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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Pro 是一种完善的、功能全面的音频和 MIDI 应用程序，它提供制作专业质量
的音乐作品所需要的所有工具。

本前言包括以下内容：

• 关于 Logic Pro (第 17 页)

• 关于 Logic Pro 文稿 (第 18 页)

• 附加资源 (第 18 页)

关于 Logic Pro
Logic Pro 可让您录制和编辑音频和 MIDI，添加高质量效果，以及将音乐混合到立
体声或环绕声中。最终混音可以导出到一个或多个标准音频文件，或刻录为可在任
何电脑、家庭立体声播放设备上播放的音乐光盘或 DVD，或导入到其他应用程序和
设备。

Logic Pro 可以实现的功能包括：

• 通过连接的 MIDI 输入设备（例如，键盘）录制 MIDI 信息，并通过任何连接的
MIDI 设备（例如，合成器键盘或模块）或集成式 Logic Pro 软件乐器回放此信息。

• 创建、编配和编辑 MIDI 项目，利用强大的乐谱编辑器，然后通过连接到电脑上
的打印机将乐谱打印出来。

• 通过缩短或扩展音频中瞬变之间的距离来编辑音频文件的定时（弹性时间编辑）。

• 采用数码方式将原声和电子乐器或人声演唱录制到项目中，然后运用大量内建实
时效果处理这些音频录音。

• 使用各种集成式软件乐器，包括 Sculpture、Ultrabeat、ES1、ES2、EVP88、EVB3、
EVD6 和 EXS24 mkII，以及十几种高品质 GarageBand 乐器或第三方 Audio Unit 乐
器。

• 从 Mac 版、iPad 版或 iPhone 版 GarageBand 载入项目或通道条，并使用 Logic Pro
提供的附加处理和编辑功能进行增强。

• 通过完善的全面回忆混音自动化系统，混合 MIDI 和音频轨道，包括各种效果和
软件乐器设置。Logic Pro 包括多种可以在项目中使用的高品质效果。也可以安装
和使用第三方 Audio Unit 效果和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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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所有音频数据，包括乐器、效果和混音自动化设置并轨（混缩）到立体声或多
种环绕声格式文件，以进行母带录制或进一步处理。

• 实时处理：  您可以实时处理 Logic Pro 项目，在播放的同时添加和编辑音频及
MIDI 声部，并即时聆听修改结果。

• 使用现有循环资源库：  Logic Pro 直接支持 Apple Loops 文件，并且与许多现有音
频文件类型兼容，包括在 ReCycle 中创建的文件。

• 方便定位和试听文件：  Logic Pro 界面的组成部分“媒体区域”提供强大的文件浏览
和搜索功能，可以方便地查找音频文件和其他支持的文件类型。

关于 Logic Pro 文稿
Logic Pro 附带了多种文稿，能帮助您了解软件，并提供了有关所包含的应用程序的
详细信息。

• 《Logic Pro 使用手册》： 此手册全面介绍了如何使用 Logic Pro 执行以下任务：
设置录音系统、作曲、编辑音频和 MIDI 文件以及输出音频以制作 CD。

• 《探索 Logic Pro》： 此手册简要介绍了 Logic Pro 中的主要功能和任务，鼓励新
用户亲自体验。

• 《Logic Pro 控制表面支持》： 此手册介绍了 Logic Pro 控制表面的配置和使用。

• 《Logic Pro 乐器》： 此手册详细介绍了如何使用 Logic Pro 中包含的功能强大的
乐器合集。

• 《Logic Pro 效果》： 此手册详细介绍了如何使用 Logic Pro 中包含的功能强大的
效果合集。

• 《配合 Apogee 硬件使用 Logic Pro》： 此手册介绍如何配合 Logic Pro 使用 Apogee
硬件。

附加资源
除 Logic Pro 附带的文稿之外，还有多种其他资源可供您使用以查找更多信息。

发布说明和新功能
每个应用程序都提供了详细文稿，涵盖新的或已更改的功能。此文稿可通过以下位
置访问：

• 点按应用程序的“帮助”菜单中的“发布说明”链接和“新功能”链接。

Logic Pro 网站
有关 Logic Pro 的一般信息、更新以及最新消息，请访问：

• http://www.apple.com.cn/logic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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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服务与支持网站
有关软件更新和所有 Apple 产品的最常见问题的答案，请访问通用的 Apple 支持网
页。您也可以访问产品规格、参考文稿以及 Apple 和第三方产品技术文章。

• http://www.apple.com.cn/support

有关软件更新、文稿、论坛以及 Logic Pro 的最常见问题的答案，请访问：

• http://www.apple.com.cn/support/logicpro

有关全世界所有 Apple 产品的论坛（您可以在其中搜索答案、提出问题或回答其他
用户的提问），请访问：

• http://discussions.ap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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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概述了 Logic Pro 中的概念并提供了在该应用程序中创作音乐时的通用工作流
程示例。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在 Logic Pro 中创作音乐 (第 21 页)

• 了解项目和片段的基本知识 (第 23 页)

在 Logic Pro 中创作音乐
Logic Pro 的使用方法有多种，有简单的，也有极为复杂的。下节概述了大多数项目
遵循的通用工作流程示例。

第 1 阶段： 创建项目
通过创建新项目或打开现有项目开始使用 Logic Pro。

项目文件包含 MIDI 数据记录及有关所使用音频文件和其他文件的信息（包括这些
文件的指针）。

所有文件（音频、视频和样本等）都可以存储在项目文件夹中。所有项目文件自动
存放在项目文件夹内的相应子文件夹中。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了解项目和片段的基本知识。

第 2 阶段： 创建和导入音乐素材
将音乐素材加入 Logic Pro 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方法：

• 制作新的音频或 MIDI 数据记录（后者可以通过外部 MIDI 合成器或软件乐器回
放）。

• 将现有音频录音（音频文件、样本和循环）或 MIDI（和其他文件数据）导入项
目。只需从媒体区域（显示在编配窗口的右侧）拖移现有音频录音即可将其导入
项目。

录音是通过连接在 Mac 上或安装在 Mac 中的适当 MIDI 或音频硬件录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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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I 记录用于触发外部 MIDI 设备（例如合成器）或内部软件乐器（也就是通过外
部 MIDI 设备或内部软件乐器来回放）。软件乐器通过音频接口或 Mac 音频输出回
放。您不仅可以录制演奏的音符，而且可以实时录制和回放各种信息，例如合成器
参数修改。

例如，可以通过弹奏乐器（如，吉他）或对着麦克风演唱来制作音频录音。

第 3 阶段： 编配和编辑
音乐素材导入或录制到 Logic Pro 后，通常可以将其组织为“项目结构”。此操作在
Logic Pro 主窗口中完成，该窗口称为“编配”窗口。

音乐素材显示为矩形块，称为片段。这些片段在编配区域中从左向右排列，它们放
置在沿垂直方向堆叠、被称为轨道的带子上。可以在轨道上或轨道间自由拷贝、重
复、循环、移动、缩短、延长或删除片段。此网格状布局和结构单元（片段）的使
用便于用户查看和创建整个乐曲结构。

在大多数情况下，您对 MIDI 或音频数据录制的编辑要比在片段级别的编辑更复杂。
Logic Pro 提供多个编辑窗口，可让您在不同的级别修改音乐素材。例如，在以下情
况中可能非常有用：

• 主要人声演唱已录制完成，但是由于歌手踢到了麦克风支架，因此在两个阶段之
间的静音过渡部分听到“砰”的一声。不用说，这不是用户希望在最终 CD 上保留
的声音。消除这一点没问题。只需通过编辑在发出此声音时插入静音，或者将该
部分完全从录音中剪除。

• 除了一个应当为 C 的音符录制成了 B 之外，使用 MIDI 键盘制作的录音非常完美。
消除这一点没问题。只需将 MIDI 音符事件从 B 拖到 C。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了解项目和片段的基本知识。

第 4 阶段： 混音、自动化处理和插件使用
在创建编配和完成所需的任何编辑后，通常进入项目的混音阶段。“混音”这一术语
通常指平衡每个乐曲成分的相对音量。换句话说，人声要比贝司、吉他、鼓和键盘
的声音大，以便听清歌词。

混音还负责音频效果的运用（包括修改、增强或限制特定乐曲成分），从而制作出
标准且完美的最终作品。Logic Pro 具有大量的效果，可以将基本乐曲转变为完美的
专业项目。

Logic Pro 可让您记录或自动化处理对轨道、乐器和效果参数（例如音量、声相、过
滤器和其他控制器）的更改。可以使用鼠标或外部 MIDI 设备实时或离线完成此操
作。在播放项目时可以回放这些修改，并且可以独立于音乐素材进行编辑。此功能
非常有用，原因如下：

• 如果使用电脑鼠标，只能调整回放轨道的一个音量或设置。记录和回放所有轨道
元素多个调整的功能可以用于复杂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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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极少保持一致。例如，歌手通常在表演的不同部分使用高音或低音演唱，因
此可能需要在演唱过程中平衡这些音量变化，或者根据音乐伴奏平衡低音和高音
部分。

• 歌曲的动态变化（声音较大和较柔和的部分）增添了活力。换句话说，通过渐进
或快速音量变化通常可以提高歌曲部分的感染力。音量没有变化的歌曲会显得单
调且缺乏生气。

第 5 阶段：导出和并轨
Logic Pro 音乐创作过程的最后步骤是导出最终作品。Logic Pro 可让您使用不同的音
频文件格式制作已完成混音的立体声文件。也可以生成若干符干文件，这些文件采
用大多数通用环绕声编码方案使用的格式。在“并轨”窗口中完成此操作；只需在可
用菜单中选取所需结果，并点按屏幕上的“并轨”按钮。甚至可以通过一个简单步骤
将立体声混音直接刻录到 CD 或 DVD，或创建 MP3。

了解项目和片段的基本知识
本节将介绍 Logic Pro 项目的基本元素和术语。在随后章节中详细介绍使用项目、
片段和事件的分步说明。

了解项目的基本知识
通过创建新项目或打开现有项目开始使用 Logic Pro。这一点与使用字处理应用程序
类似，在开始键入之前需要打开一个文稿。Logic Pro与字处理程序类似，它也允许
同时打开多个文稿（项目），以及在它们之间传输媒体和其他数据。

Logic Pro 项目文件包含所有 MIDI 事件和参数设置，有关要播放的音频和视频文件
的信息，以及对 MIDI 和音频数据进行的所有编辑。

务必注意项目文件指向在硬盘上储存为独立实体的音频和视频文件。可以选择在项
目文件夹中包括这些文件和其他文件类型。

此方法主要有两个好处：

• 存储项目而不带其资源（音频、视频和样本文件等）可以将项目（和项目备份）
文件存储的内存要求降至最低。

• 存储包含资源的项目可以简化各种任务，例如归档和传输（通过物理方式或作为
电子邮件附件）到使用 Logic Pro 的其他工作室。

项目可以由所使用文件的完整集合组成，包括项目本身、项目备份、所有音频、采
样器乐器、用于 EXS24 或 Ultrabeat 的样本、Space Designer 混响脉冲响应文件和视
频。这些统称为项目资源。

创建新项目时，随即创建和命名项目文件夹，并指定存储位置。新的录音自动存储
在项目文件夹内的“Audio Files”子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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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包括项目资源，系统将自动创建其他子文件夹。这些子文件夹包括“Audio Files”、
“Project Backups”、“Samples”、“Video”、“ReCycle”和“Sampler Instruments”文件夹。

所有项目的子文件夹结构均相同，使用户可以方便且一致地浏览自己和其他 Logic Pro
用户的项目。

了解片段的基本知识
Logic Pro 的主窗口称为编配窗口。打开应用程序并载入项目时，首先会看到此窗
口。该窗口也用于录制、编辑和编配项目。音频和 MIDI 文件在“编配”窗口中显示为
矩形区域，称为片段。音频文件显示为音频片段，MIDI 文件显示为 MIDI 片段。

音频片段和音频文件
音频片段表示（指向）基本的音频文件。音频片段用作回放标记（开始点和结束
点），其长度可以是整个音频文件或只有几秒钟，播放其指向音频文件的一小部
分。

在 Logic Pro 中使用的任何音频文件均自动链接到音频片段（至少一个），在默认
情况下，音频片段的长度为整个音频文件。

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创建尽可能多的音频片段。例如，设想在项目持续时间内运行的
是现场立体声鼓轨道。在第二次合声中，鼓手的演奏非常完美，但是在其他合声部
分中不太整齐。

Logic Pro 可让您创建一个指向整个（鼓轨道）音频文件第二个合声部分的音频片
段，并将此完美片段放置在项目中的多个位置。

若要这样做，请创建一个音频片段（指向鼓轨道音频文件的第二个合声部分），然
后在编配区域中将其拷贝到该合声出现的每个位置。

使用音频片段而不是音频文件的一个主要好处在于其占用很少的内存，但音频文件
相同部分的多份副本则需要大量硬盘储存空间。

24 第 1 章 Logic Pro 简介



当然，也可以直接编辑、拷贝和移动音频文件。在样本编辑器和媒体区域执行此操
作。

MIDI 片段和事件
相比而言，MIDI 片段中实际包含了 MIDI 数据事件。它们与外部文件中储存的信息
没有关联。MIDI 片段可以存储为单个文件，但也可以储存为且通常储存为项目的
一部分。

MIDI 片段中储存的 MIDI 数据事件包括音符、控制器、音色变化和其他信息。这些
数据事件表示已录制到 Logic Pro 中的 MIDI 演奏。MIDI 演奏一般是用 MIDI 键盘创
建的，当然也可以用 MIDI 控制器、MIDI 吉他、电脑键盘或鼠标生成。

通过处理包含 MIDI 数据事件的 MIDI 片段，可以对这些事件进行组操作。此类处理
包括：  移调、量化（时间修正，处理音乐语言时与字处理程序中的拼写检查类似）
和时间延迟等。

还可以编辑 MIDI 片段内的单个事件。在其中一个 MIDI 编辑器中打开片段即可执行
此操作。这些窗口可让您精确改变 MIDI 音符事件的位置、长度和音高。也可以采
用不同方式改变其他 MIDI 事件类型。您可以自由地使用 MIDI 键盘、鼠标或电脑键
盘在这些编辑器中输入 MIDI 数据。

有关 MIDI 和 MIDI 事件类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MIDI 编辑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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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安装并打开 Logic Pro 时，系统会自动查找和配置受支持的音频和 MIDI 硬件。
在许多情况下，您可能会想要增强或扩展这一基本的自动配置。本章将帮助您优化
与 Logic Pro 配合使用的硬件。本章还将介绍音乐制作系统可包含组件的背景信息。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设计音乐制作系统 (第 27 页)

• 连接音频和 MIDI 设备 (第 32 页)

• 使用外部 MIDI 设备 (第 40 页)

• 使用外部音频效果 (第 40 页)

• 配置音频硬件 (第 41 页)

设计音乐制作系统
音乐制作系统远不止包括电脑与 Logic Pro 软件。

一个完整的 Logic Pro 录音室通常包括以下任何或全部组件：

• 一台 Mac 电脑和相关外围设备，例如鼠标或其他定位设备、键盘、显示器等

• 音频接口和 MIDI 接口

• 外部 MIDI 声音发生器，例如采样器和合成器

• 外部音频设备，例如混音器、音频转换器、前置放大器、通道条和效果单元等

• 外部 MIDI 控制表面和键盘。甚至外部 MIDI 控制照明设备都可以由 Logic Pro 驱
动。

• 放大器和扬声器，用于立体声或多通道环绕声混音

• 与 Logic Pro 一起运行并与之集成的附加软件。包括一系列 ReWired 应用程序和音
频或 MIDI 软件。

• 附加效果和乐器插件，包括 DSP 加速插件（例如 Power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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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
本节概述了使用 Logic Pro 系统时应当考虑的几个电脑性能方面的因素。系统要求
包含在“安装之前请先阅读”文稿中，该文稿位于 Logic Pro 安装光盘的“文稿”文件夹
中。

备注： 系统要求会因 Logic Pro 版本而异，因此请经常查看 Apple 网站和最新的“安
装之前请先阅读”文稿（Logic Pro 更新随附）。

电脑速度要求？
音频处理是个复杂过程，通用规则是：  电脑速度越快越好。这不仅涉及 Mac 的处
理器速度，还包括较大的主内存大小、总线速度以及与连接设备通信的整体效率。

便携式录音室还是固定录音室？
对于将台式 Mac 还是便携式 Mac 作为 Logic Pro 系统的基础，或者考虑到便携式电
脑随时随地进行作曲的可行性，您需要做出选择。好消息是便携式 Mac 电脑是使
用 Logic Pro 的理想选择。便携式 Macintosh 电脑采用 FireWire 和 USB 接口提供极佳
的音频和 MIDI 硬件扩展能力，而且其运行速度也允许使用大量软件乐器和效果。
但是，由于便携式电脑采用省电模式，而且其硬盘驱动器速度通常较慢，因此处理
的轨道数可能比同等台式机要少。

