Android 设备连接到电脑
打开 Settings 找到 USB 连接偏好
选择 File transfer
在电脑上的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找到您的设备
找到 Music 文件夹
将文件从电脑拖放到设备上的音乐文件夹中。当您打开 PLAY 应用时，已经通过物理方式存储在设备上的所有音频文件

都将同步到 ShurePlus PLAY 应用。

重要提示：如果文件已损坏且无法播放，ShurePlus PLAY 将跳过曲目。此外，PLAY 不会添加重复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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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亚马逊音乐 (Amazon Music) 及其他应用程序添
加音乐
ShurePlus PLAY 将自动显示在设备上下载和存储的其他应用程序中找到的音频文件。在线购买音乐时，确保购买的是实际音频

文件。流媒体服务支持您下载存储在其流媒体服务上的音乐文件链接，类似于电脑桌面上的应用程序快捷方式。快捷方式不会在

PLAY 应用程序中显示。PLAY 只可以识别已下载到设备的音频文件。

播放专辑
点击您要播放的专辑。点击第一首曲目可收听整张专辑。

您也可以使用 Shuffle 模式收听专辑。随机模式会以随机顺序播放专辑中的所有歌曲，并在播放完所有歌曲后停止播放。

曲目视图
播放

① 音频输出
② 播放队列（可以向上滑动以查看播放队列）

③ 音轨插图
④ 均衡信息，音量水平

⑤ 音轨信息：音轨标题、艺术家、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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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音轨波形
⑦ 播放控件：循环、上一曲、播放/暂停、下一曲、随机播放关闭/打开

调整音量

在歌曲播放屏幕中，点击音量图标。上下滑动绿色条以调整音量，在找到合适的音量水平后点击 X 关闭。

长按音量图标，直到出现全屏音量调节界面。上下滑动绿色条以调整音量，在找到合适的音量水平后点击 X 关闭。

循环

点击循环图标可重复播放您正在收听的专辑、播放列表或播放队列中的所有歌曲。

再按一次可重复一首曲目。

再点击一次返回单一播放，重复关闭。在正常播放（重复关闭）模式下，则在播放完所有歌曲后停止播放。

随机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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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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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随机模式获取播放列表中的所有歌曲，连接到某艺术家的歌曲，某专辑中的歌曲或您的整个歌曲库，并以随机顺序播放。歌曲播

放后，即从随机播放队列中删除。关闭随机播放模式后会继续按原始队列顺序播放歌曲，但会排除已播放过的歌曲。

“播放下一首”和“稍后播放”是将歌曲添加到播放队列中的选项。

播放下一首：选定歌曲被添加到随机播放队列，待当前播放歌曲结束后播放。

稍后播放：选定歌曲被添加到随机播放队列的末尾。

均衡器
使用 PLAY 均衡器微调 PLAY 应用程序中的音乐。为获得平坦不变的频率响应，关闭均衡器，将忽略均衡器。所有均衡更改均将

保留在连接的 AONIC 设备中，会对所有音频造成影响。这将持续存在，直到 PLAY 应用程序中发生更改。

预设模式
使用预设可快速访问常用的收听场景。通过七个可选的 4 波段预设可优化增益、均衡和压缩设置。播放一首歌曲并找到您认为最

适合此歌曲的预设，然后根据需要调节电平。

预设 应用

低音增强 增加低频

低音切除 减少低频

高音增强 增加高频

高音切除 减少高频

人声增强 通过强调音域提高声音清晰度

消齿音 减少丝丝声/说话时的齿音

响亮 低音量收听时的清晰度。增强低音和高音频率，使整体声音感觉更响亮。

创建自定义预设

添加新预设
向下滚动并点按 添加新预设或点按手动。新预设开始时平坦。

调整频率、增益和带宽参数。有三种方法可以调节均衡。

点击值以键入特定数字。

点击 - 或 + 以更大的增量进行调整。

点击并拖动带编号的圆圈以进行更大的更改。

点按保存以命名并保存新的自定义预设。自定义预设将显示在 Shure 预设列表之后。

复制预设
您可以复制 Shure 和自定义预设。如果您喜欢预设的声音，但又想对声音进行调整，则复制预设很方便。

首先选择一个已存在的预设。

点击更多选项的 3 个点，然后选择复制。

向下滚动，在自定义预设列表中找到要复制的预设。

点击更多选项的 3 个点，然后选择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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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频率、增益和带宽参数。键入特定数字。点击 - 或 + 以更小的增量进行调整。或者，手动点击并拖动带编号的圆圈以

