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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rePlus PLAY   
ShurePlus  PLAY 行動音樂應用程式

簡要說明
ShurePlus PLAY 行動音樂應用程式是一款具有進階 EQ 控制功能的高解析度音樂播放器。在 iOS 或 Android 行動裝置中使用

music 標籤可播放未壓縮的音訊檔案。在 settings 標籤中使用內建的 Shure 均衡預設可自訂聲音，或建立自己的 EQ 預設。在

device 標籤中，透過連接到 Shure 無線和真無線產品可解鎖環境模式和 ANC 功能。

特性
匯入和播放多種高解析度標準檔案類型

使用參數化圖形 EQ 自訂預設

使用全螢幕化音量控制器調整您的音量

建立播放清單，並按播放清單、藝術家、專輯名稱、歌曲名稱、流派或作曲家整理音樂庫

針對不同收聽內容，使用 EQ 預設模式快速調節至適合您的聲音

Music 標籤
在音樂標籤中按播放清單、藝術家、專輯、歌曲、流派、作曲家或合輯等類別檢視和排序音樂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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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搜尋

點按圖示，按藝術家、專輯、播放清單或歌名搜尋音樂庫。點按清除以移除已儲存的搜尋。

② 編輯

點按編輯以從視圖總新增或移除音樂庫類別。有關檢視個人收藏作品的各種方式，請參閱「篩選您的音樂庫」以了解更多資訊。

③ 最近播放

檢視含有您最近播放歌曲的專輯。點按顯示全部，以從最近到最早檢視您的聆聽歷史記錄。

④ 最近新增

在「最近新增」列中檢視最新加入您的音樂庫的作品。點按顯示全部，以清單形式檢視最近到最早新增的專輯。

⑤ 迷你播放器

顯示目前正在播放的歌曲。播放或暫停音樂。點按以顯示更詳細的曲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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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導航棒

點按可存取裝置連接標籤、等化器、應用程式設定標籤和返回到音樂庫。

篩選您的音樂庫
按播放清單、藝術家、專輯、歌曲、流派或作曲人類別篩選及檢視您的音訊檔案。點按編輯（在音樂畫面）並選擇您要檢視的類

別。完成後，點按完成。

在類別中，項目按字母排序整理。點按篩選器圖示，以檢視類別中的其他篩選選項。

點按右上角的篩選器圖示以檢視所有篩選選項。播放清單可按照名稱以字母排序篩選，或按照創建日期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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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按字母順序排序。

顯示所有可用的專輯或進行篩選以僅顯示 PLAY 庫中的專輯。按名稱或發行年份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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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歌曲類別顯示所有可用曲目，或可篩選以僅顯示位於 PLAY 音樂庫內的曲目。按照名稱、歌曲新增至音樂庫的日期或藝

術家來篩選。

將音樂新增到 iOS 裝置
ShurePlus PLAY 可以播放儲存在本機上的檔案。每當您開啟 PLAY 時，「設定」鏈輪圖示上會顯示一點，表示在您的裝置上找到

新音訊檔案，並正在新增至 PLAY 音樂庫。請稍等片刻，讓歌曲出現在音樂庫中。每次您開啟 PLAY 時，音樂庫都會與您裝置上

的檔案進行同步。音訊檔案的任何變更，例如歌曲標題變更，會在整個裝置上保持一致。

貼士：為了獲得最佳結果，請讓應用程式保持開啟狀態，以便進行完整、不間斷的音樂庫同步。載入時間取決於裝置類型和音樂

庫大小。如果同步中斷，只需重新開啟 PLAY，就會繼續同步。

備註：儲存在雲端的曲目不會在 PLAY 應用程式中出現，也無法播放。檔案下載到裝置後，如果不受數碼版權管理 (DRM) 限制，即可播放。PLAY 不會從其他應

用程式或雲端串流播放音樂。

使用 AirDrop  新增音樂
確認接收裝置上的 Receiving 已開啟，選擇 Contacts Only 或 Everyone。
選擇傳送裝置上的音訊檔案。點按 Share，然後點按 More，以連接您的聯絡人。

