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节奏音轨“从活着击鼓 - 回顾与比较

宋节奏音轨

- 节奏音轨的歌曲。
“宋节奏音轨”是移动音乐家的 App 提供 生产就绪 节奏后盾这是现
在市面上的苹果 iOS 应用商店
活着击鼓 带来 音乐家生产质量节奏后盾，这是最方便的形式 - 移动
应用来选择，下载和播放活着击鼓的“宋节奏音轨”。

宋节奏音轨 完全布置到歌曲又名它的曲式节奏背衬（无旋律或和
声）组成的新型背景音轨的“SongFormi”。
这些轨道是类似完整的表演什么 一 期望小号从专业鼓手。他们有一
个计数中，介绍部分，多个合唱团和特点的结局，所有的框架与罢了
划定音乐片段的开始和结束。移动产品设计强调提供这种级别的安排
没有一个典型的编曲的接口，从而保持界面简洁。人们可以选择一个曲目在 下 30 秒，在 15 秒一次 一
得到小号 它的窍门。

Ť 他应用包括：使用一些精确的节奏变化和基本的演出曲目设施序列的演
出或即兴演奏曲目的球员。它的使用 各种能力的音乐家。 ñEW 音乐家
使用 在 App 至 提供了一个伴奏歌曲节奏，让他们学会保持时间从一开始，
并从参与和鼓舞人心的节奏中受益那是同情的歌曲。 Gigging 音乐家目录
他们的支持成的 setlists 和 用它来指导性能。 HAVING 质量节奏后盾，
有演出曲目设施和音乐家的球员， 都在一个应用程序 是这样一个方便使
用自己节奏背衬越来越发现。

A“音乐家的播放器”： w ^帽子的是什么？一个自动调暗屏幕，会玩在后
台，具有良好的尺寸按键和允许您更改与设备的物理按键音量。是的，所
有这一切，但是这个播放器还显示器 轨道如的音乐形式“4 个合唱的

STD 的 32 条。AABA 形式（8|8/8|8）没有说明”和 4 杆
结束”，并且提供视觉跟踪 针对此因为它起着。这是只是 信息音乐家

想他们就是即将播放曲目之前。 一世˚F 他们开始失去自己的位置有点 而他们玩在显示快速浏览可能会
得到他们回来“轨道“一次。
有一个巨大的节奏的数量从（在千）和无尽的选择 音乐˚F 奥姆斯为您 歌曲。一旦请求，下载可能需要
几分钟到它的设备上播放之前到达。活着击鼓授予用户权限再混合轨道，使他们能够使用 iTunes 文件共
享将其传送到计算机，然后包括它用户 自己的作品和专辑发行。

什么套 宋节奏音轨 分开？
1.选择在排序： 选择的选择 小号翁”SF 按名称 ORM，或 或者 通过使用棒符号，在提供测序接口是
以前没有见过的创新，一个是给这个应用程序的性质。它的意思是 s 表示 音乐家 需求 要知道这首歌的
音乐形式， 这肯定，如果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做到均匀。 一个 音乐家可能不熟悉命名
方案 正在使用，但应用程序，使用 SongForm 名字的时候， 一个 LSO 提供小号 与说明 棒符号的，所
以当一个选择，“32 条 AABA” 它 得到的 显示为“32 条的 std。AABA 形式（8|8/8|

8）”。

有丰富的资源对活着的击鼓对 SongForm 网站。 事实上，SongForm 名不必在所有使用，还

可以选择“8

| 8/8 | 8”并获得

非常 相同的描述显示，“32 条的 std。AABA 形式（8|8/8|

8）”。 该 应用 也 提供了一个灵活的设施 一个 音乐家 一首歌曲的形式自己的定义使用“棒符号ii”，
例如“8|4/8|6”，允许 高度复杂的，用户定义的形式。 另外， 该应用程序还包括一 歌曲共享 设施，
因此，如果你的歌有其 SongForm 共享之前，你就可以 看它 通过输入名称后，按下放大镜搜索按钮。