显而易见，台式电脑提供附加扩展槽，可以扩展笔记本电脑可用 MIDI 硬件和音频
硬件的范围，并且可以配备多个处理器。台式电脑的 CPU 和硬盘速度通常较快，
因此可以处理更多轨道回放，同时可以使用更多软件乐器和效果。

提示： 如果您同时拥有便携式 Mac 和台式 Mac，则可以方便地在两者之间传输项
目和其他数据。

硬盘驱动器和储存位置
音乐制作会生成大量文件。这些文件包括用于软件乐器、循环资源库、音频记录和
视频文件等的样本。

可以考虑购买一个（或多个）独立大容量硬盘驱动器来储存音频文件和样本资源
库。

还应当考虑准备一个可靠的大容量备份系统，并自动进行备份例程，最好是每天备
份一次。

音频接口和 MIDI 接口
需要一个音频接口，以将声音信号输入和输出电脑。还需要一个用于 MIDI 信号输
入和输出的 MIDI 接口。

在使用可选的音频接口和 MIDI 接口时，应当在启动 Logic Pro 之前安装这些接口的
驱动程序。这使 Logic Pro 可以在启动时找到并使用这些设备。

音频接口应受 Core Audio 驱动程序支持，而 MIDI 接口应受 Core MIDI 驱动程序支
持。有关 Mac OS X 支持的详细信息，请联系设备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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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接口
当模拟音频信号到达音频接口输入时，该信号必须转换为数码信息，然后电脑才能
处理。此过程称为模数转换，由音频接口的模数转换器完成。

可选的音频接口种类有很多，设置这些接口并与 Logic Pro 和外部音频装置配合使
用的方法有多少，接口的种类就有多少，甚至数量还会更多。由于全球用户的要求
和工作方式不同，因此对音频接口的要求也不同。最简单的情况是使用电脑的内部
音频接口来监视和记录音频。

选取音频接口时，请确保已证明该音频接口可以在 Mac 硬件上运行。如果设备需
要驱动程序，请检查其驱动程序是否与 Mac OS X 版本（Logic Pro 要求的版本）兼
容。

Logic Pro 支持数码音频接口的输入的最大采样速率为 192 kHz，最大位长度为 24 位。

有关设置音频接口硬件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音频硬件。

MIDI 接口
Mac 电脑不提供 MIDI 输入和输出。若要想使用配有 MIDI 端口的 MIDI 设备，需要
MIDI 接口与电脑进行通信。MIDI 接口通常连接至 Mac USB 端口。有些 MIDI 接口需
要安装驱动程序软件，而其他接口可被 Mac 自动识别。

备注： 许多最新 MIDI 设备（特别是键盘）包括 USB 或 FireWire 连接端口，该端口
使 MIDI（有时是音频）可以与电脑通信。此类设备不需要附加 MIDI（或音频）接
口。有些设置需要安装驱动程序软件，而其他设置可被 Mac OS X 自动识别。有关
进一步信息，请查看 MIDI 设备制造商网站。

MIDI 设备类型
MIDI 设备类型繁多。这些设备包括 MIDI 键盘和声音模块、控制表面、效果处理器、
调音台和照明控制器等。

MIDI 键盘
Logic Pro 系统最有可能包括的候选设备是 MIDI 键盘。MIDI 键盘用来向 Logic Pro 输
入音符（和控制器）信息。有些 MIDI 键盘只是输入设备（通常称为控制器键盘），
而有些 MIDI 键盘还包括合成引擎（合成器和采样键盘）。Logic Pro 可用来将键盘
演奏记录为 MIDI 数据，然后通过连接的任何 MIDI 设备或内部软件乐器回放这些数
据。

如果没有 MIDI 键盘，您可以使用 Logic Pro 提供的“Caps Lock 键盘”，它能让您使用
电脑键盘输入 MIDI 音符。请参阅使用 Caps Lock 键盘进行 MIDI 逐个输入。

控制表面
控制表面是一些具有各种控制器的硬件设备，包括推子、转动旋钮、开关和显示
器。这些控制与 Logic Pro 中的功能相对应，允许您更改各种参数，比使用鼠标和
电脑键盘更精确且速度更快。还可以同时控制多个参数。有关设置和使用控制表面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Logic Pro 控制表面支持》 手册。

29第 2 章 设置系统



Recording Light 插件
Logic Pro 使得控制表面插件（称为“Recording Light”）的使用更加便利，从而通过
MIDI 事件来控制外部设备。这使您可以控制外部录音指示灯或信号，以警告来访
者在录音前或录音过程中不要进入录音室。Logic Pro 当启用轨道录音或录音开始
时，会发送一个 MIDI 信号来打开外部设备。当轨道被安全录音或录音停止时，
Logic Pro 会发送另一个 MIDI 信号来关闭设备。

备注： 此控制表面插件需要一个 Logic Pro 没有的附加硬件。

合成器和 MIDI 控制效果
Logic Pro 提供大量软件乐器和效果，并且还可以作为其他制造商的 Audio Unit 插件
的主机。有关使用插件乐器和效果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乐器和效果。

您还可以将硬件 MIDI 乐器和 MIDI 控制的效果单元与 Logic Pro 音乐制作系统结合在
一起。使用 MIDI 电缆通过 MIDI 接口连接它们。（请参阅连接音频和 MIDI 设备。）

MIDI 控制的效果单元不处理 MIDI 数据。它们是可以通过 MIDI 信息控制的音频处理
器（例如混响或多效果设备）。这使您可以通过 Logic Pro 自动处理这些设备的参
数，例如延迟时间或边缘声速度。

通常，您可以将所有外部设备（例如合成器和 MIDI 控制的效果单元）连接到音频
接口或硬件混音控制台。在发送/返回循环中，使用以下方法之一连接 MIDI 控制的
效果单元：

• 音频接口上的音频输入或输入对（或辅助输入/输出，如果可用）

• 混音控制台上的辅助输入和输出对（有时也称为 FX 发送/返回）。

这两种方法都允许使用 Logic Pro 的输入/输出插件，从而可使您通过外部效果单元
自由发送音频信息，并且使 MIDI 连接对效果参数进行控制。在很多方面，这都类
似于使用 Logic Pro 的一种内部效果插件。

备注： 只有当您正在使用安装有多个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的音频接口时，才能将
“输入/输出”插件用于外部设备发送。

MIDI 乐器和效果都允许从 Logic Pro 选择远程 Patch（预置）。此信息（和控制信
息）可以储存为 Logic Pro 项目文件的一部分，确保下次载入项目时可从 MIDI 设备
完美回放。

辅助音频设备
为了最大限度发挥 Logic Pro 音频系统的功能，我们将对需要密切注意的各个系统
选项进行完整介绍。

音频回放系统
音频接口实现外部和电脑之间的输入与输出。进行音频回放时，音频接口将电脑数
据转换成可以听懂的声音和音乐。

30 第 2 章 设置系统



为了有助于聆听结果，需要使用放大器和扬声器。当然也可以使用耳机（连接到音
频接口或家用高保真音响设备的耳机插孔）来监听 Logic Pro 回放，但不推荐长期
使用耳机。

您应当考虑准备一套专用参考监视器（扬声器），以及一台相配套的参考放大器。
如今，许多监视系统都具有功能强大的扬声器，而不需要独立的放大器。

备注： 参考监视器是经过专门设计的扬声器，它在宽频（通常是 20 Hz 至 20kHz）
范围内提供平滑的频率响应。这些监视器不是普通的家用高保真扬声器，通常只能
从专业的音乐和录音室设备经销商处购买。

由于可以提供较高精确度，因此推荐使用此类型的系统。Logic Pro 能够提供 CD 或
更高质量的音频，并且可以在家用高保真音响设备（通常会使音乐失衡）上产生混
音效果。

此外，大多数家用高保真扬声器旨在增强频谱的特殊区域，从而导致在其他系统上
回放时产生过多的低音、中音或高音频率。参考监视器和放大器经过专门设计，可
以提供平滑的频率响应，从而避免只增强混音的特定区域。这样，获得的最终作品
在大多数监视系统（汽车立体声、家庭高保真、便携式播放器等）上听起来都不错
（或者至少过得去）。

耳机
一对性能好的录音室耳机有助于完成特定任务，例如精确均衡和样品编辑。由于大
多数耳机的设计，以及与人耳如此接近的事实，大数人认为耳机混音会太明亮或低
音过重。

因此，不推荐使用耳机来完成常规监视任务，但耳机仍然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如果
要为多人录音，则可能需要多副耳机、一个耳机分配放大器和一个混音控制台。

提示： 每次使用耳机的时间不要超过 10 分钟或 20 分钟，因为这样会使耳朵疲劳，
从而导致混音选择错误。

混音控制台
将混音器（模拟或数码）包括在内主要是基于典型录音室的使用。还取决于音频接
口提供的输入和输出的数量，以及工作偏好设置。

例如，如果您通常在录音室中对乐队、多个 MIDI 合成器或架子鼓进行录音，则需
要多个麦克风和线路电平输入，以同时录制乐队和歌手的表演。

麦克风输入与线路电平输入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提供电源（称为仿真电源），此电
源用于放大来自电容器麦克风的传入信号。

多混合器输出和耳机分配放大器也有利于成组录制，因为可以向每个表演者发送不
同的信号。例如，将节拍轨道发送给鼓手，将轻快的鼓混音和节拍轨道发送给贝司
手，然后将合成混音发送给声乐师和吉他手，从而为歌手创造一种混响感觉等。这
种不同节奏办法很常用，因为有助于每个组员发挥出最佳演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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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音器还包括若干个辅助通道或总线通道，可用来降低工作量。例如，将不同的信
号（或混音，如果喜欢）发送到多个位置（例如家用扩音装置和多轨道录音机），
将单个效果添加到多个通道，以及通过信号路径将处理过的音频重新发送回不同的
位置等。

许多混音任务可以通过多输入/输出音频接口执行，使用 Logic Pro 和适用的接口控
制软件来调整电平和发送。提供此功能的 22 号扣件具有双重性：  它与直接在混合
控制台上实际移动滑块或旋钮不同，您的电脑通常需要打开才能进行控制。为了平
衡这种差异，可以在您的 Logic Pro 系统中添加一个控制表面，从而实现动手操作。
对于后者，当前许多音频接口可以在单机模式中使用，但是电平控制问题仍然存
在，除非打开电脑。

麦克风
如果要将原声表演（演讲、歌唱或演奏）录制到 Logic Pro 中，您需要一个或多个
麦克风。如今的麦克风种类繁多，为了简单起见，基本上分为两类：  电容麦克风
和动态麦克风。

• 一般来说，电容麦克风更敏感，通常用于声乐录制。电容麦克风还可以用于环境
录音，以及多种乐器（例如吉他和木管乐器）。

• 动态麦克风通常用于高声压电平（即高声信号）录音，例如鼓和打击乐。

每种麦克风基本上都可以用于任何录音工作，但是在不同的录音情况下，其在声音
方面提供不同的优点。若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电容麦克风和动态麦克风具有不同的形
式，而大部分专为特定乐器的录音而设计。同样，没有适用于所有录音的通用麦克
风，因此建议针对不同的项目购买或租用几种不同的麦克风。

备注： 电容麦克风需要有电源才能工作。电容麦克风的电源可以由一个独立前置
放大器或仿真电源混音控制台提供。

连接音频和 MIDI 设备
您必须将外部音频和 MIDI 设备连接到电脑，才能在 Logic Pro 和设备之间进行通
信。下节介绍 Mac 扩展功能、音频和 MIDI 连线以及将音频和 MIDI 接口连接到系统
时应考虑的其他因素。

电脑扩展
根据您的 Mac 系统，以下一些或全部扩展功能可用于音频和 MIDI 接口：

• FireWire (IEEE 1394)

• USB

• PCI Express

• ExpressCard/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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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以下部分所述的数据传输速率是理论上的最大值。在实际使用时，会因为
系统对资源的占用而减小。通常，协议的理论最大值越大，提供数据的速率就越
快。

FireWire (IEEE 1394)
FireWire 是一种专业及消费类标准，该标准可以用于音频设备和 MIDI 设备，以及硬
盘和其他外围设备。FireWire 具有快速数据传输速率、高储存容量以及即插即用连
接的特点。当前所有 Mac 电脑均提供 FireWire 接口，而且提供多个 FireWire 音频和
MIDI 接口。

FireWire 400
FireWire 400 也称为 IEEE 1394a 或 i.LINK，是适用于 DV、DVCAM、DVCPRO、DVCPRO
50、DVCPRO HD 和 HDV 等格式的消费类及专业标准。FireWire 是使用各种摄录机和
走带设备采集和输出高质量数码视频的一种简单经济的方法，数据速率可高达
400 Mbps。标准的 FireWire 电缆可长达 4.5 米。

提供两种 FireWire 接口：  4 针接口（通常用于视频设备，例如摄录机或走带设备）
和 6 针接口（用于电脑设备）。但是，有些较新的视频设备使用 6 针接口，有些视
频接口使用 4 针接口。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设备文稿。

FireWire 800
FireWire 800 也称为 IEEE 1394b，是继 IEEE 1394a 之后的新一代 FireWire 产品，带宽
版本更高，数据传输速度可达 800 Mbps。此外，FireWire 800 支持最长 100 米的连
线距离。

除了标准的 9 针到 9 针 FireWire 800 电缆，9 针到 4 针和 9 针到 6 针 FireWire 400 至
FireWire 800 电缆也可用于将较旧的设备连接到 FireWire 800 接口上。

备注： FireWire 800 通常用于将硬盘和其他数据外围设备连接到电脑，但此接口很
少用于连接视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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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通用串行总线）
USB 是一种用于电脑外围设备和其他设备的消费类设备标准。USB 1.1 的数据传输
速率比 FireWire 低，为 11 Mbps。但 USB 2.0 的数据传输速率为 480 Mbps。USB 2.0
支持即插即用操作，并且能够按顺序连接多台设备（菊花链）。某些 USB 设备通
过USB 电缆获得电源，而某些 USB 设备需要独立电源连接。当前所有 Mac 电脑均
提供 USB 2.0 端口。

提供两种 USB 接口：

• A 接口，通常用于将设备连接到 USB 集线器

• B 接口，通常用于将设备连接在一起，也可用于将设备连接到电脑上

备注： USB 音频接口应始终直接连接到电脑上，而不是通过集线器或连接到电脑
显示器、键盘或其他外围设备。

PCI Express
与 FireWire 和 USB 接口不同，PCIe (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 Express) 接口
要求在电脑上安装专用卡。PCIe 提供极高带宽和快速数据传输速率，可让您以可能
的最高采样速率和位长度录制和回放大量文件。

ExpressCard/34
ExpressCard/34 插槽支持 PCIe 和 USB 2.0 连通性。可用的 ExpressCard 包括音频接
口、硬盘控制器 (eSATA) 卡、联网、无线适配器等。

音频连线
以下音频电缆和接口类型通常用于专业及消费类音频设备：

• XLR

• 1/4 英寸（6.35 毫米）音频

• 1/8 英寸（3.5 毫米）迷你插头

• RCA (Cinch)

• S/PDIF

• AES/EBU

• TOSLINK 光纤接口和 ADAT Lightp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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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R
XLR 电缆和接口用于专业品质麦克风、监视器和其他音乐设备。可以提供高品质平
衡信号（电平为 +4 dB）。

1/4 英寸（6.35 毫米）音频
1/4 英寸（6.35 毫米）插头（有时称为电话插头）用于各种专业及消费类音乐设备，
包括乐器和放大器、扬声器和外部效果设备。可以是平衡设备，也可以是不平衡设
备。某些设备要求三芯 (TRS) 插头。这些三芯插头用于平衡单声道信号和不平衡立
体声信号。

1/8 英寸（3.5 毫米）迷你插头
迷你插头接口用于到电脑的音频输入和输出，以及某些消费类电子设备（特别是便
携式设备）的上音频输入和输出。

RCA (Cinch)
RCA 接口用于消费类音频设备，例如家用立体声音响系统和录像机。

S/PDIF
Sony/Philips 数码接口格式是 AES/EBU 数码音频协议的消费级衍生品。S/PDIF 音频
数据可通过多种方法传输，包括：

• 通过带 RCA 接口的同轴电缆

• 通过 TOSLINK 光纤接口

大多数消费类数码设备上都有用于传输 S/PDIF 信号的接口，例如 DAT（数码音频
磁带）录音机、CD 播放程序、DVD 播放程序、MiniDisc 设备和一些音频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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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EBU
在专业录音室环境中，用于传输数码音频的 AES/EBU（音频工程师协会/欧洲广播联
盟）标准通常使用 XLR 接口。数据协议实际上就是 S/PDIF。

TOSLINK 光纤接口和 ADAT Lightpipe
TOSLINK 是用于传输光数码信号的接口。TOSLINK 可用于多种数码信号格式，但大
多数设备仅支持以下一种格式：