選擇 PLAY 將歌曲複製到 ShurePlus PLAY。

重要提示：如果檔案已損壞且無法播放，ShurePlus PLAY 將不會新增曲目。此外，PLAY 不會新增重複曲目。

使用檔案應用程式新增音樂
如果這些應用程式支援檔案共用，則可以將音樂從裝置上的其他應用程式複製到 PLAY 應用程式。

將音訊檔案從您的電腦上傳到行動裝置上任意基於雲端的應用程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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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裝置上的檔案應用程式，找已上傳的音訊檔案。

選擇要新增至 ShurePlus PLAY 的檔案。為了獲得最佳結果，每次請上載一個檔案。

點按動作按鈕（含有向上箭頭的正方形）。

點按複製至 Play。PLAY 應用程式隨即開啟。

檔案成功匯入的時，將會出現通知。

重要提示：如果檔案已損壞且無法播放，ShurePlus PLAY 將不會新增曲目。此外，PLAY 亦不會新增重複曲目。

從 iTunes Store 新增音樂
從 iTunes Store 購買的音樂不受數碼版權管理 (DRM) 限制，可於 PLAY 應用程式中播放。

在您的 iOS 裝置上，開啟設定 > PLAY 以進行同步。開啟「允許 PLAY 存取媒體和 Apple Music。」下次開啟 PLAY 應用程式時，

「設定」標籤將不會出現綠色點，您的檔案將自動新增至 PLAY 音樂庫。除了音樂庫外，新增的檔案還可於「最近新增」行中看到。

如果檔案沒有出現，請開啟音樂應用程式，下載已購買的歌曲，然後返回 PLAY 應用程式並尋找綠色同步點。

備註：PLAY 可以播放大部分從 iTunes 購買和下載的檔案，因為這些檔案不是數碼版權管理 (DRM) 限制。

從 iCloud 音樂庫新增音樂
在您的 iOS 裝置上，開啟設定 > PLAY 以啟用 iCloud 音樂庫同步。開啟「允許 PLAY 存取媒體和 Apple Music。」下次您開啟 PLAY 
時，應用程式將自動尋找已購買並下載至裝置上的檔案。

首先，將檔案下載至裝置上。在裝置上前往設定 > 音樂 > 同步音樂庫，以在 Apple 音樂應用程式中啟用 iCloud 音樂庫同

步。或者使用 USB 纜線或 WiFi 來連接裝置，透過電腦進行同步。

下載無 DRM 限制的音樂檔案至裝置上。這些檔案乃購買自 iTunes Store（無 DRM 限制），或者來自您已經擁有的媒體

內容。

開啟 PLAY 以自動同步已下載的檔案至 PLAY 音樂庫。綠色點表示 PLAY 正在與裝置進行同步。

您可用的無 DRM 檔案將出現在 PLAY 音樂庫中。PLAY 不支援受版權保護的音樂曲目，例如從 Apple Music 訂閱中下載

的曲目，因此該等曲目不會在應用程式中出現。

備註：所有來自 Apple Music 訂閱服務的音樂，不論是串流或下載，都設有 DRM（數碼版權管理）限制，因此不適用於 ShurePlus PLAY。

將音樂新增到 Android 裝置
啟用檔案共用
有些 Android 裝置需要您先啟用檔案共用，才能將檔案傳輸到 ShurePlus PLAY。使用 USB 纜線將行動裝置連接到電腦後，該裝

置將自動開始充電。請按照以下步驟操作，以允許檔案傳輸。

使用 USB 纜線將 Android 裝置連接至桌上型電腦

打開 Settings 找到 USB 連接喜好設定

選擇 File transfer
在電腦上的 Windows 檔案總管中找到您的裝置

找到 Music 資料夾

將檔案從電腦拖放到裝置上的音樂資料夾中。當您打開 PLAY 應用程式時，已經透過物理方式儲存在裝置上的所有音訊

檔案都將同步到 ShurePlus PLAY 應用程式。

重要提示：如果檔案已損壞且無法播放，ShurePlus PLAY 將跳過曲目。此外，PLAY 不會新增重複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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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mazon Music 及其他應用程式新增音樂
ShurePlus PLAY 將自動顯示已下載並儲存在您的裝置上、並在其他應用程式中找到的音訊檔案。在網上購買音樂時，請確保您

