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節奏音軌“從活著擊鼓 - 回顧與比較

宋節奏音軌

 - 節奏音軌的歌曲。 

“宋節奏音軌“是移動音樂家的 App 提供 生產就緒 節奏後盾這是現

在市面上的蘋果 iOS 應用商店

活著擊鼓 帶來 音樂家生產質量節奏後盾，這是最方便的形式 - 移動

應用來選擇，下載和播放活著擊鼓的“宋節奏音軌“。

宋節奏音軌 完全佈置到歌曲又名它的曲式節奏背襯（無旋律或和

聲）組成的新型背景音軌的“SongFormi“。 

這些軌道是類似完整的表演什麼 一 期望小號從專業鼓手。他們有一

個計數中，介紹部分，多個合唱團和特點的結局，所有的框架與罷了劃定音樂片段的開始和結束。移動

產品設計強調提供這種級別的安排沒有一個典型的編曲的接口，

從而保持界面簡潔。人們可以選擇一個曲目在 下 30 秒，在 15 秒

一次 一 得到小號 它的竅門。

Ť 他應用包括：使用一些精確的節奏變化和基本的演出曲目設施序

列的演出或即興演奏曲目的球員。它的使用 各種能力的音樂家。 

ñEW 音樂家 使用 在 App 至 提供了一個伴奏歌曲節奏，讓他們

學會保持時間從一開始，並從參與和鼓舞人心的節奏中受益那是

同情的歌曲。 Gigging 音樂家目錄 他們的支持成的 setlists 和 

用它來指導性能。 HAVING 質量節奏後盾，有演出曲目設施和

音樂家的球員， 都在一個應用程序 是這樣一個方便使用自己節

奏背襯越來越發現。

A“音樂家的播放器”： w ^帽子的是什麼？一個自動調暗屏幕，

會玩在後台，具有良好的尺寸按鍵和允許您更改與設備的物理按

鍵音量。是的，所有這一切，但是這個播放器還顯示器 軌道如的

音樂形式“4 合唱的 STD 的 32 條。AABA 形式（8|

8/8|8）沒有說明“和 4 桿結束“，並且提供視覺跟踪 針

對此因為它起著。這是只是 信息音樂家想他們就是即將播放曲目



之前。 一世˚F 他們開始失去自己的位置有點 而他們玩在顯示快速瀏覽可能會得到他們回來“軌道“一

次。

有一個巨大的節奏的數量從（在千）和無盡的選擇 音樂˚F奧姆斯為您 歌曲。一旦請求，下載可能需要

幾分鐘到它的設備上播放之前到達。活著擊鼓授予用戶權限再混合軌道，使他們能夠使用 iTunes文件共
享將其傳送到計算機，然後包括它用戶 自己的作品和專輯發行。

什麼套 宋節奏音軌 分開？

1.選擇在排序： 選擇的選擇 小號翁“SF 按名稱ORM，或 或者 通過使用棒符號，在提供測序接口是

以前沒有見過的創新，一個是給這個應用程序的性質。它的意思是 s 表示 音樂家 需求 要知道這首歌的

音樂形式， 這肯定，如果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必須做到均勻。 一個 音樂家可能不熟悉命名 