2.专注于完整的，生产就绪的轨道，而不是鼓循环：活着打鼓不提供测序接口，所以有没有鼓循环。取而
代之的是，有一个简单的选择界面，指定（一）歌曲的形式和（ii）的节奏。这个保持清洁的界面。它的
或 从计数在一个完整的轨迹一直到结束或什么都没有。循环甚至没有在播放器界面提供。 一世 T 的清
楚，所有的这个应用程序的方式是约 进行到 高品质的，完整的，生产就绪的轨道。它是为专业音乐工
作者和业余爱好者挑剔。这不是一个玩具，但 它 没有 G 一世我们已经我们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最有趣
的。

3.这是一个客户端 - 服务器解决方案：活着击鼓的后端服务器 做 测序和音频制作，交付完成 Ť 架到所
述移动装置。这是不能被其他应用程序所采取的办法哪里 一切 是 在该应用内，或者使用 定制循环或
使用的是 iOS”通用 MIDI 声音。这个意思活着击鼓的 溶液具有吨他用户 等待 ING 对于下载完成，但
是这 做证 更高质量，并从服务器音轨更大的选择。

4.从选材到表演音乐家友好的界面：最后，整个用户体验“性能 - 友好”采用标准 iOS 的功能，如表和
采摘，而不是深奥的设计和测序接口。它的设计由音乐家为音乐家 以简单
易用。有直截了当 指定轨接口是很重要的音乐家 因为 Ť 哎玩新曲目所有
的时间，不想浪费出场时间排序鼓循环 - 这样 真正的这是 我怀疑大部分
的音乐家从来不做序列鼓循环的 - 这是太多精力 并经常与过少的回报。
然而，服用 15 秒到指定下一曲目得到一个伟大的冠冕堂皇的后盾 是一个
完全不同的前景。
一样的 与音乐家友好的方法 玩家。再次，这是很重要的音乐家，是否 表
演或练习时，玩家很容易使用 - 读大按钮 - 和 HA 咏 该 截 显示音轨的
结构 代替 专辑封面 这么多有用。 最后，音乐家需要玩家综合演出曲目
设施。 他们需要可以订购他们的踪迹，添加和删除多个轨道 设置列表。
这些核心功能， 区分 音乐家 需要的是一般的音乐听众。 所有这些方面
相结合，使这个应用程序很容易死的音乐家准备，实践和执行的 setlists 这
些曲目。

怎么办 宋节奏音轨 与竞争对手相比如何？
这是一个非常新型的应用程序，但还有 是 对比 至 宋节奏音轨。 考虑这些替代品。
（一世） 类似的高 质量 音频， 总 灵活性，更高 采购 价减去方便： 采购和学习先进的工作站工具
为专业音乐工作者，以创造高品质的后盾音乐。这有类似 用无疑更加的功能和灵活性，但出色的音频质
量将需要相当多的时间， 说 大约 30 分钟后，用音序软件创建一个新的轨道，使音频，标签 它并将其
传输到移动设备的练习，播放或使用标准的音乐播放器，如苹果公司的“音乐”应用程序执行。你获得
的组成特征和灵活性，但失去了便利 - 尤其是在和的 setlists 球员。
（ⅱ） 降低 品质，更低的价格，不同的便利： 采用移动击鼓应用。 有有很多品种，以功能和设施很
多种击鼓应用程序。他们一般都比较便宜，但以同样的方式不”交付。这里 是那些 也许 接近[R 到