購買了確切的音訊檔案。串流服務將允許您下載儲存在其串流服務中之音樂檔案的連結，類似與桌面電腦的應用程式捷徑。這些

捷徑不會顯示在 PLAY 應用程式中。PLAY 僅能識別已下載至裝置上的音訊檔案。

播放專輯
點按您要播放的專輯。點按第一首曲目可收聽整張專輯。

您也可以使用 Shuffle 模式收聽專輯。隨機模式會以隨機順序播放專輯中的所有歌曲，並在播放完所有歌曲後停止播放。

曲目檢視
播放

① 音訊輸出

② 播放列表（您也可以向上滑動以檢視播放列表。）

③ 歌曲插圖

④ EQ 資訊，音量

⑤ 歌曲資訊：歌曲標題、演出者、專輯

⑥ 歌曲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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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播放控制：循環播放、上一首曲目、播放/暫停、下一首曲目、隨機播放開啟/關閉

調整音量

在歌曲播放畫面中，點按音量圖示。上下滑動綠色條以調整音量，在找到合適的音量水平後點按 X 關閉。

長按音量圖示，直到出現全螢幕音量調節介面。上下滑動綠色列以調整音量，在找到合適的音量水平後點按 X 關閉。

循環播放

點按循環播放圖示以重複播放正在聆聽之專輯、播放清單或播放佇列中的所有歌曲。

再次點按以重複播放一首歌。

再點按一次以返回單次播放，並關閉重複播放功能。在正常播放（非重複播放）中，當所有歌曲播放完畢後，即會停止播放。

隨機播放

選擇播放清單中的所有歌曲、與某藝術家相關的所有歌曲、專輯中的歌曲，或整個歌曲音樂庫 歌曲，並以隨機方式播放。歌曲播

放後將從隨機播放佇列中被移除。關閉隨機播放模式後會繼續按原始序列順序播放歌曲，但會排除已播放過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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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
3.
4.
5.

6.

播放下一首和稍後播放，都是新增歌曲至播放佇列中的選項。

播放下一首：所選歌曲會新增至隨機播放佇列，並會在當前播放歌曲結束後立即播放。

稍後播放：所選歌曲會新增至隨機播放佇列的末端。

均衡器
使用 PLAY 等化器，在 PLAY 應用程式中微調音樂。要取得平坦、無變化的頻率回應，關閉等化器，它將被旁通。任何 EQ 變化

將保留在您已連接的 AONIC 裝置上，並會影響所有音訊。這情況將持續至在 PLAY 應用程式內變更為止。

預設模式
使用預設值來迅速存取常用的聆聽情景。七個可選的 4 頻段預設值，能優化增益、等化和壓縮的設定。播放一首歌並找出您認為

最適合該歌曲的預設值，然後按需要調整水平。

預設 應用場合

低音加強 增加低頻

低音切除 減少低頻

高音增強 增加高頻

高音切除 減少高頻

人聲增強 強調人聲範圍，以提高人聲清晰度

消齒音 減少人聲嘶嘶聲/顫聲

高音 低音量聆聽時的清晰度。同時增強低音和高音頻率，讓整體聲音感覺更響亮。

建立自訂預設

新增預設
向下捲動以點按新增預設值或點按手動。新預設值會從平坦開始。

調整您的頻率、增益和頻寬參數。調整等化器的方式有三種。

點擊數值以輸入指定數字。

點擊 - 或 + 以增加調整幅度。

點按並拖曳標有數字的圓圈，以實現更大的調整幅度。

點按儲存以命名並儲存新的自訂預設值。自訂預設值將出現在 Shure 預設值列表後。

複製預設
您可以複製 Shure 和自訂的預設值。如您喜歡預設值的音色，但希望調整音效並保留調整，複製預設值會是很方便的辦法。

首先選擇已有的預設值。

點按更多選項 3 點，並選擇複製。

向下捲動以在自訂預設值列表中找出您要複製的預設值。

點按更多選項 3 點，並選擇編輯。

調整您的頻率、增益和頻寬參數。輸入指定數字。點按 - 或 + 以小幅度調整。或者手動點按並拖曳標有數字的圓圈，以實

現更大的調整幅度。

點按儲存以儲存新的自訂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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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 EQ