• S/PDIF（立体声数码）

• AC-3 和 DTS（5.1 通道环绕声）

• ADAT Lightpipe（一种 8 通道数码信号）

ADAT Lightpipe 是一种由 Alesis 开发的八通道数码音频格式。此信号格式使用 TOSLINK
光纤接口。所支持的 8 个通道采样速率为 44.1 和 48 kHz，并且每个样本均采用
24 位。

连接音频接口
Logic Pro 支持音频接口的即插即用，因此可在运行 Logic Pro 时连接并打开新的音
频接口。连接新设备时，会出现一个警告，提示您选择并确认想要使用的音频接口
和驱动程序。

所有音频数码接口都有一个允许的延迟时间（音频信号生成时间与听到信号的时间
之间的显著延迟）。您应始终将音频接口直接连接到电脑，而不是通过集线器连接
或通过其他设备菊花链接音频接口。如果不是直接连接，则会导致不可接受的延迟
时间，特别是在使用速度较慢的 USB 1.1 设备时。

MIDI 连线
MIDI 是“乐器数码界面”（一种 5 针连接标准和电脑语言）的缩写，允许 MIDI 设备
之间互相通信。

36 第 2 章 设置系统



连接 MIDI 键盘和模块
如果只使用一个 MIDI 主键盘，而不使用内部音频生成设备，则只需要使用 MIDI 电
缆将该键盘的“MIDI 输出”端口连接到 MIDI 接口的“MIDI 输入”端口。

如果键盘可以生成自己的声音，还应将 MIDI 接口的“MIDI 输出”端口连接到键盘的
“MIDI 输入”端口。如果 MIDI 接口提供多个 MIDI 输出，则将任何其他音频发生器（或
其他 MIDI 设备，例如需要双向 MIDI 通信的控制表面）连接到这些 MIDI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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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连接到电脑的 MIDI 接口仅提供一个“MIDI 输出”端口，则需要将第二个音频发
生器的“MIDI 输入”端口连接到键盘“MIDI 直通”端口。第三个设备可以连接到第二个
单元的“MIDI 直通”端口，以此类推。

“MIDI 直通”端口复制进入设备“MIDI 输入”端口的信号。最好直接将电脑“MIDI 输出”
端口连接到设备，而不是一个接一个地连接过多单元。如果快速发送大量 MIDI 命
令，一个接一个地连接过多单元就可能在链接中导致时间问题。导致时间问题的原
因是每个“MIDI 输入”端口到“MIDI 直通”端口处理的过程中产生的少许延迟。因此，
建议在同时使用多个 MIDI 音频发生器和控制器的录音室中使用多个输入/输出 MIDI
接口。

使用多通道 MIDI 设备
大多数最新 MIDI 音频发生器可以同时接收多个 MIDI 通道（多音色 MIDI 设备）上
的 MIDI 数据。可以为每个 MIDI 通道分配音频或声音，例如钢琴声、弦乐、贝司
等。

为了充分利用每个已连接多音色设备的性能，每台设备需要使用单独的“MIDI 输出”
端口（从电脑 MIDI 接口到“MIDI 输入”端口）。为了进一步说明，现在假设一个情
景：

• 有四个可以接收多个通道上数据的 MIDI 音频发生器。

• 所有设备都可以接收所有 16 个 MIDI 通道上的数据。

• 电脑上只有一个“MIDI 输出”端口，而且所有设备均通过“MIDI 直通”到“MIDI 输入”
连接进行菊花式链接。

Logic Pro 能够将 MIDI 数据通道化（将 MIDI 数据发送到 MIDI 通道 1 至 16），而且
还能将通道化数据发送到特定“MIDI 输出”端口。但是，在上述情景中，只有一个可
用“MIDI 输出”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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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有在 MIDI 通道 1 上发送的数据将发送到所有 4 台采用菊花式链接的 MIDI
音频发生器。每个 MIDI 音频发生器将播放传入的数据和分配给通道 1 的声音，如
下所示：

• 模块 1 上的（苏格兰）风笛

• 模块 2 上的架子鼓

• 模块 3 上的直升机的杂音效果等。

虽然听起来丰富多彩，但很难说这是音乐，除非您的品味很前卫。其他 15 个 MIDI
通道也是同样情况。

从上例可以看出，MIDI 可以分配到 16 个不同的通道，但无法在设备间分离，除非
使用多个 MIDI 输出接口。

仍使用上例，但是将一个单输出 MIDI 接口换成一个 4 输出 MIDI 接口，并且分别从
“MIDI 输出”端口 A、B、C 和 D 连接到每台设备的“MIDI 输入”端口。没有“MIDI 直通”
连接，从而使 Logic Pro 可以：

• 将 MIDI 通道 1 上的录音/演奏分配和发送到端口 A/模块 1

• 将 MIDI 通道 1 上的单独录音/演奏分配和发送到端口 B/模块 2

• 将 MIDI 通道 1 上的其他录音/演奏分配和发送到端口 C/模块 3，后续通道和模块
以此类推

实际上，拥有多输出 MIDI 接口有些像拥有多个 MIDI 通道。在该情景中，就像拥有
64 个独立 MIDI 通道，每个端口（A、B、C 和 D）16 个通道。

这不仅可以通过音频发生器同时播放多达 64 种不同的声音，还可以对每台设备上
的每个通道进行完整的 MIDI 控制。当编排和编制大量乐器声部时，这就显得极为
重要。

如果您的电脑有多个 MIDI 输入，则可以将其他 MIDI 扩音器和控制器的 MIDI 输出
连接到电脑。

使用 USB MIDI 键盘
如果使用适合 USB 接口的 MIDI 键盘，则不需要使用单独的 MIDI 接口，因为 MIDI
接口已经内建至键盘。只是要确保安装驱动程序（如果需要），然后使用 USB 电
缆将键盘连接至电脑。Mac OS X 可以自动识别某些最新的 USB 键盘和控制器。

分离 MIDI 键盘和其声音发生器
如果 MIDI 键盘有内部声源，务必注意要阻止键盘直接生成声音。

例如，如果购买了一个要在没有音序器的情况下使用并连接到放大器的新键盘，您
希望在按下键盘按键时设备发出声音，也就是键盘直接连接到声音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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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 Logic Pro 配合使用 MIDI 键盘时，这并不合适。在这种情况下，键盘是用
作电脑输入设备，而且 Logic Pro 会将传入的演奏信息传回键盘的声音发生器（如
果愿意，还可以传到内部软件乐器或其他连接的声音模块）。

如果没有切断键盘与音频发生器之间的直接连接，每个音符会被演奏两次，从键盘
到内部音频发生器直接演奏一次，从 Logic Pro 发送到音频发生器时再演奏一次。

这样不仅会产生定相声音，而且会使键盘音频发生器的复音减半。在想要使用键盘
控制或录制其他声音模块或软件乐器的情况中，您既可以听到键盘声音（由于键盘
和音频发生器直接连接），也可以听到软件或 MIDI 乐器的声音。这就是键盘必须
与其内部声音发生器分离的原因。

该功能称作本地关闭，并且可以在键盘上直接设定。不要担心不能再使用键盘的音
频发生器。Logic Pro 仍然能够像与任何其他连接的无键盘声音模块或软件乐器一样
与键盘音频发生器进行通信。

备注： 如果在键盘的 MIDI 菜单中找不到“本地关闭”功能，请参阅有关音序器使用
的手册。某些键盘允许您：  针对各自的声部选择“本地”、“MIDI”或“两者”（多音色
MIDI 设备中的单个 MIDI 通道/声音）。如果适用于您的键盘，MIDI 设置与“本地关
闭”等同。

使用外部 MIDI 设备
Logic Pro 可识别在“音频 MIDI 设置 (AMS)”实用工具中设置的所有 MIDI 设备，以及
Mac OS X 的集成音频和 MIDI 配置工具。可以在“应用程序/实用工具”文件夹中找到
“AMS 实用工具”。有关使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S 帮助”。

当选定一条外部 MIDI 轨道时，“资源库”标签显示 AMS 应用程序找到的所有 MIDI 设
备（如果是多通道设备，则按 MIDI 通道显示）。只需选择 MIDI 设备/子通道即可将
其分配给轨道。

您可以在检查器中配置外部 MIDI 设备。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标准乐器”对象、多
乐器”对象和对应的乐器”对象。

使用外部音频效果
如果想要将音频发送到外部（MIDI 控制的）音频效果设备，则需要将 I/O（输入/输
出）插件插入到要处理的音频通道条的一个“插入”插槽中。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外部音频效果。

备注： 只有将音频接口安装在多个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时，才能将“输入/输出”插
件用于外部设备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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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音频硬件
若要将特殊音频接口与 Logic Pro 配合使用，需要正确安装、激活和配置设备的驱
动程序。驱动程序是软件程序，可以使不同的硬件和软件与 Mac OS X 配合使用。
这样便可使应用程序（例如 Logic Pro）识别设备，并能够以软件和硬件可以识别的
格式在两者之间发送数据。

可以在“音频设备”偏好设置中选择、激活和配置 Logic Pro 的特殊音频驱动程序。

若要打开“音频设备”偏好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音频”（或使用“打开音频偏好设置”键盘命令），然后
点按“设备”标签。

µ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音频”，然后点按“设备”
标签。

在 Mac OS X 中，所有的音频设备均通过 Core Audio（操作系统的集成部件）访问。
Core Audio 是一种高性能、低延迟音频系统，允许多个应用程序同时使用音频接口
硬件。

41第 2 章 设置系统



Logic Pro 与提供 Core Audio 驱动程序的所有音频硬件都兼容。

设置 Core Audio 设备
Logic Pro 自动识别任何安装的 Core Audio 硬件，并且使用在“音频 MIDI 设置”实用工
具（“应用程序/实用工具/音频 MIDI 设置”）中定义的默认设置。但是，Logic 的优
点是可以优化单个硬件设置，特别是在使用多个音频接口或多个输入/输出设备时。
如果可能，您应避免使用不同的输入和输出音频设备。

有关在 Logic Pro >“偏好设置”>“音频”>“Core Audio”面板中设置 Core Audio 设备偏好
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Core Audio 设备偏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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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Pro 界面包含多个区域，每个区域用于执行特定任务。本章介绍“编配”窗口，
它可以结合所有区域和编辑器。您将了解该窗口如何与其他 Logic Pro 窗口和编辑
器相互作用。建议您打开 Logic Pro 来查看和熟悉这些窗口和编辑器。阅读 Logic Pro
界面不同部分的介绍时，请点按并试用一下这些部分。这样使您可以身临其境，大
概了解软件各部分的功能，以及各部分配合工作的方式。

备注： 有关各种编辑器及其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交叉引用章节。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打开 Logic Pro (第 43 页)

• “编配”窗口简介 (第 44 页)

• 在编配区域中操作 (第 46 页)

• 使用工具栏 (第 47 页)

• 使用走带控制条 (第 47 页)

• 使用检查器 (第 47 页)

• 在媒体区域中操作 (第 49 页)

• 在音符区域中操作 (第 56 页)

• 在列表区域中操作 (第 57 页)

• 在编辑区域中操作 (第 61 页)

• 了解 Logic Pro 窗口的共同元素 (第 65 页)

• 了解“编配”窗口区域的交互方式 (第 69 页)

• 使用 Logic Pro 界面元素 (第 71 页)

• 使用电脑键盘 (第 73 页)

打开 Logic Pro
有多种方式可以打开 Logic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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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样做之前，您应该决定是要在 32 位模式下还是在 64 位模式下打开
Logic Pro。使用 64 位模式的主要优势是您可以访问大量内存—例如，使用的软件
乐器要求载入非常大的声音库。

若要在以 32 位模式打开 Logic Pro 和以 64 位模式打开该软件之间切换
1 浏览到“应用程序”文件夹并选择 Logic Pro 图标。

2 选取“文件”>“显示简介”。

3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择“以 32 位模式打开”注记格以在 32 位模式下打开 Logic Pro。

• 取消选择“以 32 位模式打开”注记格以在 64 位模式下打开 Logic Pro。

若要打开 Logic Pro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连按 Finder >“应用程序”文件夹中的 Logic Pro 图标。

µ 点按您的 Dock 中的 Logic Pro 图标。

µ 连按 Logic Pro 项目文件。

第一次打开 Logic Pro 时，会显示“模板”对话框，可让您选择要创建的项目类型的模
板。（有关“模板”对话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项目。）Logic Pro 界面的设置取
决于所选的模板。

“编配”窗口简介
“编配”窗口可以结合所有工作区域和编辑器。它包括以下区域，且每个区域都可以
在“编配”窗口中显示或隐藏：

• 工具栏，位于窗口顶部

• 走带控制条，位于窗口底部

• 水平排列的编辑区域，位于编配区域下面

• 垂直排列的媒体区域、音符区域或列表区域，位于编配（和编辑）区域右侧

• 垂直排列的检查器，位于编配（和编辑）区域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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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个区域不可见，请点按相应的工具栏或编配区域按钮打开该区域，然后调整
任何现有区域的大小以容纳新区域。

提示： 许多区域也可以独立于“编配”窗口，作为单独窗口打开。此操作可以使用
“窗口”菜单（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或通过将合适的区域拖移出“编配”窗口来完
成。

以下概述了“编配”窗口中的主要元素：

• 编配区域： 在这里您可以录制音频片段和乐器声部片段，并将这些音频和 MIDI
片段编配成项目结构。

• 工具栏： 在这里您可以快速访问常用命令的按钮。

• 走带控制条： 在这里您可以查找浏览项目的控制。指示当前的回放、录制或编
辑位置由播放头指示，播放头（垂直细线）出现在所有 Logic Pro 窗口（也就是
编配窗口和编辑器）中并提供实时回放显示。

• 检查器： 在这里您可以设定轨道和片段参数（在编配区域中工作时），或具有
编辑焦点的编辑窗口的参数。例如：

• 点按“乐谱编辑器”按钮（在走带控制条上方）可在检查器中显示所有乐谱符号。

45第 3 章 Logic Pro 界面概览



• 点按“Hyper Editor”按钮（在走带控制条上方）显示当前所选超级定义（在 Hyper
Editor 中选定的行）的参数。

• 音符区： 点按工具栏中的“音符”按钮时，您可以在这里找到查看或编辑项目和轨
道音符的标签。

• 列表区域： 点按工具栏中的“列表”按钮时，您可以在这里找到查看 MIDI 事件（事
件列表）、速度事件（速度列表）等的标签。

• 媒体区域： 点按工具栏中的“媒体”按钮时，您可以在这里找到查找和试听音频文
件（“浏览器”标签）、选择效果、乐器及其设置（“资源库”标签）等的标签。

• 编辑区： 在这里您可以直接打开或关闭“编配”窗口中的调音台、样本编辑器、钢
琴卷帘窗编辑器、乐谱编辑器或 Hyper Editor。只需点按编配区域下边缘的任一
按钮。这些窗口可让您精确修改、删除或添加不同类型的数据。

在编配区域中操作
编配区域在编配工具栏正下方显示。该区域用于在项目中录制、导入、对照和整理
MIDI 和音频数据容器（称为片段）。以下是您可在编配区域找到的一些主要元素：

• 小节标尺： 被等分成小节和节拍线段的线条。小节标尺也可以显示时间，单位
为小时、分、秒和更小的等份。它提供了很多功能，可用来为不同的回放和录制
任务中项目的某些部分做标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导航项目。

• 合成区： 在合成区，所有 MIDI 和音频片段都显示在称为轨道的水平通道中，并
与呈网格状布局的时间位置对齐。

• 轨道列表： 您在这里为每个水平轨道带上的 MIDI 或音频片段的回放设定目标通
道条。每个轨道列表带的头部可以显示轨道名称、图标和若干个轨道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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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工具栏
工具栏显示在“编配”窗口顶部并包含常用命令的按钮。通过点按“编配”窗口右上角
的按钮可以显示或隐藏工具栏。

可以自定工具栏，以包括用于显示检查器、媒体和列表区域，创建新轨道，添加音
频文件和其他常见功能的按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自定编配工具栏。

使用走带控制条
走带控制条占据“编配”窗口的整个下边缘。您可以使用走带控制条在项目中移动和
开始录制。如果您用过录音机或 CD/DVD 机，则可以很快熟悉走带控制条上的按
钮，例如播放、倒回、暂停等。走带控制条还包括许多用于简化 Logic Pro 中所执
行任务的功能，例如录制反复循环的部分或单独聆听某部分。

走带条由三个部分组成：

• 走带控制按钮： 用来导航项目。

• 显示区域： 提供有助于项目导航的信息。

• 模式按钮： 启用高级录制和回放功能。

您可以通过添加或删除按钮和显示来改变走带条，提供对最经常使用功能的快速访
问。也可以打开独立的 SMPTE 或指示条显示窗口。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隐藏或
显示走带控制条。

使用检查器
通过点按编配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可以显示或隐藏检查器。检查器的水平大小
不能改变。检查器中显示的内容取决于键盘焦点的区域：  编配区域或编配区域下
面的一个编辑区域。在当前工作的编辑区域没有提供参数区域的情况下，检查器显
示编配区域的参数。