进行更大的更改。

点按保存以保存新的自定义预设。

调节均衡

选择并调节均衡器的频率、增益和带宽。

均衡说明
4 波段参数均衡器可用于调节独立的可调节频率范围，以精确形成频率响应。均衡器可被忽略，以实现平坦的频率响应。

频率 选择要降低/增强的滤波器中心频率。

增益 调节指定滤波器的电平。

带宽或 Q 调节受滤波器影响的频率范围。该值为八度。

常用的 EQ 调整
高音增强，以提高语音清晰度：添加一个高架滤波器，将大于 1 kHz 的频率增强 3-6 dB

降低环境 HVAC 噪声：添加一个低切滤波器，降低 200 Hz 以下的频率

减少颤动回音和齿音：识别能“激荡”房间的具体频率范围：

设置一个窄的 Q 值
将增益增加到 +10 和 +15 dB 之间，然后试验 1 千赫到 6 kHz 之间的频率，以确定颤动回音或齿音的范围

减少已识别频率（从 -3 和 -6 dB 之间开始）的增益，以尽量减少无用的房间声音

减少空洞的、共鸣房间声音：识别能“激荡”房间的具体频率范围并降低：

设置一个窄的 Q 值
将增益增加到 +10 和 + 15 dB 之间，然后试验 300 Hz 到 900 Hz 之间的频率，以确定谐振频率

减少已识别频率（从 -3 和 -6 dB 之间开始）的增益，以尽量减少无用的房间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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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具有主动降噪 (ANC) 功能的均衡
“要打开均衡器，主动降噪将从最大减少到正常。或者可以保持 ANC 设置为最大，使用应用程序内均衡。”

均衡器选项卡上面的名称指示使用的是 AONIC 50 还是 PLAY 应用程序内均衡。

AONIC 50 均衡：将 PLAY 均衡预设保存到耳机，离开 PLAY 应用程序，并继续在设备上的其他应用程序中听取均衡设置。此均

衡器会影响您通过 AONIC 50 听到的一切。

注意：如果 ANC 设置为最大，则 AONIC 50 均衡关闭。

PLAY 应用程序内均衡：将 ANC 设置为最大；但均衡只会影响 PLAY 音乐库中的文件。应用程序内均衡会影响 PLAY 应用程序
播放的所有内容。

注意：如果您在 Android 系统上启用 LDAC 编解码器，则禁用 AONIC 50 均衡，但您能够使用 PLAY 应用程序内均衡以及下载到
PLAY 音乐库的文件。LDAC 编解码器将一直保持启用状态，直到关闭为止。

播放队列

播放队列是已排入队列（按播放顺序排列）的歌曲集合。歌曲播放或跳过后，即从队列中移除。

查看播放队列：打开曲目视图屏幕。点击并向上滑动，以打开队列。或点击右上角的播放队列图标以显示或隐藏播放队列。

清除播放队列：点击播放新专辑或播放列表中的歌曲将清除队列，并添加选定曲目和随后的歌曲。清除播放队列之前，将提示您

确认选择，以避免意外更改。将从新选择的曲目继续播放。

控制部件
按住任何艺术家、专辑或歌曲可显示可用选项菜单。

上一个/下一个音轨：在音轨视图中，向左或向右滑动以浏览队列。

播放下一首：将歌曲、艺术家或专辑添加到播放队列的顶部。

稍后播放：将歌曲、艺术家或专辑添加到播放队列的底部。

添加到播放列表：将歌曲、艺术家或专辑添加到您选择的播放列表中。

查看艺术家：打开艺术家库。

查看专辑：打开专辑。

删除：删除歌曲、艺术家或专辑。

在收听 PLAY 时，即使在导航到设备主屏幕和屏幕变暗之后，应用程序也会继续播放您的队列。



Shure Incorporated

14/19

1.
2.
3.