在等化器中選擇並調整頻率、增益及頻寬。

有關等化的闡釋
4 波段參數等化器可用於調節獨立的可調節頻率範圍，以精確形成頻率響應。等化器可被忽略，以實現平坦的頻率回應。

頻率 選擇要減弱/增強的濾波器中心頻率。

增益 調節特定濾波器的電平。

頻寬或 Q 調節受到濾波器影響的頻率範圍。此值以倍頻程表示。

常用 EQ 調節
高音增強可改善語音清晰度：新增高頻棚架濾波器，讓大於 1 kHz 的頻率增強 3-6 dB

環境 HVAC 雜訊降低：新增低切濾波器，以衰減低於 200 Hz 的頻率

降低顫動回波和嘶嘶聲：識別「刺激」室內空間的特定頻率範圍：

設定窄 Q 值
將增益增加為 +10 和 +15 dB 之間，然後使用 1 kHz 和 6 kHz 之間的頻率進行實驗，以查明顫動回波或嘶嘶聲的範圍

依識別的頻率降低增益（在 -3 和 -6 dB 之間開始），以減少不必要的室內聲音

降低空洞、共鳴的室內聲音：識別「刺激」室內空間的特定頻率範圍並將其降低：

設定窄 Q 值
將增益增加為 +10 和 +15 dB 之間，然後使用 300 Hz 和 900 Hz 之間的頻率進行實驗，以查明共鳴頻率

依識別的頻率降低增益（在 -3 和 -6 dB 之間開始），以減少不必要的室內聲音

使用 ANC 均衡
「若要開啟等化器，主動降噪將從最大降低到正常。或者您可以保留 ANC 設定為最大，並使用應用程式內的 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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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化器索引標籤上方的名稱顯示了正在使用的是 AONIC 50 還是 PLAY 應用程式內的 EQ。

AONIC 50 EQ：儲存您的 PLAY EQ 預設值至耳機上，退出 PLAY 應用程式，並使用裝置其他應用程式，繼續聆聽您的 EQ 設
定。此等化器會影響您透過 AONIC 50 所聽到的一切。

備註：如果 ANC 設定為最大，則 AONIC 50 EQ 會關閉。

PLAY 應用程式內的 EQ：可在 ANC 設定至最大時運作；然而，EQ 只會影響到 PLAY 音樂庫內的檔案。應用程式內 EQ 會影響

PLAY 應用程式內播放的一切。

備註：如果您在 Android 上啟用了 LDAC 編碼器，AONIC 50 EQ 會被停用，但您可以使用 PLAY 應用程式內的 EQ 來聆聽已下

載至 PLAY 音樂庫的檔案。LDAC 編碼器會維持啟用，直至您將其關閉為止。

播放佇列

播放佇列是以其播放順序排列的一系列歌曲。當歌曲播放或被跳過後，將從佇列中移除。

檢視播放佇列：開啟曲目檢視畫面。點按並向上滑動以展開佇列。或者點按右上角的播放佇列圖示，以顯示或隱藏播放佇列。

清除播放佇列：點擊播放新專輯或播放清單中歌曲即可清除佇列，並新增所選曲目及其後的歌曲。清除播放佇列前，您需要確認

選擇，以免意外變更。播放將從最新選擇的曲目繼續。

控制
按住任何藝術家、專輯或歌曲可顯示可用選項的功能表。

上一個 / 下一個曲目在曲目視圖中，左右滑動以在佇列中導航。

播放下一首：將歌曲、藝術家或專輯新增到播放佇列的頂部。

稍後播放：將歌曲、藝術家或專輯新增到播放佇列的底部。

新增至播放清單：將歌曲、藝術家或專輯新增到您選擇的播放清單中。

檢視藝術家：開啟藝術家庫。

檢視專輯：開啟專輯。

刪除：刪除歌曲、藝術家或專輯。

聆聽 PLAY 時，即使瀏覽裝置主畫面或顯示屏變暗後，應用程式仍將繼續播放佇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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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
2.
3.