备注： 检查器会进行更新以显示键盘焦点窗口的参数。在介绍每个窗口的相应章
节中包含了窗口特定参数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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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编配区域在键盘焦点中时的检查器。

• “片段参数”框： 用来为轨道通道上的单个或多个片段设定回放参数，例如移调和
量化。“片段参数”框中的任何参数都不实际改变片段的原始数据。它们只影响片
段（及片段内事件）的回放。这些参数改变实时发生，片段随之播放。

• “轨道参数”框： 用来改变轨道带条的各个方面。在此处进行的任何更改都会影响
轨道通道上的所有片段（因为所有片段都通过此通道条进行路由）。

• 编配通道条： 左侧通道条控制所选编配轨道的输出。右侧通道条可能因左侧通
道条上执行的操作而异。例如，右侧通道条可以显示左侧通道条的第一个辅助或
输出目的通道条。此功能使用户可以快速简便地设置灵活的效果和音频路由方
案。它也为所选编配轨道提供处理和路由的一览图，并且可以直接从编配区域访
问所有调音台通道条功能（音量、声相、发送和插入等）。对轨道的编配通道条
进行的任何调整都将反映在相应的调音台通道条中，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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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显示或隐藏“片段参数”或“轨道参数”框中的内容
µ 请点按任一框中名称左侧的显示三角形。

显示或隐藏框中的内容。关闭任一框可以为下面的元素提供空间。

若要作为浮动区域打开“片段参数”框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片段参数”框，然后选取“片段检查器浮动”（或
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Option-R）。

µ 连按“片段参数”框。

在媒体区域中操作
通过点按编配工具栏上的“媒体”按钮可以打开或关闭媒体区域。可以在媒体区域管
理所有与项目相关联的文件，包括音频、视频和插件设置。它包含四个标签：

• 音频媒体夹： 帮助管理项目中使用的所有音频文件。

• 循环浏览器： 用于搜索循环文件（例如，Apple Loops）。

• 资源库： 用来搜索（也可以直接分配）插件、通道条和 MIDI 乐器设置。

• 文件浏览器： 用来搜索所有 Logic Pro 相关文件。

音频媒体夹简介
音频媒体夹显示项目中使用的所有音频文件。可以将媒体夹看作项目的音频文件目
录。它还提供从每个音频文件导出的片段的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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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媒体夹中添加、编辑、删除和重新命名音频文件和片段。所有音频文件和
片段都可以直接从媒体夹拖到编配区域，然后在编配区域中编辑、移动和拷贝这些
音频文件和片段。您还可以将未在编配中使用的文件添加到媒体夹，从而在创作项
目时方便地访问。

• “名称”栏： 按名称显示当前项目中的所有音频文件。文件名称左侧的显示三角形
可让您看到与所选音频文件相关联的所有片段。

• “简介”栏： 显示音频文件和片段信息。水平指示条指示整个音频文件的长度。这
些指示条的彩色部分表示片段在音频文件内的位置和大小。附加数据（包括采样
速率、位长度、单声道、立体声或环绕声状态及文件大小）也显示在“简介”栏中。
单声道文件由单环符号识别，立体声文件由联锁的双环符号识别，而环绕声文件
由五环符号识别。

• 播放按钮： 点按以播放选定的音频文件或片段。再次点按以停止回放。

• 循环按钮： 点按以反复播放选定的音频文件或片段。再次点按以停止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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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将音频媒体夹打开为单独的窗口并调整其大小时，媒体夹的“信息”栏可以显示
音频文件和片段的波形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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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浏览器简介
循环浏览器的设计有助于直观而快速地查找 Apple Loops。可以使用关键词搜索循
环，执行文本搜索，试听循环，查看有关循环的信息，以及限制为仅显示特定 Jam
Pack 或循环库中的循环。匹配文件显示在搜索结果列表中。当找到想要使用的文
件时，只需将它们拖到编配区域即可添加到项目。

“循环”面板有三种视图：  音乐视图、音效视图和分栏效果视图。默认的音乐视图显
示 54 个按钮，每个按钮代表一个与音乐有关的类别。点按矩阵中的按钮，以缩小
相应 Apple Loops 的搜索范围。已启用的按钮高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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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效果视图提供与效果相关的类别按钮，例如“爆裂声”、“动效”或“人物”。

分栏视图提供标准的 Mac OS X 分栏文件菜单，该菜单按层次分为“全部”、“按类型”、
“按乐器”、“按情绪”和“收藏”搜索标准。

• 视图按钮： 点按以在三种视图之间切换。左侧的按钮切换到分栏视图，第二个
按钮（带有音符图标）切换到音乐视图，第三个按钮（带有 FX 图标）切换到音
效视图。

• “查看”弹出式菜单： 将显示的循环限制在特定的循环库范围内。

• 搜索栏： 在栏中键入文本，以显示文件名包含搜索文本的文件。

• 类别按钮（仅限音乐视图和音效视图）： 点按将符合类别的文件显示在搜索结
果列表中。

• 类别栏（仅限分栏视图）： 选择类别栏以显示其子类别。

• 搜索结果列表： 显示符合设定的搜索标准的所有循环。

• 音量滑块： 调整所选文件的回放音量。

资源库简介
资源库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工具，可以用来访问以下文件类型。

• 通道条设置 (.cst)

• 插件设置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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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S 乐器 (.exs)

• 环境乐器和程序或“音频 MIDI 设置”实用工具中创建的 MIDI 乐器库

• ReWire MIDI 乐器和活跃的 ReWire 主机

资源库自动显示符合所选通道条类型和部分（“通道条设置”菜单、“插入”槽和“乐器”
槽）的设置文件。白色框指明编配通道条的选定部分。

您可以通过打开文件夹浏览文件，或通过执行文本搜索进行搜索。匹配文件显示在
搜索结果列表中。查找到想要使用的文件时，通过选择该文件即可载入。

文件浏览器简介
文件浏览器可让您浏览或搜索可在 Logic Pro 中使用的所有文件类型，从而可以在
创作期间方便地访问（和使用）这些数据。它显示任何连接的媒体宗卷上的以下文
件类型：

• Logic 项目文件

• 旧版本 Logic 的乐曲文件

• GarageBand 项目（Mac 版、iPad 版和 iPhone 版）

• 与 Logic Pro 兼容的所有项目交换文件格式（OMF、AAF、OpenTL、XML 和 MIDI
文件）

• 音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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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ckTime 影片

• 向后和向前按钮： 在前面已查看过的文件层次中上下移动。

• “路径”菜单： 显示当前位置的文件路径层次，允许您返回到上一级目录。

• “电脑”按钮： 显示本地硬盘、光盘驱动器和连接到电脑的其他存储介质的内容
（如果适用）。

• “个人”按钮： 显示个人目录的内容。

• “项目”按钮： 显示当前项目文件夹的内容。

• 视图按钮： 在分栏和列表视图之间切换文件列表。

• 搜索栏： 在栏中键入文本，以显示其文件名包含搜索文本的文件。除了按名称
搜索文件外，还可以按其他标准（随文件一起储存的其他信息）进行搜索。点按
加号按钮以显示其他搜索过滤器。Logic Pro 总是在所显示的位置搜索文件。

• 搜索过滤器： 使用这些菜单将搜索限制为特定文件类型、文件格式、日期、大
小和其他标准。

• 文件列表： 显示处在当前位置的 Logic 相关文件和文件夹。在分栏视图中，您可
以通过选择文件夹来浏览文件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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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弹出式菜单： 选取这些菜单项以将选定的音频文件添加到音频媒体夹，或
显示它们在 Finder 中的位置。

• 音量滑块： 调整所选文件的回放音量。

• 播放按钮： 点按以试听所选文件。再次点按以停止回放。

在音符区域中操作
通过点按编配工具栏上的“音符”按钮可以打开或关闭音符区域。它提供两个独立标
签，显示以下信息：

• 项目音符： 显示与项目相关的音符。

• 轨道音符： 显示与单个轨道相关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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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备注简介
“项目”面板显示项目特定音符，每个项目只能设定一个项目音符。您可以使用此面
板创建、编辑或删除项目音符。

• 项目文本区域： 在这里输入项目特定文本。

• “项目文本编辑”按钮： 激活项目文本编辑模式。

• “项目名称”栏： 显示项目名称。

轨道音符简介
“轨道”面板显示轨道特定音符，每个通道条对象只能设定一个轨道音符。您可以使
用此面板创建、编辑或删除轨道音符。

• 轨道文本区域： 在这里输入轨道特定文本。

• “轨道文本编辑”按钮： 激活轨道文本编辑模式。

• 轨道编号和名称： 显示当前选择的轨道的编号和名称。

在列表区域中操作
通过点按编配工具栏上的“列表”按钮可以打开或关闭列表区域。它提供四个独立标
签，显示以下数据类型的列表：

• 事件列表： 显示项目中的片段或 MIDI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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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记列表： 列出项目中的所有标记。

• 速度列表： 显示项目中的所有速度更改。

• 拍号列表： 显示项目中的所有拍号和调号变化事件。

列表标签能很好地满足大量精确编辑任务的需要，也适合需要完整显示所有数据的
场合。

事件列表简介
事件列表显示项目中所有事件的列表，例如 MIDI 音符事件或片段开始事件。可以
在需要对录制的数据进行精确修改时，以及其他编辑器的图形显示不适用于当前任
务的情况下使用事件列表。您可以限制显示的事件类型，从而可以方便查找特定事
件类型。

事件列表可以显示两种类型的数据：  片段相关或事件相关。显示的信息取决于当
前所处的层次级别，换句话说，您是在编配级别查看信息，还是在编配区域内查看
一个或多个 MIDI 片段。有关显示层次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在不同层次级别工作。

• 层次按钮： 点按以移到事件列表层次的上一级。这可让您查看当前项目中的所
有片段。

• “创建”和“过滤器”按钮： 确定事件类型按钮的功能。激活“创建”按钮时，点按事
件类型按钮来添加选定的事件类型。激活“过滤器”按钮时，您可以使用事件类型
按钮从显示中过滤出特定事件类型。这只会隐藏事件显示，而不影响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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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类型按钮： 点按以从显示中过滤出特定事件类型，或添加事件类型（取决
于“创建”和“过滤器”按钮的状态）。

• 列表区域： 分栏显示事件或片段的实际列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事件列
表中编辑 MIDI 事件。

标记列表简介
标记列表显示项目中的所有标记。您可以使用此列表来创建新标记、编辑现有标
记，和选择标记以便进行文本编辑。它也可以辅助导航，您可以点按标记名称跳到
（将播放头移到）该标记位置。

• “创建”按钮： 创建新标记。

• 标记列表区域： 显示项目中的所有标记。

• “标记文本区”按钮： 点按以显示可选标记文本区域，可以输入或编辑标记文本。

• 标记文本区域： 在这里给选定的标记输入文本。

• “标记文本编辑”按钮： 激活标记文本编辑模式。

59第 3 章 Logic Pro 界面概览



速度列表简介
速度列表显示项目中的所有速度变化。也可以使用此列表创建新的速度事件，或编
辑现有事件。

• “创建”按钮： 点按以创建新的速度事件。

• 速度列表： 显示项目中的所有速度变化以及它们的位置。

• “附加简介”按钮： 显示速度曲线上所有附加速度的更改，以及它们在项目中的位
置。

拍号列表简介
拍号列表显示项目中的所有拍号和调号。如果项目乐谱中显示乐谱符号，则列表中
也显示这些符号。这些符号包括反复符号和双小节线（包括乐谱结束事件）、半/
短小节线、隐藏小节线和手动插入的小节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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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拍号列表创建、拷贝、移动及删除拍号和调号事件。

在编辑区域中操作
您可以通过点按“编配”窗口底部的相应按钮直接在窗口中打开以下编辑区域。

• 调音台

• 样本编辑器

• 钢琴卷帘窗编辑器

• 乐谱编辑器

• Hyper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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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音台简介
调音台的作用是对项目进行混音。每个轨道是通过通道条来回放的。您可以调整通
道条的音量和声相位置，添加效果、静音和演奏轨道，以及将通道条输出发送到其
他通道条类型，例如输出和辅助通道条。

• 通道条： 用于处理从编配轨道发送出的音频或 MIDI 信息。

• 通道条控制： 用于调整在通道条中播放的音频信号的电平和其他方面。

• 视图按钮： 用来在“单个”、“编配”和“全部”视图之间切换调音台，限制调音台视
图只显示要处理的任务所需的通道条。

• 过滤器按钮： 用于过滤特定通道条类型的显示。

有关完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章节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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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编辑器简介
样本编辑器将音频文件的内容显示为波形。可以使用样本编辑器精确编辑音频文件
（和片段）。样本编辑器还提供大量有用的破坏性处理工具。这些工具可让您伸展
音频时间和改变音高，更改采样速率，从音频提取 MIDI 套路，甚至对音频进行量
化。

• 标尺： 指示在编配区域或音频媒体夹中选定的片段的位置和长度。

• 简介显示： 显示选定区域的开始点和长度。

• 波形概览： 显示整个音频波形的缩略图。

• 波形显示： 提供波形概览中所选波形区域的详细视图。

• 播放头： 反映当前回放位置。

• 定位符： 表示音频文件的绝对开始点。

• 片段区域： 编辑此符杠以调整片段的长度。

有关完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在样本编辑器中编辑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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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卷帘窗编辑器简介
钢琴卷帘窗编辑器在网格上将 MIDI 音符显示为符杠。左侧的钢琴键盘与每个符杠
代表的音符音高对齐。每个符杠的相对长度表示音符长度。音符位置自左向右显
示，标尺和垂直网格线便于用户查看音符的开始和结束位置。音符力度（击打音符
的用力程度，通常指声音大小）使用颜色表示。

有关完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编辑 MIDI 事件。

配乐编辑器简介
乐谱编辑器使用传统记谱法来显示 MIDI 片段的 MIDI 音符事件（以及踏板和其他事
件类型）。可以在五线谱中插入和编辑 MIDI 音符事件，并使用音乐符号来阐明音
符事件在此编辑器中的含义。文本（例如歌词、标题和注释）也可以集成到乐谱
中。打印功能可让您打印完整的乐谱，并且五线谱的数量仅受纸张大小限制。

有关使用乐谱编辑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处理乐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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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 Editor 简介
Hyper Editor 将 MIDI 音符或控制器事件显示为垂直符杠，并沿用户所定义的时间网
格排列。这使 Hyper Editor 成为以下操作的理想选择：

• 添加或编辑控制器数据，例如音符力度。它使一些编辑任务（如数据的放大和缩
小）更快了。

• 快速创建和编辑 MIDI 鼓声部。

• 事件定义： 每个水平行（或通道）提供一个事件定义，确定所显示或影响的事
件类型。选择名称栏中的行时，其事件定义显示在检查器的“事件定义参数”框中。

• MIDI 事件： 每个 MIDI 事件由垂直符杠表示，并且符杠与特定时间位置对齐。控
制器的值或音符力度由符杠的高度表示。符杠越高，表示的值越高。

有关完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Hyper Editor 中编辑 MIDI。

了解 Logic Pro 窗口的共同元素
所有 Logic Pro 窗口（包括编配区域）均具有许多共同元素。窗口之间的一致性使
用户可以在整个应用程序中的同一个地方找到这些元素，从而使音乐创作更加容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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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内菜单栏
窗口的窗内菜单栏包含访问此窗口特有功能的按钮。例如，乐谱编辑器具有等音移
动功能，此功能与音符相关，而与钢琴卷帘窗编辑无关。

工具菜单
每个窗口的“工具”菜单中提供的工具专门用于在此窗口执行的任务。例如，编配区
域提供的工具用于不同的编配任务，例如剪切或移动片段以及自动编辑。乐谱编辑
器提供的工具用于乐谱布局和任务，例如声部分离。

“左点按工具”菜单可分配左点按工具。“Command 点按工具”菜单分配 Command 点
按工具。如果鼠标右键没有分配工具，则出现其他工具菜单（“右键点按工具”菜
单）。有关完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工具。

“跟随”、“链接”和“层次”按钮
大多数窗口包含“跟随”、“链接”和“层次”按钮。这些按钮用来捆绑或关联 Logic Pro
窗口，并且可以帮助浏览项目结构的不同级别。例如，如果点按编配区域中的片
段，已链接窗口的内容（例如钢琴卷帘窗编辑器）将随即更新，以显示该片段中的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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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动条
垂直和水平滚动条显示在窗口右侧边缘和底部边缘。这些滚动条可让您查看超出可
见显示区域的部分。

缩放滑块
垂直和水平滑块显示在窗口的右下角。这些滑块可让您在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调整
窗口中内容的大小，使您能更仔细或更粗略地查看数据。

小节标尺
所有线性编辑窗口的顶部都带有小节标尺。项目中片段和事件的位置与小节标尺位
置对齐。小节标尺显示标记和定位符，并且反映拍号更改。还可以指示三个重要操
作模式（独奏、录音或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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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轨道
所有线性编辑窗口均带有全局轨道，全局轨道被打开时，它们显示在小节标尺的正
下方。点按小节标尺（标有全局轨道）左侧的显示三角形来查看全局轨道。