1.
2.
3.

1.
2.
3.
4.

使用播放列表
创建新播放列表

点击主屏幕上的播放列表链接。

点击“创建播放列表...”。
输入播放列表名称，然后点击“确定”。

注意：可以有多个具有相同播放列表名称的播放列表。

将音乐添加到播放列表

从歌曲列表中添加歌曲
点击 Songs。
长按您想添加到播放列表中的歌曲。

点击 Add to Playlist，然后选择要使用的播放列表。

从播放列表中添加歌曲
点击 Playlists。
选择播放列表。

点击右上角的 3 个点可弹出选项菜单。

点击 Edit Playlist 和 Add Songs。

删除歌曲、专辑、艺术家或播放列表
删除 PLAY 应用后，您上传到应用音乐库中的所有歌曲也会被删除。存储在其他应用中的歌曲不受影响。

删除播放列表长按要删除的播放列表，然后点击 Delete Playlist。播放列表将被删除，但歌曲将保留在 PLAY 库中。

删除艺术家长按要删除的艺术家，然后点击 Delete Artist。该艺术家的所有歌曲和专辑将从设备中删除。

删除专辑长按要删除的专辑，然后点击 Delete Album。将从设备中删除该特定专辑。

删除歌曲长按要删除的歌曲，然后点击 Delete Song。该歌曲将从设备中删除。或者长按播放列表中的歌曲，然后点击 Delete 
Song 也可从设备中删除歌曲。

使用播放列表队列可从播放列表中移除歌曲，但不会将其从音乐库中删除。在播放窗口中，向上轻扫以显示播放队列。点击带有

一条横线的红色圆圈，然后点击 Delete。这会将歌曲保留在设备上，但会将其从播放列表中删除。

“设备”选项卡
使用“设备”选项卡连接到 Shure 无线产品，即可访问设备上可用的功能，如环境模式和 ANC 功能等，并自定义提示和音色。在

PLAY 应用程序中均衡音频，您的声音将保留在您的 AONIC 设备中。

请确保您选择了正确的附件型号，以便 PLAY 应用可以支持合适的灵敏度级别。您的设备将显示在屏幕上，带有相应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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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选择不合适的耳机型号有可能会导致耳机音量增加过大。长时间暴露在过高音量下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听力损伤 (NIHL)，请
参考耳机用户指南中的安全准则以获取更多信息。

处于活动状态的电话呼叫话筒
对于真无线耳机用户，请注意，打电话时仅使用一个适配器（右侧或左侧）发送音频。选定哪一侧，取决于哪一侧适配器的信号

连接最强。您可查看设备选项卡，确定每次通话时哪一侧处于活动状态。

设置选项卡

点击设置图标，访问 PLAY 应用程序设置选项卡。您可在此处配置应用程序功能，并访问用户指南和均衡器设置。使用 PLAY 均
衡器预设塑造声音，或创建自己的自定义预设。请参阅“创建自定义预设”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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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
4.

5.

处于活动状态的电话呼叫话筒
打电话时仅使用一个适配器发送音频。查看设置选项卡，以确认当前使用的适配器。通过此方法，可确保在通话过程中不会移除

该适配器或无意中阻挡话筒。

Shure AONIC 产品固件更新
请更新 AONIC 产品上的固件，以利用额外的功能和设计改进。要检查固件更新，请将 AONIC 产品连接至运行 ShurePlus PLAY 
应用程序的设备，该应用程序适用于 Android 和 iOS。