1.
2.
3.
4.

使用播放清單
建立新的播放清單

點擊主畫面上的播放清單連結。

點擊 "建立播放清單..."。
輸入播放清單名稱，然後點擊 "確定"。

備註：多個播放清單可使用相同的名稱。

將音樂新增至播放清單

從歌曲清單中新增歌曲
點擊 Songs。
長按要新增至播放清單中的歌曲。

點擊 Add to Playlist，然後選擇要使用的播放清單。

從播放清單中新增歌曲
點按 Playlists。
選擇播放清單。

點擊右上角的 3 點，就會顯示選項功能表。

點擊 Edit Playlist 和 Add Songs。

刪除歌曲、專輯、藝術家或播放清單
刪除 PLAY 應用程式後，您上傳到應用程式音樂庫中的所有歌曲也會被刪除。儲存在其他應用程式中的歌曲不受影響。

刪除播放清單長按要刪除的播放清單，然後點按 Delete Playlist。播放清單將被刪除，但歌曲將保留在 PLAY 庫中。

刪除藝術家長按要刪除的藝術家，然後點按 Delete Artist。該藝術家的所有歌曲和專輯將從裝置中刪除。

刪除專輯長按要刪除的專輯，然後點按 Delete Album。將從裝置中刪除該特定專輯。

刪除歌曲長按要刪除的歌曲，然後點按 Delete Song。該歌曲將從裝置中刪除。或者長按播放清單中的歌曲，然後點按 Delete 
Song 也可從裝置中刪除歌曲。

使用播放清單佇列可從播放清單中移除歌曲，但不會將其從音樂庫中刪除。在播放視窗中，向上輕掃以顯示播放佇列。點按帶有

一條橫線的紅色圓圈，然後點按 Delete。這會將歌曲保留在裝置上，但會將其從播放清單中刪除。

裝置標籤
使用裝置標籤來連接至 Shure 無線產品，並存取適用於裝置的功能，例如環境模式和 ANC，並個人化彈出式提示與鈴聲。在

PLAY 應用程式中等化音訊，音效將保留在您的 AONIC 裝置上。

確保您選擇了正確的配件型號，讓 PLAY 應用程式能支援適當的敏銳度水平。您的裝置將在顯示屏中出現，並顯示對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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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選擇不合適的耳機型號有可能會導致耳機音量增加過大。長時間暴露在過高音量下可能造成永久性的聽力損傷 (NIHL)，請

參考耳機使用者指南中的安全準則以獲取更多資訊。

使用中通話咪高峰
真無線耳機使用者請注意：通話僅使用一個適配器（右或左）來傳輸音訊。所選一側為訊號連接最強一側的適配器。您可以查看

裝置標籤，以判斷每則通話使用了哪一側。

設定標籤

點按設定圖示以存取 PLAY 應用程式設定標籤。您可在此配置應用程式功能，並存取使用者指南和等化器設定。使用 PLAY 等化

器預設值來塑造音效，或建立您的自訂預設值。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建立自訂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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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

◦
4.

5.

使用中通話咪高峰
通話僅使用一個適配器來傳輸音訊。請查看設定標籤，以了解目前正在使用哪個適配器。如此一來，您就能確保不會移除該適配

器，或意外在通話期間封鎖咪高峰。

Shure AONIC 產品韌體更新
系統顯示提示時，在 AONIC 產品上更新韌體，即可運用其他功能和設計增強功能。要查看韌體更新，請將 AONIC 產品連接至運