• 标记轨道： 包含用于标记项目的小节位置和声部的标记。可以对标记的长度、
文本和颜色自由编辑。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处理标记。

• 速度轨道： 包含项目的所有速度更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速度轨道。

• 节拍对应轨道： 可让您将小节位置分配到任何音乐事件（MIDI 音符和音频片段
的明显重音）。这使用户可以根据按自由速度（自由时间，包括加速和减速）录
制或只是没有节拍器咔嗒声的MIDI 或音频片段的原始时间调整音乐时线。可听得
到的有声输出并没有改变，但得到的显示却适合于音乐时间线。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节拍对应片段。

• 拍号轨道： 包含项目的基调及所有拍号和调号（在乐谱编辑器中显示时）。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处理拍号和调号。

• 和弦轨道： 包含可以从 MIDI 片段导出或使用鼠标创建的和弦符号。这些和弦符
号也可以插入到乐谱中。和弦的根音音符决定所有 Apple Loops 的移调（音高移
动），并且还可以影响 MIDI 片段的回放。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用和弦和移调
轨道编辑移调。

• 移调轨道： 显示全局移调事件。它链接到和弦轨道中的和弦根音音符的级数。
和弦根音的更改将反映在移调轨道中，反之亦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用和弦
和移调轨道编辑移调。

• 视频轨道： 将 QuickTime 影片的帧显示为缩略图，这些帧可以与音乐完美同步，
使其成为电影配乐的理想选择。可以自动检测和标记在影片中进行的剪切操作。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视频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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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编配”窗口区域的交互方式
“编配”窗口包含多个互相交互的区域。这让您可以在同一区域对所有文件、编辑方
法、轨道和通道条参数进行访问，从而加快工作流程。以下任务概述了这些“编配”
窗口区域如何互相协调工作，从而加快音乐创作速度。

若要了解“编配”窗口区域的交互方式
1 通过点按编配工具栏中的“媒体”按钮打开媒体区域。

2 点按“文件浏览器”标签，然后浏览至包含音频文件的文件夹。

3 选择音频文件名称并将其拖到编配区域中的音频轨道带上。

当帮助标记显示位置 1 1 1 1 时，释放鼠标键。编配区域中会创建一个片段。

4 点按编配区域底部的“样本编辑器”按钮。

样本编辑器显示，并显示刚刚在编配区域中创建的片段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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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按“音频媒体夹”标签。

媒体夹包含刚刚添加到项目的音频文件。

6 点按“循环”标签，然后点按一个类别按钮来查看循环浏览器的搜索结果列表中的匹
配循环。

7 选择带有绿色图标的循环，并将其拖到编配区域中的软件乐器轨道。

当帮助标记显示位置 1 1 1 1 时，释放鼠标键。编配区域中会创建一个 MIDI 片段。

提示： 如果没有软件乐器轨道，您也可以从循环浏览器中直接将 Apple Loops 拖到
空白编配区域。系统自动创建轨道和相应通道条，并载入 Apple Loops。

8 点按编配区域底部的“钢琴卷帘窗”按钮。

钢琴卷帘窗编辑器显示，并显示刚刚在编配区域中创建的片段的内容。

9 通过点按走带控制条中的“转到开始”按钮，将播放头移到项目的开始部分。

10 通过点按走带控制条中的“播放”按钮来播放项目。

您将听到添加到项目的音频文件和乐器循环的声音。您可能喜欢软件乐器循环的旋
律，而不是它的声音。使用资源库将其他声音分配到软件乐器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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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选择软件乐器轨道，然后点按“检查器”按钮。

左通道条显示软件乐器和选定轨道的效果。

12 点按“资源库”标签，并浏览显示的通道条设置。

由于这是一个软件乐器轨道/通道条，因此在资源库中只显示软件乐器通道条设置。

13 选择其中一个通道条设置以将它载入。

14 再一次开始回放，听一听新声音的效果。

使用 Logic Pro 界面元素
可以使用鼠标和电脑键盘访问 Logic Pro 界面中的所有按钮、开关、滑块和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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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记格和按钮
注记格是点按时可被选择的方框，从而启用某个选项（或功能）。再次点按关闭该
注记格，并停用选项。

某些按钮的使用方式类似，因为都只是暂时启用其代表的功能（按钮在点按时通常
会亮起）。

再次点按按钮停用此功能。这些按钮类型的示例包括“静音”和“独奏”按钮。

一种不同的注记格是圆形单选按钮。提供许多成组的按钮（每个按钮代表一个不同
的选项），您需要从中选择一个。它们与注记格和其他按钮类型的区别在于任何时
候都只能在其中激活一个按钮。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新轨道”对话框中的“类型”单选
按钮。

下拉菜单和弹出式菜单
当点按菜单名称时，会打开下拉菜单。当点按某个输入栏或按钮时，会打开弹出式
菜单。

在某些菜单中，一个或多个菜单项旁边显示一个箭头，这表示其包含子菜单。若要
从子菜单中选取一项命令或设置，请按箭头方向移动鼠标，然后将鼠标垂直移到所
需菜单项。点按以启用选取的命令或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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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选择位于菜单可见部分之外的菜单项，请将鼠标移到位于菜单顶部或底部
边缘的箭头上。菜单随即滚动。

快捷键菜单
通过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 Logic Pro 窗口的不同区域来访问快捷键菜单
（也称为关联菜单）。快捷键菜单提供多种选择、编辑命令和其他区域的专用命
令，使用户可以快速访问常用功能。

备注： 右键点按功能取决于在“”>“偏好设置”>“全局”>“编辑”标签中选择的“鼠标右
键：  在“Logic Pro”>“偏好设置”>“通用”>“编辑”面板中选取“打开快捷键菜单”选项。

使用电脑键盘
可以通过键盘命令访问 Logic Pro 的大部分功能。只要是本文稿提到的键盘命令，
均指可以通过电脑键盘按键（或按键组合，例如同时按下键盘上的 Control 键和 W
键）访问的功能或选项。

使用键盘命令代替鼠标，可以大大加快 Logic Pro 工作流程。在本文稿中，您会遇
到许多通常采用步骤形式的实际使用示例，其包括用于特定功能的默认键盘命令。

在熟悉 Logic Pro 的过程中，建议您遵循本文稿介绍的步骤，使用这些默认键盘命
令。这不仅可以帮助您牢记这些命令，而且有助于您从一开始就养成良好（而速度
更快）的工作习惯。

在掌握 Logic Pro 基础知识和了解自己喜欢的工作方式后，您可以自由分配自己的
键盘命令设定。可以分配键盘命令的 Logic Pro 功能和选项也可以分配通过 MIDI 控
制器发出的 MIDI 命令。有关这些高级主题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键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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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Pro 可让您自定窗口设置，以适应您的工作风格和正在执行的任务。在编配窗
口中执行大多数工作时，您可以打开不同的窗口组合（甚至是若干个相同类型的窗
口）并单独调整每个窗口。还能很容易地存储不同的窗口排列（称为屏幕设置（如
使用屏幕设置中所述），而且通过按下一个按键就可以恢复这些设置。项目中所有
打开的窗口不断更新以跟随播放头的位置。在一个窗口中所作的修改会立即反映在
所有其他打开的窗口中。例如，如果在乐谱编辑器中更改了一个音符事件的音高，
则此更改会立即显示在打开的钢琴卷帘窗编辑器窗口中。本章概述如何自定和存储
整个窗口设置。单个窗口和编辑器的显示选项在其相应章节中讲述。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了解窗口类型 (第 75 页)

• 打开与关闭窗口 (第 78 页)

• 移动窗口与调整窗口大小 (第 80 页)

• 在不同层次级别工作 (第 82 页)

• 选定工作区域 (第 83 页)

• 缩放工作区域 (第 85 页)

• 了解窗口间的关系 (第 89 页)

• 隐藏或显示走带控制条 (第 91 页)

• 自定编配工具栏 (第 92 页)

• 隐藏或显示检查器 (第 93 页)

• 调整小节标尺显示 (第 93 页)

• 显示全局轨道 (第 95 页)

• 使用屏幕设置 (第 97 页)

了解窗口类型
Logic Pro 中有两种不同的窗口类型：  普通窗口和浮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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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窗口中工作
可以根据需要打开多个普通窗口，包括若干个相同类型的窗口。尽管所有窗口的内
容将不断更新，但只有一个窗口一直位于最前面或成为活跃窗口。这就是在几个普
通窗口重叠时位于最前的窗口。这个窗口被认为具有键盘焦点。

键盘焦点窗口可以通过被照亮的标题栏（带黑色标题栏文字）以及窗口内容周围的
白色焦点框来识别。

窗口（如编配窗口）内的键盘焦点区域由焦点区域周围的白色焦点框来指明。

若要为窗口或区域分配键盘焦点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窗口”>“循环显示窗口”（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如果下一个打开的窗口被其他窗口完全遮盖，此命令将为其分配键盘焦点。

µ 点按窗口标题栏或工作区域内部。

点按工作区域内部时要小心，因为如果窗口中的铅笔工具处于活跃状态，您可能会
意外插入一个事件或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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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配窗口可以结合不同区域中的多个其他窗口。可以通过点按窗口（您想要使用的
编配窗口区域）的背景或标题栏，或使用窗口中的工具来为这些窗口分配键盘焦
点。

提示： 您也可以使用 Tab 或 Shift-Tab 循环显示编配窗口区域：  按 Tab 正向循环，
按 Shift-Tab 反向循环。

键盘焦点窗口（或编配窗口的区域）的主要特征是键盘命令仅影响此窗口，而不影
响任何其他窗口。

在浮动窗口中工作
浮动窗口因总是“浮”在最前面，甚至出现在键盘焦点窗口的上面而得名。（打开大
量浮动窗口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它们互相遮盖 - 点按您想要移到最前面的那个窗口。）

“偏好设置”和“项目设置”窗口都属于浮动窗口。

浮动窗口的明显特征是标题栏较窄且为灰色（插件窗口除外——插件窗口具有不同
风格的标题栏）。浮动窗口中的鼠标操作与普通窗口中的相同。

处理背景窗口
背景窗口并非完全看不到，可以通过灰暗色标题栏和淡色的名称来识别。它们可以
位于最前面窗口的旁边，或者被掩盖在最前面窗口的下面。

在背景窗口中，您不仅可以观察修改，还可以进行几乎任何类型的修改，而且不需
要在修改之前为窗口提供键盘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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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为每个窗口记忆单独的工具选择，可让您直接编辑任何窗口的内容，无论窗口
是否为键盘焦点窗口。进行任何此类编辑后，该窗口便自动成为键盘焦点窗口。例
如，假设您的编配窗口中可以看到钢琴卷帘窗编辑器和事件列表：  指针工具在编
配区域处于活跃状态，铅笔工具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处于活跃状态，橡皮工具在
事件列表中处于活跃状态。当您将鼠标指针拖移过每个窗口的边界时，上述工具会
自动变为活跃状态。

打开与关闭窗口
在 Logic Pro 中有多种方式可以打开和关闭窗口。

若要打开窗口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主菜单栏中选取“窗口”> [窗口类型]（编配、乐谱等）（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每个窗口类型均具有打开窗口的相应键盘命令，而无须使用鼠标。例如，Command-1
打开编配窗口，Command-2 打开调音台等。分配的键盘命令显示在“窗口”菜单中每
个窗口名称的旁边。最好学习使用键盘命令而不使用鼠标，这样会加快工作流程。

µ 将相应标签（音频媒体夹、事件列表等）拖出编配窗口。

您拖移的标签就会变成一个独立的窗口。

您可以打开多个相同类型的窗口，在特定类型的编辑器中单独显示并改变几个片段
的内容时，此方法非常有用。但是，为了简化窗口管理和避免不小心打开多个相同
类型的窗口，打开窗口时要注意以下操作：

• 如果所需窗口类型位于屏幕设置的背景中，则它会被带到前台。

• 如果所需窗口类型已经位于前台，则打开另一所需类型窗口。

• 如果当前屏幕设置未打开所需窗口，则打开窗口。

在编配窗口中也有多种方式可以打开 Logic Pro 编辑器。

若要打开 Logic Pro 编辑器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编配”窗口的底部点按相应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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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在编配窗口的底部拖移按钮。拖移时按钮将更改为编辑器窗口。

µ 连按编配区域中的音频片段，以在编配窗口底部打开样本编辑器。

µ 连按编配区域中的 MIDI 片段，以在编配窗口底部打开默认编辑器。

备注： 通过在“Logic Pro”>“偏好设置”>“通用”>“编辑”面板中的“连按 MIDI 片段会打
开”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菜单项，您可以确定默认编辑器。

µ 按住 Option 键并连按片段，以作为单独的窗口打开默认编辑器。

“开关窗口”键盘命令可让您定义一个键盘命令来打开或关闭窗口（或活跃编配窗口
中已分配类型的区域）。如果窗口不能作为编配窗口区域，它将作为独立窗口打
开。例如，您可以在编配窗口使用“开关文件浏览器”键盘命令、“开关资源库”键盘
命令等打开和关闭（开关）列表和媒体区域。

在 Logic Pro 中也有多种方式可以关闭窗口。

若要关闭窗口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从主菜单栏中选取“文件”>“关闭”（或使用“关闭窗口”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mmand-W）。

这会关闭带有键盘焦点的窗口。

µ 请点按窗口左上角的关闭按钮。

µ 按住 Option 键点按关闭按钮，以关闭活跃项目的所有窗口。

备注： 如果关闭项目所有打开的窗口，Logic Pro 将假设您想要关闭项目，并询问
您是否要存储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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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窗口与调整窗口大小
您可以单个地移动所有已打开的窗口、改变它们的大小，甚至可以跨多台显示器进
行。也可以改变带有大小调整指示条的所有窗口元素的大小。

编配窗口内编辑区域和编配区域的大小关系也可以调整，方法是在编辑区域和编配
区域之间点按并上下拖移。指针将变为调整大小指针。系统独立记忆调音台区域的
垂直高度。所有其他编辑区域都采用相同的高度。

您不能调整其他编配窗口元素（检查器、媒体或列表区域）的大小。只能打开或关
闭这些区域。

以下是一个可能的窗口设置的例子：  假设要编辑不同 MIDI 片段的 MIDI 音符。您
不妨增加钢琴卷帘窗编辑器的高度以便在放大状态工作，于是减小了编配区域的高
度。然后您要缩小编配区域的缩放比例，因为它只用来选择片段。

若要移动窗口
µ 点按并按住标题栏，然后将窗口拖到一个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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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调整窗口大小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拖移窗口右下角，Finder 中的任何窗口也是如此。

µ 将鼠标指针置于窗口边缘。当鼠标指针变为调整大小指针时，沿任何方向拖移。

若要调整窗口元素大小
1 将鼠标移到大小调整指示条上。

2 当鼠标指针变为调整大小指针时，拖移窗口元素。

若要将窗口最大化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择窗口，然后选取“窗口”>“缩放”。

µ 点按窗口左上角的缩放按钮（三个窗口控制中最右边的按钮）。

再次点按缩放按钮以恢复原始窗口大小。

若要将窗口最小化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择窗口，然后选取“窗口”>“最小化”（或使用“最小化窗口”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mmand-M）。

µ 点按窗口左上角的最小化按钮（三个窗口控制中的中间按钮）。

图标（最小化的窗口）会被放入 Dock 中。点按 Dock 中的图标即可恢复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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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调整插件窗口的大小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拖移插件窗口的右下角。此缩放操作适用于单个插件。

µ 在插件窗口的“视图”菜单中选取窗口大小。此缩放操作适用于单个插件。

µ 在“Logic Pro”>“偏好设置”>“显示”>“调音台”面板中设定插件窗口的默认大小。此缩
放操作适用于所有插件。

在不同层次级别工作
Logic Pro 可让您按概览级别（编配级别）以及微观级别（编辑器级别）查看项目。
这些不同的层次级别专用于不同类型的任务，如编配项目的各个部分或微调乐器的
各部分。在许多情况下，您可以直接在这些不同显示级别之间切换，而不必打开或
访问另一个窗口。

一般情况下，编辑器处于最低显示级别，该级别显示所选片段中的单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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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按窗口或窗口区域左上角的“层次”按钮可以将显示的视图向上移动一个级别（通
常是移到编配级别）。

备注： 连按窗口编辑区域的背景也可以向上移动一个显示级别。

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和 Hyper Editor 中，上移显示层次将显示编配区域中所有片段
的事件。

与其他编辑器一样，点按事件列表中的“层次”按钮将把显示层次上移一个级别。但
是，在事件列表中，显示基本保持不变，并且显示片段列表（而不是单个事件列
表）以及片段位置、名称、轨道编号和长度。在片段名称列表中，您刚刚编辑的
MIDI 片段将被选定。

连按 MIDI 片段（或使用“进入折叠夹或片段”键盘命令）可返回至最低显示级别，并
显示 MIDI 片段的内容。

连按音频片段可以在样本编辑器中打开该片段。

在乐谱编辑器中，点按“层次”按钮可以到达更高显示级别。与其他编辑器不同，乐
谱编辑器处于较高显示级别时也可以编辑单个事件。在五线谱上的空白处连按以回
到较低的显示级别。