方案 正在使用，但應用程序，使用 SongForm 名字的時候， 一個 LSO 提供小號 與說明 棒符號的，所

以當一個選擇，“32 條 AABA“ 它 得到的顯示為“32 條的 std。AABA 形式（8|8/8|

8）“。 有豐富的資源對活著的擊鼓對 SongForm網站。 事實上，SongForm 名不必在所有使用，還

可以選擇“8 | 8/8 | 8“並獲得 非常 相同的描述顯示，“32 條的 std。AABA 形式（8|8/8 |

8）“。 該 應用 也 提供了一個靈活的設施 一個 音樂家 一首歌曲的形式自己的定義使用“棒符號ii“，

例如”8|4/8|6“，允許 高度複雜的，用戶定義的形式。 另外， 該應用程序還包括一 歌曲共享 設施，

因此，如果你的歌有它的 SongForm 分享你就能之前 看它 通過輸入名稱後，按下放大鏡搜索按鈕。

2.專注於完整的，生產就緒的軌道，而不是鼓循環：活著打鼓不提供測序接口，所以有沒有鼓循環。取而

代之的是，有一個簡單的選擇界面，指定（一）歌曲的形式和（ii）的節奏。這個保持清潔的界面。它的

或 從計數在一個完整的軌跡一直到結束或什麼都沒有。循環甚至沒有在播放器界面提供。 一世T 的清

楚，所有的這個應用程序的方式是約 進行到 高品質的，完整的，生產就緒的軌道。它是為專業音樂工

作者和業餘愛好者挑剔。這不是一個玩具，但 它 沒有 G 一世我們已經我們已經在很長一段時間最有趣

的。

3.這是一個客戶端 - 服務器解決方案：活著擊鼓的後端服務器 做 測序和音頻製作，交付完成 Ť 架到所

述移動裝置。這是不能被其他應用程序所採取的辦法哪裡 一切 是 在該應用內，或者使用 定制循環或

使用的是 iOS“通用 MIDI 聲音。這個意思活著擊鼓的 溶液具有噸他用戶 等待 ING 對於下載完成，但

是這 做證 更高質量，並從服務器音軌更大的選擇。

4.從選材到表演音樂家友好的界面：最後，整個用戶體驗“性能 - 
友好“採用標準 iOS 的功能，如表和採摘，而不是深奧的設計和測

序接口。它的設計由音樂家為音樂家 以簡單易用。有直截了當 指

定軌接口是很重要的音樂家 因為Ť哎玩新曲目所有的時間，不想

浪費出場時間排序鼓循環 - 這樣 真正的這是 我懷疑大部分的音樂

家從來不做序列鼓循環的 - 這是太多精力 並經常與過少的回報。

然而，服用 15 秒到指定下一曲目得到一個偉大的冠冕堂皇的後盾 

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前景。 

一樣的 與音樂家友好的方法 玩家。再次，這是很重要的音樂家，

是否 表演或練習時，玩家很容易使用 - 讀大按鈕 - 和 HA詠 該 

截 顯示音軌的結構 代替 專輯封面 這麼多有用。 最後，音樂家需

要玩家綜合演出曲目設施。 他們需要可以訂購他們的踪跡，添加和

刪除多個軌道 設置列表。 這些核心功能， 區分 音樂家 需要的是

一般的音樂聽眾。 所有這些方面相結合，使這個應用程序很容易死

的音樂家準備，實踐和執行的 setlists 這些曲目。



怎麼辦 宋節奏音軌 與競爭對手相比如何？

這是一個非常新型的應用程序，但還有 是 對比 至 宋節奏音軌。 考慮這些替代品。 

（一世） 類似的高 質量 音頻， 總 靈活性，更高 採購 價減去方便： 採購和學習先進的工作站工具

為專業音樂工作者，以創造高品質的後盾音樂。這有類似 用無疑更加的功能和靈活性，但出色的音頻質

量將需要相當多的時間， 說 大約 30 分鐘後，用音序軟件創建一個新的軌道，使音頻，標籤 它並將其

傳輸到移動設備的練習，播放或使用標準的音樂播放器，如蘋果公司的“音樂”應用程序執行。你獲得

的組成特徵和靈活性，但失去了便利 - 尤其是在和的 setlists 球員。

（ⅱ） 降低 品質，更低的價格，不同的便利： 採用移動擊鼓應用。 有有很多品種，以功能和設施很

多種擊鼓應用程序。他們一般都比較便宜，但以同樣的方式不'交付。這裡 是那些 也許 接近[R 到 

SongForm 節奏音軌 用例：

會議樂隊鼓手： 這個程序的目的是類似的命題 - 以優良的品質鼓後

盾 移動界面，但我覺得它達不到在提供兩者：（i）真正高品質的節

奏後盾音樂及（ii）一個方便的接口。用戶界面是基於視覺測序，具