行 ShurePlus PLAY 應用程式的裝置；該應用程式適用於 Android 和 iOS 裝置。

請遵照以下步驟進行韌體更新
在流動裝置上啟用「勿擾模式」以避免通知打擾。

開啟藍牙並將 AONIC 產品與您的裝置配對。

收件人：Android 使用者請檢查設定，確保兩個適配器都已連接到您的裝置。

開啟 ShurePlus PLAY 應用程式，然後選擇 Device 索引標籤。

重要提示：請確保耳機或適配器都與裝置配對且靠近裝置（針對適用的產品）。

如果耳機或適配器都未自動連接，請點擊 Music 索引標籤，然後輕觸回到 Device 索引標籤。

有可用更新時，裝置設定功能表中的韌體更新旁會出現一個綠點。

點按插入符號，然後按照螢幕上的分步說明進行操作。進度列會顯示兩個適配器的進度百分比；只需進行這一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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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成功更新後，螢幕上會顯示「Update Completed」。
在更新完成之前，請勿關閉 AONIC 產品的電源。

韌體更新期間，切勿將適配器放回充電盒。否則將取消更新。

備註：如果第一次更新嘗試失敗，務必徹底退出應用程式，然後再重新嘗試。您可能需要強制退出應用程式，以確認

其沒有在背景中運行。請先等待 5 分鐘，再開啟應用程式進行嘗試。有關成功更新的貼士，請參閱以下清單。

在 About 功能表中確認韌體是否為最新版本（裝置螢幕 > … > About > Firmware Version）。

確保可靠更新的提示
確保行動裝置和您的 AONIC 產品已開機並放在一起。

下載期間使用耳機或流動裝置可能會拖慢或取消韌體更新進程。

進行更新時，您的行動裝置和 AONIC 產品最少應有 50% 的電量。

耳機和耳筒更新的大致下載時間最多為 30 分鐘。

請勿退出 PLAY 應用程式並確保您的螢幕處於喚醒狀態。

我們建議啟用勿擾模式，以免下載更新時遭到打擾。

不要在流動裝置或無線 WiFi 密集的區域（例如機場或火車站）進行更新。這種干擾會極大拖慢或取消更新進程。

確保您的行動裝置使用的是最新作業系統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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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
•

如果遇到問題，請聯絡 Shure 服務和維修部。

故障排除
問題 解決方法

來自雲端的音訊曲目沒有顯示在

應用程式中。
只會顯示下載至裝置上的曲目。

PLAY 沒有與我的音樂庫同步。 關閉並重新開啟應用程式，以重新建立與裝置上音訊檔案的同步程序。

我的檔案沒有在應用程式中播

放。

為了確保 PLAY 能夠播放音訊，請確認該檔案：

是音樂檔案。

是不受保護的資產；不受版權保護。

下載到您的裝置上，且非串流播放。

非損壞的檔案。

音訊聲音過高或過低。 檢查等化設定。關閉等化器以確保您沒有對音訊檔案作出不想要的調節。

等化中沒有可識別到的變更。 確保等化器已開啟。等化僅適用於下載至裝置上及從 PLAY 應用程式播放的音樂。

耳機無法連接到藍牙。
選擇裝置設定 >  > 恢復預設設定 >  > 確認以重設無線耳機。此舉將還原語音提示語言、語

音提示音量，並清除已配對裝置的清單。

一般故障排除

確保您的 PLAY 應用程式已更新至最新版本。

確保手機的作業系統已更新至最新版本。

關閉並重新開啟應用程式。

關機並重啟裝置將清除快取，有時這也可以幫助提高軟體性能。

下面列出了兩種用於恢復工廠設定的方法：

刪除裝置上的所有歌曲關於 > 刪除所有歌曲

清除 PDL（已配對裝置清單）設定 > 忘記裝置

規格
系統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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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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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要求和相容性：Android
可與具備以下條件的任何 Android 裝置相容：

Android Pie 9.0 及更高版本

支援 USB 音訊類 1.1 及更高版本

Android 為 Google Inc. 的商標。

支援的音訊格式
iOS

FLAC 最高 352 KHz

MP3 32 到 320 kbps,44.1 千赫,48 千赫

MP4 音訊 音訊檔案副檔名：.mp4、.m4a、.m4p、.m4b

AIFF 音訊檔案副檔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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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千赫

MKV 最高 352 KHz

PCM/WAV 最高 352 KHz

OGG Vorbis 最高 352 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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