选定工作区域
窗口右侧和底部边缘的滚动条允许您在工作区域内沿垂直或水平方向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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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按滚动箭头或拖移滚动条可以移动可见部分。有两点需要注意：

• 滚动条与整个滚动条长度的大小关系与窗口可见部分与整个窗口大小的关系相对
应。

• 移动滚动条时可见部分随即发生改变。

使用向上翻页、向下翻页、向左翻页和向右翻页键盘命令来向上、向处、向左或向
右滚动页面，这些操作与点按垂直滚动条的上方或下方或水平滚动条的左侧或右侧
的灰色区域的效果相同。

“页顶部”、“页底部”、“页最左”和“页最右”键盘命令将工作区域的可见部分移到顶
部、底部、左侧或右侧，与将其中一个滚动条移到它的一个最远端位置的效果相
同。

在编配区域、事件列表、Hyper Editor 和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使用“视图”>“滚动到
选定部分”将编辑窗口的可见部分移到第一个所选事件组中。此功能可以使用键盘
命令实现，而且在当前活跃窗口中可用。

备注： 当选取框所选内容活跃时，使用此键盘命令移动编辑窗口的可见部分，以
反映选取框所选内容。

若要同时垂直和水平滚动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按下 Shift-Control 键，点按并按住编配窗口背景，然后沿所需方向拖移。

µ 使用第三个鼠标键（例如鼠标滚轮）点按并按住编配窗口背景，然后沿所需方向拖
移。

鼠标指针离最初所点按位置的距离将决定滚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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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只有在第三个鼠标键未分配给全局命令（例如“Exposé”）时，第二选项才可
用。

缩放工作区域
缩放控制用于放大和缩小工作显示区域。您选取的缩放值会减小或增大屏幕可见部
分中的事件或片段的大小。此功能可让您：

• 在大小相同的屏幕空间内查看更多事件或片段（缩小）

• 查看事件或片段的详细显示（放大）

缩放时，左上角（和所选）的事件或片段保持在屏幕的可见区域。换句话说，首先
选定的区域或事件将保留在缩放后的窗口中。如果没有可见的选定区域或事件，将
以播放头为中心进行缩放。如果播放头不可见，则窗口的当前中心将保持在中心。

水平和垂直缩放控制位于窗口工作区域的右下角。

若要缩小
µ 点按间隔较紧密的指示条以减小缩放比例。

若要放大
µ 点按间隔较宽的指示条以增大缩放比例。

您可以拖移缩放滑块来选用多个缩放水平。缩放时轨道之间的相对大小差异保持不
变。

使用播放头缩放
播放头可用于放大和缩小工作显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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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使用播放头缩放
1 在小节标尺的底部点按并按住鼠标。

2 向上或向下拖移播放头顶部。

使用滚动条缩放
滚动条不仅可让您移动编配和编辑窗口，还可用于缩放。

若要使用滚动条缩放
µ 点按并按住滚动条一端的缩放手柄并：

• 在垂直滚动条上向上或向下拖移

• 在水平滚动条上向左或向右拖移

随着您拖移手柄，窗口内容将放大或缩小。

使用触控板缩放
触控板可用于放大和缩小工作显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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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增大缩放比例
µ 在触控板上张开双指。

若要减小缩放比例
µ 在触控板上合拢双指。

使用“波形缩放”按钮缩放
在编配区域的水平缩放控制旁边，您可以找到“波形缩放”按钮。此按钮可用于直观
调整所有音频片段的波形大小，以及“节拍对应”轨道（如果全局轨道启用“节拍对
应”）上的波形大小。

若要切换“波形缩放”按钮的状态
µ 点按“波形缩放”按钮（或使用“切换波形垂直缩放”键盘命令）。

激活此按钮时，所有音频片段和“节拍对应”轨道中显示的波形将缩放到指定的缩放
比例。您可以根据需要更改缩放比例。

若要使用“波形缩放”按钮更改缩放比例
1 点按并按住“波形缩放”按钮。将出现一个滑块。

2 拖移此滑块。此时，所有音频片段和“节拍对应”轨道中所显示波形的大小均会增大
或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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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此功能非常直观。波形的振幅（电平高低）不会受影响。

您也可以使用以下键盘命令更改缩放比例：

• 波形垂直放大

• 波形垂直缩小

• 波形垂直放大 1 倍（正常）

• 波形垂直放大 2 倍

• 波形垂直放大 4 倍

• 波形垂直放大 8 倍

放大屏幕的一部分
若要放大屏幕的某一部分以填充整个窗口，使用缩放工具拖移以选择区域。

如果需要进一步放大，可以重复执行此操作。

提示： 您可以在选择其他工具时按住 Control 和 Option 键来访问缩放工具。

储存和恢复缩放设置
您可以使用“存储为缩放 1”至“存储为缩放 3”键盘命令为每个窗口储存三个不同的缩
放设置。使用“恢复缩放 1”至“恢复缩放 3”键盘命令以恢复缩放设置。这些命令只适
用于活跃窗口或窗口区域。

复原至上一个缩放设置
使用缩放工具点按背景。此操作将使缩放比例返回到原来的设置，或者如果多次使
用此工具，将一步步退回以前的每一个缩放比例。

使用“缩放导航”键盘命令
每个窗口最多可以设定并恢复 30 个缩放比例和滚动条位置。这些命令可让您导航
多个窗口缩放比例和滚动条位置，从而加快重复编辑任务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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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以下命令缩放所选事件或定位符定义的片段以适合屏幕。使用所有缩放命
令均会在导航路径中创建一个新的步骤。

• 垂直和水平缩放以适合选定部分并储存导航快照： 尽可能大地显示当前选择，
并将其存储在导航路径中。

备注： 选取框活跃时，使用此键盘命令更改当前缩放比例以适合选取框。

• 水平缩放以适合选定部分并储存导航快照： 在水平方向上尽可能大地显示选择，
并将其存储在导航路径中。

备注： 选取框活跃时，使用此键盘命令更改当前缩放比例以适合选取框。

• 垂直缩放以适合选定部分并储存导航快照： 在垂直方向上尽可能大地显示当前
选定的部分，并将其存储在导航路径中。

• 缩放到适合定位符的大小，储存导航快照： 尽可能大地显示当前定位符区域，
并将其存储在导航路径中。

• 缩放以适合所有内容并储存导航快照： 调整缩放比例，以便使焦点窗口的全部
内容适合当前视图。

导航键盘命令可让您恢复上一个或下一个缩放设置。

• 储存导航快照： 当前缩放和滚动条（窗口位置）设置存储为导航路径中的一个
步骤。

• 导航：  后退： 恢复导航路径中的上一个步骤。

• 导航：  前进： 前进到导航路径中的下一个步骤。

举一个导航路径命令比较有用时的例子：  假设在一个具有上百个轨道的项目中，
将一个音频片段的多个部分剪切并粘贴到多个其他位置。导航路径中的一个步骤
会是该音频片段的放大视图。另一个步骤可以是垂直方向放大的几个轨道（要将
片段的几部分粘贴进去的目的轨道）。还有一个步骤可以是水平方向缩小的项目
部分，可让您将片段一段一段地粘贴到后面的位置。

备注： 大多数导航选项没有默认键盘命令，因此需要在“键盘命令”窗口中进行分
配。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键盘命令”，然后在搜索栏中键入“导航”。此操作
将显示上述条目。有关分配键盘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将键盘命令分配至电脑按
键。

了解窗口间的关系
Logic Pro 可让您建立窗口的独立链接，或解除窗口的链接，从而提供灵活的查看选
项。例如，您可以设置两个事件列表，一个显示编配片段，另一个显示片段的内
容。只需点按片段名称即可更新第二个事件列表的内容。

大多数窗口左上角的两个按钮决定了窗口与以下各项的关系：

• 播放头位置（“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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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窗口（“没有链接”、“相同层级链接”或“内容链接”）

在“跟随”模式下工作
在“跟随”模式下工作时，窗口的可见部分在回放或录制过程中将跟随播放头。只需
点按“跟随”按钮。

如果停用此按钮，即使播放头移过窗口可见部分的右侧边缘，也不会更新显示。

在“Logic Pro”>“偏好设置”>“通用”>“跟随”面板中，您可以设定以下选项：

• Logic 启动时跟随： 点按“播放”或“暂停”时都可激活“跟随”模式。

• 移动播放头时跟随： 移动播放头时激活“跟随”模式。

您也可以选择将“跟随”模式与“播放中滚动显示”设置一起使用。水平显示时间的所
有窗口的“视图”菜单（编配区域、乐谱编辑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和 Hyper Editor
）均提供“视图”>“播放中滚动显示”设置。如果还激活了窗口的“跟随”功能，当背景
从右向左平稳地滚动时，播放头会保持在窗口中间。

在“链接”模式下工作
“链接”模式选项（“没有链接”、“同级链接”和“内容链接”）可以定义处理相关编辑器
窗口时信息的显示方式。

若要设定其中任一模式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链接”按钮，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想要的

模式。

• 没有链接： 解除窗口与其他窗口的链接。

• 同级链接： 在特定窗口中启用此模式时，此窗口将始终显示与键盘焦点窗口相
同的内容。当键盘焦点窗口中的（数据）选择变化时，此显示随之更新。例如，
假设键盘焦点窗口是钢琴卷帘窗编辑器。在“相同层级链接”模式下，乐谱编辑器
和事件列表以另一种形式显示相同的数据。

• 内容链接： 此模式使窗口始终显示键盘焦点窗口中选定片段的内容。因此，该
显示总是比上面窗口的显示低一级。例如，如果编配区域是活跃窗口，任何打开
的 MIDI 编辑器窗口都会显示所选 MIDI 片段的事件。选择编配区域中不同的 MIDI
片段将会更新链接编辑器的显示，以显示新选定片段的内容。您也可以在编配区
域中使用“内容链接”模式，以显示另一编配区域的文件夹内容。

提示： 您可以通过点按“链接”按钮在这几种模式间快速切换。点按一次在“没有链
接”和“同级链接”模式之间切换。连按“链接”按钮以切换到“内容链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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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按钮上的符号反映了选取的显示模式：

在“内容跟随”模式下工作
“内容跟随”模式常用于编配区域，链接的 MIDI 编辑器窗口随时更新以显示当前播放
的 MIDI 片段中的事件（所选编配轨道上）。

为了执行此操作，必须选择“Logic Pro”>“偏好设置”>“全局”>“跟随”>“如果启用了跟
随和链接，则使内容跟随位置”偏好设置。它默认为“关”。

• 打开此偏好设置时，“内容跟随”模式会跟随显示的片段中播放头的位置，且在播
放头穿过后续片段时更新显示它们的内容。

• 关闭此偏好设置时，“内容跟随”模式会跟随显示的片段中播放头的位置，但不会
在播放头穿过后续片段时更新显示它们的内容。

若要激活“内容跟随”模式
1 点按“跟随”按钮以打开此模式。

2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链接”按钮，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内容链
接”。

3 打开“Logic Pro”>“偏好设置”>“全局”>“跟随”>“如果启用了跟随和链接，则使内容跟
随位置”偏好设置。

隐藏或显示走带控制条
可以隐藏整个走带控制条，从而为片段、编辑器和其他数据提供更多工作空间。

若要隐藏或显示走带控制条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视图”>“走带控制”（或使用“隐藏/显示走带控制”键盘命令）。

µ 将指针放在编配区域和走带控制条之间的位置。当鼠标指针变为调整大小指针时，
向上或向下拖移。

可以通过添加或去掉按钮和显示来自定走带控制条，从而访问最常用的功能。此操
作会相应地影响走带控制窗口的大小。也可以打开独立的 SMPTE 或指示条显示窗
口。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自定走带控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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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编配工具栏
您可以通过添加最常用命令的按钮来自定编配工具栏。还可以将显示配置为仅显示
按钮图标或仅显示其标签。

若要将按钮添加到编配工具栏
1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编配工具栏，然后在快捷键菜单中选取“自定工

具栏”。

2 从“自定工具栏”对话框将您要添加的按钮拖到沿窗口顶部排开的任何空白区域。

如果将按钮拖到两个现有按钮之间的位置，现有按钮会移动来为新按钮留出空间。

备注： 如果自定没有达到期望的结果，还可以从“自定工具栏”对话框底部拖移整个
默认的按钮组。

3 结束后点按“完成”。

若要从编配工具栏中删除按钮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您想要删除的按钮，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

“删除项”。

若要改变工具栏项的外观
µ “自定工具栏”对话框中的快捷键菜单和“显示”菜单还可让您以“图标与文本”、“仅图

标”或“仅文本”形式显示工具栏项。只需选取您喜欢的显示选项。

调整编配窗口大小时，工具栏上可能没有足够的空间来保证所有按钮都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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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调整编配窗口大小时保持工具栏按钮可见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此按钮，然后在快捷键菜单中选取“保持项可

见”。

隐藏或显示检查器
您可以将整个检查器区域隐藏到编配和编辑器窗口左侧，从而为片段、事件和其他
数据提供更多的空间。

若要在“编配”窗口中隐藏或显示检查器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视图”>“检查器”（或使用“隐藏/显示检查器”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I）。

µ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检查器”按钮。

若要在编辑窗口中隐藏或显示检查器
µ 选取“视图”>“检查器”（或使用“隐藏/显示检查器”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I）。

如果没有足够的垂直空间来显示检查器的所有区域，您可以点按显示三角形来隐藏
单个方框。

调整小节标尺显示
小节标尺可以在四种显示模式之间切换：

• 时间： 显示 SMPTE 时间标尺，该标尺划分为小时、分钟、秒钟和帧。

• 小节： 显示小节标尺，划分为小节、节拍、等份和音位。取决于缩放设置（请
参阅缩放工作区域），小节显示在 1、4、8 或 16 单位的顶部边缘，并且拍号的
修改也在此处显示。在下面的第三区域，每个小节都有一条垂直线。较短的线代
表一个节拍，但不是始终可见（取决于缩放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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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节和时间： 在小节标尺上显示 SMPTE 标尺。

• 时间和小节： 在 SMPTE 标尺上显示小节标尺。

可以通过点按标尺右侧边缘的小音符或时钟图标来改变小节标尺的外观。此操作将
打开一个备选的“小节和 (SMPTE) 时间”显示设置的菜单。您可以在时间和小节的线
性视图之间选取。

若要激活时间线性视图
µ 从菜单中选取“时间”或“时间和小节”设置。

若要激活小节线性视图
µ 从菜单中选取“小节”或“小节和时间”设置。

“选择框条”设置隐藏或显示选择框条（一种用来进行选择的工具）。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选定部分片段。

您还可使用以下键盘命令切换标尺显示：

• 以 SMPTE 为单位的事件位置和长度： 如果只显示一个标尺，则在小节和 SMPTE
标尺之间切换；如果显示了两个标尺，则在小节和 SMPTE 的位置之间切换。

• 第二标尺： 切换第二标尺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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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全局轨道
所有线性编辑窗口均可以在小节标尺正下方显示全局轨道。您可以将显示限定为特
定全局轨道，并调整轨道大小和移动轨道。默认情况下，如果您打开全局轨道的通
道，则全局的“标记”、“拍号”和“速度”轨道均可见。

隐藏或显示全局轨道
通常可以隐藏或显示全局轨道，或隐藏或显示全局轨道中的特定项目。

若要隐藏或显示全局轨道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视图”>“全局轨道”（或使用“开关全局轨道”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G）。

µ 点按小节标尺左侧的“全局轨道”显示三角形。

若要隐藏或显示特定全局轨道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视图”>“配置全局轨道”（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Option-G），
然后选择相应的注记格。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全局轨道头区域的任何位置，然后选择或取消
选择单个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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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全局轨道头区域的任何位置，从快捷键菜单中
选取“配置全局轨道”（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Option-G），然后选择
相应的注记格。

在“全局轨道配置”对话框中做出的选择只影响活跃窗口。每个窗口可以使用独立的
全局轨道显示配置。

提示： 点按“全部启用”或“全部停用”按钮，相应显示或隐藏所有全局轨道。或使用
其相应的键盘命令（“显示所有全局轨道”和“隐藏所有全局轨道”）。

备注： 您还可以针对每个单个全局轨道分配和使用以下任何开关键盘命令：  “标
记”、“移调”、“和弦”、“拍号”、“速度”、“节拍对应”和“视频”。这些键盘命令会立即
起作用，且不会打开“全局轨道配置”对话框。

调整全局轨道大小或移动全局轨道
您可以单独调整全局轨道大小，或者调整整个全局轨道区域的大小。

若要调整单个全局轨道大小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点按每个全局轨道左上角的显示三角形。