體的任務。這是一個改進，不必使用基於工作站音序器和傳送到移動

設備，但我懷疑還是太複雜，因此 仍然是一個門檻了很多音樂家。 

作為一個具有與序列的軌道，我Ť 是 肯定更繁瑣，慢於使用 宋節奏

音軌。另外，有沒有真正的演出曲目設施，如前所述，我不認為它提

供了足夠的吸引力，現實擊鼓。它是雖然 相當便宜宋節奏音軌 與較

低的初始成本，並沒有限制，你可以序列的軌道。

iRealPro： 這是一個非常受歡迎應用程序， 雖然可能不是節奏，僅

支持音樂方面通常認為。它管理的 setlists 一個偉大的工作，有一個

用戶貢獻這往往意味著準備調曲調庫是非常有效的。它的優勢是在獲

得全多儀器 被跟踪伴奏（節奏與和諧），以著名的曲調完全與曲子

的屏幕上的鉛片作為歌曲的進展。這可能是基於MIDI技術，並提供

良好的設施，以平衡組合。這種混合可以調整到只有節奏的一部分。 

iRealPro 具有良好的質量它的價格 而 T3 這裡沒有很多的節奏選擇。

有擦。再次，音頻 質量是不是真的存在。 一世T 的令人印象深刻的

第一次遇到，但一段時間後，在聽到同樣的循環和過度失去光澤。 

如果只打節奏的伴奏，而不是一個完整的'二合一'，因為它這是特別真

實“ 小號 聽起來更令人印象深刻在比完全混合節奏只跟踪。這是為

什麼節奏的缺少聲音相比宋節奏音軌？ iRealPro 是一個應用程序與

音頻循環的有限集合。我沒有聽到被用於相同的節奏的不同節奏不同的循環。我沒有聽到該 人類基因變

異，使得擊鼓活了過來，並像一個用幹我沒有聽到真正偉大的擊鼓 宋節奏 曲目。 IRealPro 有一種廉

價的工具，以幫助學習新的曲調很多的追隨者; 宋節奏音軌 在不同的市場確實起到。 它更多的是玩到大

的各種高品質的有節奏的伴奏比學習音樂的享受。 

還有其他的基於移動的應用程序，但沒有顯著新考慮與方便的接口高品質的節奏後盾的時候。 歌手 是

的競爭對手 iRealPro 有一個稍微不同的市場，類似的結果。還有其他的擊鼓特定應用程序，但他們都

倒下了在提供的真實感，興奮和廣度宋節奏軌的 音頻質量 實現 d由是基於服務器的。什麼是服務齊全

的高品質歌曲已經優化測序，並交付給最終用戶之前的音頻工程。沒有測序或音頻工程發生在移動應用

程序。一世 噸簡單地選擇，請求 並播放 跟踪小號。



結論



宋節奏音軌 是真正的高品質的節奏後盾一類的行為。你不會厭倦這

些依托軌道的。你不會有測序什麼。你會發現，玩家和演出曲目的用

戶界面鼓勵繼續 使用。你會得到欣賞的歌曲更多的形式，你可能會

包括這些曲目到您自己的單曲和專輯發行。不要用手機擊鼓應用以往

的經驗被推遲。這是不同的東西。

無論你正在學習一門新的曲調，干擾，拉毛或切割你的最新專輯，這

個應用程序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 

檢查出的音頻採樣看看活著擊鼓的示例頁面在 http://alive-
drumming.org/sample-audio-files/

對於 SongForm 節奏軌的一個有趣的背景故事退房後，在

http://alive-drumming.org/the-primacy-of-rhythm-in-popular-
music/“節奏的流行音樂和實踐的首要地位”

下載在蘋果 App Store 中的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songform-rhythm-
tracks/id1254346877?ls=1&mt=8



i “SongForm“是指活著擊鼓的 識別一首歌曲的形式，從一首歌曲的組成結構的鼓手的視角拍攝的。 在附加
到採用常見的形式，例如 12 小節布魯斯和 32巴AABA，活著擊鼓介紹名 它們的替代 棒符號 描述歌曲的

形式。 棒表示法是簡單地部分長度在由豎線分隔條的列表，'|'或傾斜桿，'/“當下面的部分是一個橋樑。 

ii “棒符號棒“，”通過給在條的音樂片段，通過分離的長度描述的形式“。 一根棍子是一條豎線，“|'或傾
斜桿，'/“當下面的部分是一個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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