请遵照以下步骤进行固件更新
在移动设备上启用“请勿打扰”，以避免因通知而中断。

打开蓝牙并将 AONIC 产品与您的设备配对。

注意：Android 用户请检查设置，确保两个适配器都已连接到您的设备。

打开 ShurePlus PLAY 应用，然后选择 Device 选项卡。

重要提示：请确保耳机或适配器都与设备配对且靠近设备（针对适用的产品）。

如果耳机或适配器都未自动连接，请点击 Music 选项卡，然后轻触回到 Device 选项卡。

有可用更新时，设备设置菜单中的固件更新旁会出现一个绿点。

点击插入符号图标，然后按照屏幕上的分步说明进行操作。进度条会显示两个适配器的进度百分比；只需进行这一步操

作。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shure.listening
https://apps.apple.com/us/app/shureplus-play/id132628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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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

◦

7.

•
•
•
•
•
•
•
•

成功更新后，屏幕上会显示“Update Completed”。
在更新完成之前，请勿关闭 AONIC 产品的电源。

固件更新过程中，请勿将适配器放回充电盒。否则会取消更新进程。

注意：如果第一次尝试更新失败，在再次尝试之前请务必完全退出该应用。您可能需要强制退出该应用，以确认它不

在后台运行。请等待 5 分钟后再打开应用并再次尝试。您可查看以下列表，获取成功更新的提示。

在 About 菜单中确认固件是否为最新版本（设备屏幕 > … > About > Firmware Version）。

确保可靠更新的提示
确保移动设备和您的 AONIC 产品已开机并放在一起。

下载期间使用耳机或移动设备会拖慢或取消固件更新进程。

进行更新时，您的移动设备和 AONIC 产品最少应有 50% 的电量。

耳机和耳塞更新的大致下载时间最多为 30 分钟。

请勿退出 PLAY 应用并确保您的屏幕处于唤醒状态。

建议启用请勿打扰，以避免下载更新时出现中断。

不要在移动设备或无线 WiFi 密集的区域（例如机场或火车站）进行更新。这种干扰会极大拖慢或取消更新进程。

确保您的移动设备使用的是最新操作系统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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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
•

如果遇到问题，请联系 Shure 服务和维修部。

故障排除
问题 解决方案

来自云的音轨不会显示在应用程

序中。
只显示下载到设备上的音轨。

PLAY 没有与我的音乐库同步。 关闭并重启应用程序，以重新与设备上的音频文件同步。

我的文件无法在应用程序中播

放。

要确保 PLAY 能够播放该音频，请确保该文件：

是一个音乐文件。

是不受保护的资产；不受版权保护。

下载到您的设备上，而非流式传输。

没有损坏。

音频声音过高或过低。 检查均衡设置。关闭均衡器，以确保您不会对音频文件进行不必要的调整。

均衡无明显变化。
确保均衡器处于打开状态。均衡仅适用于已下载到设备并通过 PLAY 应用程序播放的音
乐。

耳机无法连接到蓝牙。
选择设备设置 >  > 恢复默认设置 >  > 确认，以重置您的无线耳机。这将还原语音提示语

言、语音提示音量并清除已配对的设备列表。

常规故障排除

确保您的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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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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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列出了两种用于恢复出厂设置的方法：

删除设备上的所有歌曲关于 > 删除所有歌曲
清除 PDL（已配对设备列表）设置 > 忘记设备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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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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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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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频类 1.1 支持及更高版本

Android 为 Google Inc. 的商标。

支持的音频格式
iOS

FLAC 最高 352 khz

MP3 32 到 320 kbps,44.1 千赫茲,48 千赫茲

MP4 音频 音频文件扩展名：.mp4、.m4a、.m4p、.m4b

AIFF 音频文件扩展名：.aiff、.aif、.aifc

AAC 最高 352 khz

PCM/WAV 最高 352 khz

ALAC 最高 384 KHz

Android
FLAC 最高 352 khz

M4A 最高 352 khz

MP3 16 到 320 kbps,44.1 千赫茲,48 千赫茲

MKV 最高 352 khz

PCM/WAV 最高 352 khz

OGG Vorbis 最高 352 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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