轨道高度会扩展，并且附加控制变为可见。再次点按此三角形以降低轨道高度。

µ 在轨道头区域，将鼠标指针放在全局轨道之间的通道分隔线上，然后向上或向下拖
移。

若要调整整个全局轨道区域的大小
µ 将鼠标指针放在全局轨道和编配轨道之间的分隔线上，然后向上或向下拖移。

若要改变全局轨道的顺序
µ 抓取想要移动的全局轨道头区域中的任何位置（除控制元素外），然后向上或向下

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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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窗口的全局轨道的显示顺序会被单独存储下来。

提示： 如果“轨道保护”按钮可见（“视图”>“配置轨道头”>“保护按钮”），您可以点
按相应“保护”按钮来防止对单个全局轨道进行意外修改。

使用屏幕设置
您可以按适合自己工作方法的方式安排窗口位置。各种窗口的布局（包括每个窗口
的显示大小、缩放比例和位置及其他设置）称为屏幕设置。定义完成后，可以存储
屏幕设置并在不同的设置之间切换，很像您在不同的电脑显示之间切换。

创建、恢复和切换屏幕设置
屏幕设置从 1 到 99 编号（仅使用电脑键 1 到 9，0 键通常被分配给了“停止”命令）。

无需使用明确的命令存储屏幕设置。当切换到另一个屏幕设置时，系统会自动存储
屏幕设置。因此，当前工作视图将始终储存为当前屏幕设置，而无需任何操作。

若要创建屏幕设置
1 按下除 0 以外的任何数字键，例如 7。

对于编号为两位数的屏幕设置，在输入第一个数字时按住 Control 键。

2 对窗口进行编配，包括更改缩放设置、编配区域和编辑器区域的关系，检查器和媒
体或列表区域的打开或关闭等。

备注： 如果选取未存储的屏幕编号，则打开一个最大化的编配窗口。

若要恢复或切换屏幕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输入想要的屏幕设置编号（1 到 9）。

对于编号为两位数的屏幕设置，在输入第一个数字时按住 Control 键。

µ 在“屏幕设置”菜单中选取屏幕设置。

µ 使用下一个屏幕设置或上一个屏幕设置关键命令。

备注： 屏幕设置 1 到 9 可以通过自由定义的键盘命令得到恢复（而不只是通过电
脑键盘上的数字键）。这一点可让您将数字键用于其他用途，例如打开或关闭窗
口。“键盘命令”窗口中的 1 到 9 键盘命令称为“恢复屏幕设置 1–9”。

若要自动切换屏幕设置
1 选择您想要插入元事件的 MIDI 片段。

2 将播放头设定到想要改变屏幕设置的点。

3 点按事件列表中的“创建”按钮，然后点按“元事件”按钮。

插入的元事件的默认值为 50（项目选定）。

4 将“编号”栏中的编号从 50 改为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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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操作将名称更改成屏幕设置。

5 在“值”栏中输入屏幕设置编号。

可以通过将包含元事件 49 的 MIDI 片段静音来停止屏幕设置切换。

屏幕设置的保护、拷贝、更名和删除
Logic Pro 可让您保护、拷贝、重新命名和删除屏幕设置，从而便于管理。

若要防止改变当前屏幕设置
µ 从主菜单栏中选取“屏幕设置”>“锁定”（或使用“锁定/解锁当前的屏幕设置”键盘命

令）。

一个圆点出现在屏幕设置编号的前面，表示该设置已锁定。再次使用键盘或菜单命
令可以解除屏幕设置锁定。

重要事项： “文件”>“新建”命令停用所有屏幕设置锁定。

若要拷贝屏幕设置
1 切换到您想要拷贝的屏幕设置，并从主菜单栏中选取“屏幕设置”>“复制”（或使用

“复制屏幕设置”键盘命令）。

此时将出现“复制屏幕设置”对话框。

2 输入目标屏幕设置编号（想要拷贝到的屏幕设置编号），并键入名称。

3 点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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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重新命名当前屏幕设置
1 从主菜单栏中选取“屏幕设置”>“重新命名”（或使用“更改屏幕设置名称”键盘命令）。

此时将出现“更改屏幕设置名称”对话框。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键入新名称。

• 点按“自动名称”按钮来自动命名屏幕设置。默认为可见窗口名称（例如“编配/钢
琴卷帘窗”或“编配/调音台”）。每次打开或关闭窗口或视图时名称会自动更新。

此操作将自动命名屏幕设置，默认为可见窗口名称（例如“编配/钢琴卷帘窗”或“编
配/调音台”）。每次打开或关闭窗口或视图时名称会自动更新。

3 点按“好”。

若要删除当前屏幕设置
µ 从主菜单栏中选取“屏幕设置”>“删除”（或使用“删除屏幕设置”键盘命令）。

导入另一个项目的屏幕设置
可以从其他项目导入屏幕设置。

若要导入另一个项目的所有屏幕设置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导入项目设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Option-Command-I）。

• 点按编配工具栏中的“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导入设置”。

• 选取“媒体”>“浏览器”面板。

2 导航至并选择您想要导入其屏幕设置的项目文件。

3 点按“导入”按钮。

备注： 如果通过“媒体”>“浏览器”面板访问此功能，还需要点按“导入设置”按钮，该
按钮在点按“导入”按钮后出现。

4 在“导入设置”对话框中，点按“屏幕设置”选项。

5 点按“导入”按钮。

设置随即导入活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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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原到已存储的屏幕设置
您可以轻松复原到已存储的屏幕设置。

若要复原到已存储的屏幕设置
µ 从主菜单栏中选取“屏幕设置”>“复原到已存储的状态”（或使用“复原到已存储的屏

幕设置”键盘命令）。

此操作将屏幕还原到其原始状态（修改当前屏幕设置的任何方面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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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Pro 提供多个项目回放和导航控制。您可以使用走带控制条、键盘命令和小节
标尺，而且还可以利用标记为项目的各个部分添加标签，以及在各部分之间快速移
动。播放头指示当前回放位置。

本章着重介绍如何使用走带控制条和小节标尺来进行导航。有关使用标记的信息，
请参阅处理标记。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设定播放头位置 (第 101 页)

• 使用走带控制按钮 (第 104 页)

• 使用走带控制键盘命令 (第 106 页)

• 使用走带控制快捷键菜单 (第 106 页)

• 使用 Apple Remote 遥控器 (第 107 页)

• 使用循环模式 (第 108 页)

• 使用追踪事件功能 (第 113 页)

• 自定走带控制条 (第 114 页)

设定播放头位置
播放头是一条垂直线，它用来指示所有水平的、基于时间的窗口中的当前位置。它
位于：

• 显示一个标尺时，位于小节标尺的下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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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两个标尺时，位于小节标尺的上半部分

有关改变使用的标尺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调整小节标尺显示。

若要在小节标尺中放置播放头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显示一个标尺时，点按小节标尺下半部分的位置。

µ 显示两个标尺时，点按小节标尺上半部分的位置。

使用“位置”显示设定播放头
走带控制条的“位置”显示以两种格式显示当前播放头位置：

• SMPTE 时间： 上一行以 SMPTE 时间格式显示播放头位置 - 小时：  分钟：  秒
钟：  帧/子帧。

• 音乐时间等份： 下一行采用小节、节拍、等份和音位显示播放头位置。

节拍对应拍号中的分母。

等份值在“走带控制”条中设定，处于拍号下方。

音位是可能的最小小节细等份。它等于一个音符的 1/3840。

若要在“位置”显示中设定播放头位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点按并按住“位置”显示中的任何数字，然后向上或向下移动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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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连按任一显示栏，然后键入新位置。

播放头随即移动以匹配显示位置。

在“小节”显示中调整起始编号将按小节移动播放头，而“SMPTE”显示中则按小时移
动。

调整“小节”显示中的第二个数字将按节拍移动播放头，而调节“SMPTE”显示中的第二
个数字则按分钟移动，以此类推，调整“位置”显示中的其他数值时，将按更小的等
份移动。

例如，在键入完整位置（使用“小节”显示）时，您应按以下方式键入：

• 3 空格 3 空格 2 空格 2，然后按下 Return 键退出文字输入模式。

• 3.3.2.2，然后按下 Return 键退出文字输入模式。

如果只键入 3322，然后按下 Return 键，播放头会移到小节 3322，而不是小节 3、
节拍 3、等份 2 和音位 2。这让您输入第一个数字即可快速导航到小节的开始位置。

将播放头设定在标记处
如果您用标记给一段乐曲做了记号，则可以使用此标记设定播放头位置。

若要在标记的开始位置设定播放头
µ 按住 Option 键的同时点按标记的任何位置。

若要在标记的开始位置开始回放
µ Logic Pro 停止时，按住 Command 键并连按标记。

备注： 此操作仅在使用小节标尺中的标记时才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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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播放头大小
您可以在“通用显示”偏好设置中调整播放头的粗细。

若要调整播放头显示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显示”偏好设置：

•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显示”（或使用“打开显示偏好设置”键盘命令）。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然后从菜单中选取“显示”。

2 点按“通用”标签，然后选择“宽播放头”注记格。

使用走带控制按钮
您可以使用走带控制条中的走带控制按钮来控制回放或设定播放头位置。也可以点
按这些按钮来激活或停用各种功能，而更好的方法是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电脑键
盘快捷键）来加快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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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以下图像显示了所有走带控制按钮。由于可以自定走带控制条，因此项目
走带控制条中的可用按钮会有所不同。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自定走带控制条。

以下是对走带控制按钮的描述，从左至右：

• 跳到开头： 将播放头移到项目开头。

• 跳到位置： 将打开一个对话框，您可以以数字形式键入播放头（目标）位置。

• 跳到左定位符： 将播放头移到左定位符位置。

• 跳到右定位符： 将播放头移到右定位符位置。

• 跳到选定部分开头： 将播放头移到活跃窗口中第一个选定片段或事件的开始点。
默认键盘命令分配：  Shift-Return。

• 从头播放： 从项目开始位置开始回放。

• 从左窗口边沿播放： 从活动窗口可见显示区域的最左边开始播放。

• 从左定位符播放： 将播放头移到左定位符位置并开始回放。

• 从右定位符播放： 将播放头移到右定位符位置并开始回放。

• 从选择位置播放： 将播放头移到所选片段或事件的开始点并开始回放。默认键
盘命令分配：  Shift-Return。

• 倒回/快速倒回： 点按一次即可将播放头向后移动一个小节。按住 Command 键
点按将播放头移到前一个标记。点按并按住快速倒回。点按并按住，然后向左或
向右拖移将向前或向后梭动。

• 前进/快进： 点按一次即可将播放头向前移动一个小节。按住 Command 键点按
将播放头移到下一个标记。点按并按住快进。点按并按住，然后向左或向右拖移
将向前或向后梭动。

• “停止”： 停止录制或回放。再次点按停止按钮，会将播放头移到项目开始点，如
果“循环”模式处于活跃状态，会移到左定位符位置。默认键盘命令分配：  Return。

备注： 您可以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停止按钮，然后定义此按钮触
发的操作：  停止、停止并跳到左定位符、停止并跳到上次定位位置。

• “播放”： 从当前播放头位置开始回放，或者在循环模式下从左定位符位置开始回
放。默认键盘命令分配：  Return。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此按钮，以打
开“播放”菜单。

• 暂停： 暂停录制或回放，直至再次点按“暂停”或“播放”。

• 录音： 点按该按钮即可开始录音（如果轨道状态为录音已启用）。默认键盘命
令分配：  星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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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您可以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录音按钮，然后定义此按钮触
发的操作：  录音、录音/录音开关、录音/录音重复。

• 采集录音： 使您可以保留最近的演奏，即使演奏时 Logic Pro 未处于录音模式。

使用走带控制键盘命令
许多走带控制功能只有使用键盘命令才可用。这些功能的大多数键盘命令在默认情
况下未分配，因此您需要为它们设置键盘命令。请参阅将键盘命令分配至电脑按
键。

• 播放或停止： 在回放和停止之间切换，取决于使用命令时处于播放还是停止状
态。默认键盘命令分配：  空格键。

提示： 当样本编辑器、“音频媒体夹”和“循环浏览器”窗口具有键盘焦点时，空格
键可以用来开始或停止回放这些窗口中的音频文件或片段。

• 从上一个小节播放： 从上一个小节的开始位置开始播放。

• 从上次位置停止或播放： 在当前播放头位置停止回放或从上一个播放头位置开
始回放，取决于使用命令时处于播放还是停止状态。

• 停止并跳到左定位符： 停止回放，并将播放头移到左定位符位置。

备注： 您可以通过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停止按钮，并在菜单中选
取设置，以将此命令直接分配给停止按钮。

• 跳到上次定位位置： 将播放头移到使用定位命令或使用鼠标或标尺直接定位播
放头所到达的上一个位置。

• 停止并跳到上次定位位置： 如上所述，只不过停止播放。

备注： 您可以通过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停止按钮，并在菜单中选
取设置，以将此命令直接分配给停止按钮。

• 播放或停止并跳到上次定位位置： 在当前播放头位置开始回放或停止回放并将
播放头移到上一个位置，取决于使用命令时处于播放还是停止状态。

• 停止并跳到开头： 停止回放，并将播放头移到项目的开始位置。

• 向后梭动和向前梭动： 反复按此键会增加卷绕速度。反复按相反的梭动键会减
慢梭动速度，并最终改变卷绕方向。梭动会停用“循环”模式。使用“停止”命令可
以停止梭动。

• 跳到选定部分末尾： 将播放头移到活跃窗口中第一个选定片段或事件的末尾。

备注： 还提供了大量针对标记的“前往”键盘命令。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标记
导航。

使用走带控制快捷键菜单
许多走带控制功能只能从快捷键菜单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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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功能从停止按钮快捷键菜单中可以获得。

• 在选取框与项目开始（如果已停止）间跳转： 当 Logic Pro 停止时，在选取框开
始位置和项目开始位置之间切换播放头。仅在有活跃的选取框时应用。

• 在循环与项目开始（如果已停止）间跳转： 当 Logic Pro 停止时，在循环区域开
始位置和项目开始位置之间切换播放头。仅在有活跃的循环区域时应用。

• 在所选片段与项目开始（如果已停止）间跳转： 当 Logic Pro 停止时，在第一个
选定片段的开始位置和项目开始位置之间切换播放头。仅在选择了片段或折叠夹
时应用。

• 在上次定位位置与项目开始（如果已停止）间跳转： 当 Logic Pro 停止时，在上
次定位位置和项目开始位置之间切换播放头。

若要访问这些停止按钮走带控制功能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走带控制条中的停止按钮。

以下功能从播放按钮快捷键菜单中可以获得。

• 播放选取框所选内容： 在选取框中开始回放，且只回放一次，除非打开了“循环”
模式。

• 播放循环： 打开“循环”模式时，从左定位符位置开始播放。

• 从所选片段播放： 从第一个选定片段的开始位置开始回放。

• 从上次定位位置播放： 从上次的播放头位置开始回放。

若要访问这些播放按钮走带控制功能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走带控制条中的播放按钮。

使用 Apple Remote 遥控器
您可以使用 Apple Remote 遥控器远距离控制 Logic Pro。短按可提供以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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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可提供以下功能：

备注： Apple Remote 遥控器与具备内建红外线 (IR) 接收器的 Apple 产品兼容。
Logic Pro 打开时，Front Row 不可用。

使用循环模式
您可以使用“循环”模式重复回放所选部分。对以下情况非常有用：

• 编写项目的一部分（例如韵律或合唱）

• 在录制之前练习录音

• 连续录制单个轨道

• 编辑事件

• 录制多个弹奏

当“循环”模式活跃时，将显示绿色条：

• 显示一个标尺时，位于小节标尺的上半部分

• 显示两个标尺时，位于小节标尺的中间部分

循环区域由左右定位符的位置定义。停用“循环”模式时，左定位符和右定位符将会
消失，循环区域变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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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打开和关闭“循环”模式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循环”按钮（或“循环模式”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

µ 点按小节标尺顶部（在灰色定位符条上）。

在“循环”模式中：

• 播放头从循环末尾跳至循环开头。

• “播放”命令从循环开头开始回放。

• 若要从另一位置开始回放，请点按两次“暂停”，或按一下“暂停”然后按“播放”。

• 在循环跳跃点上，您可以使用“追踪事件”功能：  “文件”>“项目设置”>“MIDI”>“追
踪”>“追踪循环返回”。有关追踪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追踪事件功能。

• 通过使用“文件”>“项目设置”>“录音”面板中的不同选项，可以决定“循环”模式下录
音的工作方式。

在小节标尺上定义循环
您可以在小节标尺上定义、移动循环，并调整其大小。

若要定义循环
µ 在小节标尺顶部从左向右拖移鼠标。

循环区域在小节标尺中显示为绿色条，而且“循环”模式会自动打开。

若要移动循环
µ 抓住中间的绿色循环条（鼠标指针会变成手形指针），然后向左或向右拖移它。

两条线从循环开始点和结束点沿屏幕向下延伸。这样便于将循环与编配区域中的片
段，或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的事件对齐。