SongForm 节奏音轨 用例：
会议乐队鼓手： 这个程序的目的是类似的命题 - 以优良的品质鼓后盾 移动界面，但我觉得它达不到在
提供两者：（i）真正高品质的节奏后盾音乐及（ii）一个方便的接口。用户界面是基于视觉测序，具体
的任务。这是一个改进，不必使用基于工作站音序器和传送到移动设备，
但我怀疑还是太复杂，因此 仍然是一个门槛了很多音乐家。 作为一个
具有与序列的轨道，我 Ť 是 肯定更繁琐，慢于使用 宋节奏音轨。另外，
有没有真正的演出曲目设施，如前所述，我不认为它提供了足够的吸引
力，现实击鼓。它是虽然 相当便宜宋节奏音轨 与较低的初始成本，并
没有限制，你可以序列的轨道。

iRealPro： 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应用程序， 虽然可能不是节奏，仅支
持音乐方面通常认为。它管理的 setlists 一个伟大的工作，有一个用户贡
献这往往意味着准备调曲调库是非常有效的。它的优势是在获得全多仪
器 被跟踪伴奏（节奏与和谐），以著名的曲调完全与曲子的屏幕上的铅
片作为歌曲的进展。这可能是基于 MIDI 技术，并提供良好的设施，以
平衡组合。这种混合可以调整到只有节奏的一部分。

iRealPro 具有良好的质量它的价格 而 T3 这里没有很多的节奏选择。
有擦。再次，音频 质量是不是真的存在。 一世 T 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第
一次遇到，但一段时间后，在听到同样的循环和过度失去光泽。 如果只
打节奏的伴奏，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二合一”，因为它这是特别真实”
小号 听起来更令人印象深刻在比完全混合节奏只跟踪。这是为什么节奏
的缺少声音相比宋节奏音轨？ iRealPro 是一个应用程序与音频循环的
有限集合。我没有听到被用于相同的节奏的不同节奏不同的循环。我没
有听到该 人类基因变异，使得击鼓活了过来，并像一个用干我没有听到
真正伟大的击鼓 宋节奏音轨。 IRealPro 有一种廉价的工具，以帮助学习新的曲调很多的追随者; 宋节
奏音轨 在不同的市场确实起到。 它更多的是玩到大的各种高品质的有节奏的伴奏比学习音乐的享受。
还有其他的基于移动的应用程序，但没有显著新考虑与方便的接口高品质的节奏后盾的时候。 歌手 是
的竞争对手 iRealPro 有一个稍微不同的市场，类似的结果。还有其他的击鼓特定应用程序，但他们都
沦陷，在提供的真实感，兴奋和广度 宋节奏轨的 音频质量 实现 d 由是基于服务器的。什么是服务齐全
的高品质歌曲已经优化测序，并交付给最终用户之前的音频工程。没有测序或音频工程发生在移动应用
程序。一世 吨简单地选择，请求 并播放 跟踪小号。

结论
宋节奏音轨 是真正的高品质的节奏后盾一类的行为。你不会厌倦这些依托轨道的。你不会有测序什么。
你会发现，玩家和演出曲目的用户界面鼓励继续 使用。你会得到欣赏的歌曲更多的形式，你可能会包括
这些曲目到您自己的单曲和专辑发行。不要用手机击鼓应用以往的经验被推迟。这是不同的东西。
无论你正在学习一门新的曲调，干扰，拉毛或切割你的最新专辑，这个应
用程序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检查出的音频采样看看活着击鼓的示例页面在 http://alive-

drumming.org/sample-audio-files/
对于 SongForm 节奏轨的一个有趣的背景故事退房后，在 http://alive-

drumming.org/the-primacy-of-rhythm-in-popular-music/“节奏的流行
音乐和实践的首要地位”
下载在苹果 App Store 中的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songform-

rhythm-tracks/id1254346877?ls=1&mt=8

i

“SongForm”是指活着击鼓的 识别一首歌曲的形式，从一首歌曲的组成结构的鼓手的视角拍摄的。 在附加
到采用常见的形式，例如 12 小节布鲁斯和 32 巴 AABA，活着击鼓介绍名 它们的替代 棒符号 描述歌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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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棒表示法是简单地部分长度在由竖线分隔条的列表，' “或倾斜杆，” “当下面的部分是一个桥梁。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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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符号棒‘”通过给在条的音乐片段，通过分离的长度描述的形式’。 一根棍子是一条竖线，“ “或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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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杆，” “当下面的部分是一个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