若要调整循环大小
µ 抓住循环任意一端的手柄（三角形）来移动开始点或结束点（在 Logic Pro 打开时

也可执行此操作）。

备注： 您可以通过按住 Shift 键点按小节标尺中的位置来设定循环的开始点或结束
点（看哪一个最靠近）。即使循环条处于可见范围之外或“循环”模式已被关闭，也
可以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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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节标尺中以图形方式设定循环大小时，其开始点和结束点（即总体大小）量化
为在“吸附”菜单中选取的设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将片段编辑吸附到时间位
置。

使用定位符位置定义循环
您可以在走带控制条定位符显示中以数字形式输入定位符位置（从而设定循环边
界）。定位符显示在“位置”显示的右侧。上面的数值表示左定位符位置，而下面的
数值表示右定位符位置。

若要在走带控制条中定义定位符位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连按任一定位符显示栏，并输入左位置值或右位置值。

键入所有小节、节拍、子节拍和音位值（数字之间使用空格或句点），然后按下
Return 键关闭输入框并设置定位符。

备注： 只需输入第一个数字即可快速将定位符设定在小节开头。

µ 点按并按住走带控制条中任意一个左右定位符编号栏，并向上或向下移动鼠标。

相应循环边界（如果在小节标尺中显示）随即移到匹配位置。

您也可以选择将定位符位置显示为 SMPTE 值或音乐位置。

若要更改定位符位置的显示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走带控制条的显示区域，并选取“将定位符显示为时间”。

此操作不影响小节标尺显示模式。

µ 点按小节标尺右侧的向下箭头小图标，然后选取“小节”模式或“时间”模式。

此操作会相应更新走带控制条定位符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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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快捷键菜单定义循环
您可以从走带控制条上的循环按钮访问快捷键菜单。此快捷键菜单提供以下选项：

• 自动设定定位符： 选取它以在创建新选择（根据以下三个选项）时，按所选内
容自动设定定位符。

备注： “循环”按钮上的符号指示“自动设定定位符”菜单项的当前状态：

• 按选取框所选内容： “自动设定定位符”使循环范围准确保持在选取框所选区域周
围。

• 按所选片段： “自动设定定位符”使循环范围准确保持在所有选定片段或折叠夹的
外侧边框周围。

• 按所选音符： “自动设定定位符”使循环范围（按小节取整）保持在所有所选音符
事件周围。

使用走带控制条模式按钮定义定位符
您可以使用下列命令（已用作走带控制条按钮）来定义定位符位置。也可以点按这
些按钮来激活或停用各种功能，而更好的方法是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电脑键盘快
捷键）来加快工作流程。

备注： 以下屏幕截图显示了所有相关按钮。由于可以自定走带控制条，因此项目
走带控制条中的可用按钮会有所不同。有关进一步信息，请参阅自定走带控制条。

• “设定左定位符”和“设定右定位符”： 允许您在对话框中直接输入左或右定位符的
位置。也可以使用键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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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播放头设定左定位符”和“按播放头设定右定位符”： 当前播放头位置用于定义
左定位符或右定位符的值。也可以使用键盘命令。

• “将定位符向前移动一个循环长度”和“将定位符向后移动一个循环长度”： 将循环
段移动循环自身长度的距离。也可以使用键盘命令。

使用片段或事件定义循环
您可以使用下列键盘命令将定位符设定到所选片段或事件的开始点和结束点：

• 按片段/事件来设定定位符： 将定位符设定到所选片段或事件的开始点和结束
点。

• 设定定位符并播放： 将定位符设定到所选片段（或事件）的开始点和结束点并
开始回放。

• 按片段/事件来设定取整的定位符： 按距所选片段或事件的开始点和结束点最近
的小节线来取整定位符位置。

• “设定取整的定位符和播放”与“设定取整的定位符和录音”： 按距所选片段或事件
的开始点和结束点最近的小节线来取整定位符位置，然后开始回放或录音。

• “设定取整的定位符和循环播放”和“设定取整的定位符和循环录音”： 按距所选片
段或事件的开始点和结束点最近的小节线来取整定位符位置，然后切换到循环播
放或录音模式。

使用标记定义循环
通过将标记拖到小节标尺顶部来创建一个与此标记长度相同的循环。有关创建和使
用标记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处理标记。

您还可以使用以下任一键盘命令：

• 按标记和启用的循环来设定定位符： 将循环设定到当前所选标记并激活“循环”模
式。循环的长度由标记的长度决定。

• 按下一个标记和启用的循环设定定位符： 将循环设定到下一个标记并激活“循环”
模式。

• 按上一个标记和启用的循环设定定位符： 将循环设定到上一个标记并激活“循环”
模式。

备注： 这些命令非常适合在现场演奏时重复演奏某部分。在演奏期间采用此方法
为所有要重复的项目部分定义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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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跳过循环”
您可以在回放模式下跳过某段落，在尝试不同过渡（从一个项目部分到另一个项目
部分，而无需实际移动片段）的音乐效果时非常有用。在编配时使用此功能非常方
便。

跳过循环在编辑时也非常有用，可以跳过不希望受编辑操作影响的项目部分。

若要设置跳过循环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小节标尺中从右向左拖移跳过循环区域。

µ 如果存在（正常）循环区域，您可以通过点按走带控制条中的“左右定位符互换”按
钮（或使用“左右定位符互换”键盘命令）来交换左右定位符。

跳过循环区域在小节标尺中显示为绿条纹区域。

当播放头到达右定位符位置时，它会跳到左定位符（实质上，左、右定位符交换了
位置）。

使用追踪事件功能
如果从项目中间开始回放，可能无法听到某些事件（例如在回放开始点之前开始的
音符、延音踏板事件和弯音事件）。使用“追踪事件”功能，可以让 Logic Pro 对项目
进行分析并在回放项目时包括一些或所有此类事件。

若要设置“追踪事件”功能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MIDI”项目设置：

•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MIDI”（或使用“打开 MIDI 项目设置”键盘命令）。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设置”按钮，然后选取“M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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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按“追踪”标签，然后选择“追踪事件”功能应该查找的、回放开始点之前的所有事
件的注记格。

有关完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追踪设置。

在追踪用于触发采样器中鼓循环的音符时可能会出现问题。除非您足够幸运才能准
确在样本循环的起点开始 MIDI 片段，否则将在错误的时间触发样本，且会与其他
片段播放失去同步（至少到下一个触发音符）。

产生此问题的原因是大多数采样器只能从起点开始播放样本，但是从中间开始播放
时无法将其与节拍同步。

若要在追踪音符事件时避免触发采样器的鼓循环
1 在检查器的“轨道参数”框中激活鼓循环乐器的“没有移调”参数。

2 在“项目设置”>“MIDI”>“追踪”面板中关闭“在‘没有移调’乐器通道条中”选项。

无论项目何时跳转到新位置，这些设置可以防止播放采样器的鼓循环，直至到达下
一个触发音符。

“没有移调”参数实际上是通过片段回放参数来防止移调，而鼓声音或循环也不需要
此移调。

自定走带控制条
走带控制条提供了一组默认按钮、显示和滑块。对于大多数用户而言，这些是最常
用且最有用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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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以下原因，您可能需要经常用到的某些功能却不在默认的一组中：

• 您正在处理的项目类型，例如，电影声音轨道

• 独特的工作风格

• 希望将任何东西放在手边上

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您都可以根据需要方便地自定走带控制条。

显示和隐藏走带控制条功能
您可以单独显示或隐藏走带控制条的不同部分。进而您可以控制走带控制条的宽
度。

应将走带控制条限制为实际需要经常使用的功能，而更好的方法是配置并记住所有
相应的走带控制或模式键盘命令。这可让您扩展走带控制条的显示区域，提供更多
一览信息。

如果希望走带控制条中的所有命令和选项均可见，则需要第二台电脑显示器，或使
用单独的一台水平分辨率极高的显示器。

提示： Logic Pro 允许同时打开不限数目的走带控制条窗口。您可以单独自定附加
走带控制条窗口，以在编配窗口底部查看和访问不符合标准走带控制条的附加功
能。自定走带控制条（及其他窗口）可以存储为屏幕设置的一部分。

若要自定走带控制条
1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走带控制条，然后在菜单中选取“自定走带控制

条”。

2 选择“自定”对话框中的注记格来打开或关闭单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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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取相应的选项，如下所示：

• 点按“取消”按钮以取消此操作。

• 点按“好”按钮以确认此操作。

• 点按“存储为默认”按钮以存储当前用户布局，然后在您新建空项目、打开新的“排
列”窗口或者点按“恢复默认”按钮时应用该布局。

• 点按“恢复默认”按钮以应用您所存储的用户布局。

• 按住 Option 键点按“恢复默认”按钮以应用走带条的原始出厂布局。

了解走带控制条功能
本部分将描述走带控制条上的按钮、显示区域以及模式和功能。您可以单独显示或
隐藏走带控制条的不同部分，以控制走带控制条的宽度。有关自定走带控制条的进
一步详细信息，请参阅显示和隐藏走带控制条功能。

走带控制按钮
此走带控制条区域包含用来在整个项目中逐步移动播放头的按钮。

有关对每个功能和命令的解释，请参阅使用走带控制按钮。

显示区域
此走带控制条区域主要用于显示播放头和定位符的位置，也可以用于导航项目。

• 位置（SMPTE/小节）： 顶行指示播放头的当前位置，采用 SMPTE 格式（小时：  分
钟：  秒钟：  帧）显示位置，底行以小节、节拍、等份和音位的形式显示。

• 定位符（左/右）： 顶行指示左定位符位置，底行指示右定位符位置。定位符用
于为包含多个录音或回放任务的项目定义特定部分。您可以按住 Control 键点按
（或右键点按）显示区域，然后打开/关闭“将定位符显示为时间”选项，以按小节
或时间在走带控制条中显示指示符。在走带控制中查看哪些部分属于“编配”窗口，
此选项应自动跟随“标尺”模式。

• 采样速率或入出点定位符： 此显示显示当前项目的采样速率，或“插入”录音入
点/出点定位符（启用插入录音模式时）。与其他走带控制条显示栏一样，您可
以使用鼠标或直接数字输入来设定采样速率或入出点定位符。

• 变速： 变速显示允许您在 –50% 和 +100%（相当于原始速度的 50% 和 200% 之
间）之间加快或减慢项目。顶行指示“变速”模式（“仅速度”、“变速”、“变速和
MIDI”），底行指示变速值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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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项目结尾： “速度”显示指示当前的回放或录制速度。“项目结束”显示说明小
节总数。它作为项目的停止回放/录音标记。

• 拍号（调号）/等份： 拍号显示以标准音乐格式表示当前回放或录音的拍号，例
如 4/4，5/4 等。“等份”显示决定当前显示（和编辑）的精度。16 分之几表示一个
4/4 小节被分为 16 个子节，或小节中的每个节拍包含 4 个子节拍。

• MIDI 活动（入/出）： 此显示指示传入和传出的 MIDI 数据。“MIDI 输入”显示（顶
部）显示传入 MIDI 音符数据的和弦名称。

• 负载指示器 (CPU/HD)： 点按此显示以显示 CPU 负载和硬盘吞吐能力负载指示。
连按以在单独的窗口中打开负载指示。此外，您可以从主菜单栏中选取“选项”>“音
频”>“系统性能”（或使用“打开系统性能”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Option-X）。

模式与功能
此走带控制条区域中的模式按钮和“主音量”滑块用于某些高级录制和回放功能，包
括重复项目部分、独奏和插入录音。这些按钮不会立即触发操作。而是切换操作状
态。相关按钮会亮起以表示已激活此模式。

• 变速： 将启用“变速”模式，可让您改变回放速度（保持原始音高）或回放速度和
音高，也可以移调到古典 MIDI 输出。

• 软件监视： 将启用软件监视功能，可让您通过 Logic Pro 效果处理外部来源。还
可让您在录制的同时聆听外部来源。

• 自动输入监视： 自动允许您在音频输入时聆听外部来源。

• 推子前指示： 在推子前（每个通道条上的音量推子）和推子后模式（关闭时）
之间切换所有调音台通道条指示。

• 低延迟模式： 启用低延迟模式，允许您限制某些效果导致的延迟量。

• “按播放头设定左定位符”和“按播放头设定右定位符”： 可让您使用当前播放头位
置定义左定位符或右定位符的值。

• “通过数字设定左定位符”和“通过数字设定右定位符”： 可让您在对话框中输入左
或右定位符点的位置。也可以使用键盘命令。

• 左右定位符互换： 可让您倒换左和右定位符的位置。有关进一步详细信息，请
参阅使用“跳过循环。

• “将定位符向后移动一个循环长度”和“将定位符向前移动一个循环长度”： 保留现
有循环，但将其向左或向右移动一个循环长度。例如，如果某循环长 4 个小节
（小节 12 至小节 16），使用“将定位符向后移动一个循环长度”命令可以将此循
环向左移动 4 个小节，使其成为小节 8 至小节 12 的循环。

• 循环： 启用或停用重复回放或录制某个项目部分。循环边界通过左右定位符值
反映（或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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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插入： 启用或停用录音开始和结束点。此功能通常与左右自动插入定位符
配合使用，从而可以自动录制特定项目部分。此方法一般用于修复声乐或乐器录
音时的错误。

• “按播放头设定入点定位符”和“按播放头设定出点定位符”： 可让您使用当前播放
头位置定义入点或出点定位符的值。

• 替换： 启用新录音以覆盖现有录音。

• 独奏： 仅播放所选片段，而其他片段被静音。

• 同步： 激活此按钮以使 Logic Pro 与外部来源同步（使 Logic Pro 成为另一设备的
同步从属设备）。按下 Control 键点按或点按并按住此按钮来打开“同步”菜单。

• 节拍器： 用于打开和关闭 Logic Pro 内部节拍器。按下 Control 键点按或点按并按
住此按钮来打开“节拍器”菜单。

• 主音量： 点按此按钮以在走带控制条右侧显示一个音量滑块。此滑块直接连接
到调音台中的“主”通道条，并作为所有音频和软件乐器轨道的主音量控制。

使用大 SMPTE 或大小节显示
您可以将走带控制条配置为大 SMPTE 或大小节显示，取代标准走带控制条显示区
域。

此外，还可以打开新的大 SMPTE 或大小节显示窗口。

若要使用 SMPTE 或小节显示取代标准走带控制条显示区域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走带控制条显示区域，然后根据需要选取“大小

节显示”或“大 SMPTE 显示”。

走带控制条显示区域随即被选取的大显示取代。

重复上述步骤可以返回标准显示。

若要打开新的 SMPTE 或小节显示窗口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走带控制条显示区域，然后根据需要选取“打开

大小节显示”或“打开大 SMPTE 显示”。

此时将打开一个新的浮动窗口。

此窗口可以任意放置，其大小也可以任意调整。

提示：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该窗口，可让您快速选择选项，以根据需要在“大小节
显示”和“大 SMPTE 显示”之间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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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调整 SMPTE 或小节显示窗口的大小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将鼠标指针放置在窗口的一个边缘（右、左或底部边缘）。当鼠标指针变为调整大
小指针时，沿期望方向拖移。

µ 拖移窗口的右下角。

若要关闭选取的大显示，可以点按窗口左上角的关闭图标。

备注： Logic Pro 允许同时打开不限数目的走带控制（和大 SMPTE 显示或大小节显
示）窗口。

使用 SMPTE 视图偏移
您可以配置任一打开的走带控制条显示区域或“大 SMPTE 显示”窗口，以显示 SMPTE
时间是否有 SMPTE 视图偏移。

若要分别访问“使用 SMPTE 视图偏移”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任一打开的走带控制条显示区域。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任一打开的大 SMPTE 显示区域。

119第 5 章 导航项目



自定小节、SMPTE 和速度显示
您可以在“显示”偏好设置中自定小节、SMPTE 和速度显示。

若要自定“小节”、“SMPTE”或“速度”显示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通用显示”偏好设置：

•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显示”（或使用“打开显示偏好设置”键盘命令）。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然后从菜单中选取“显示”。

2 在“时钟格式”菜单中选取以下任一设置：

• 时钟格式：  1 1 1 1

• 时钟格式：  1. 1. 1. 1

• 时钟格式：  1 1 1 0

• 时钟格式：  1. 1. 1. 0

• 时钟格式：  1 1 _1

• 时钟格式：  1. 1. _1

• 时钟格式：  1 1 _0

• 时钟格式：  1. 1. _0

3 在“显示 SMPTE”菜单中选取以下任一设置：

• 带位： 显示子帧（SMPTE 位 0 至 79）。

• 不带位： 不显示子帧。

• 带 1/4 帧： 显示 1/4 帧。

• 为 35 毫米胶片英尺帧： 此显示用 35 毫米胶片英尺帧显示。

• 为 16 毫米胶片英尺帧： 此显示用 16 毫米胶片英尺帧显示。

• 带毫秒： 帧片段用毫秒而不是 SMPTE 位显示（也称为子帧）。别忘记此值取决
于帧速率：  帧速率为 25 fps 时，一帧为 40 毫秒长，帧速率为 30 fps 时，约为
33 毫秒长。

• 带样本： 帧片段显示为样本值。

• 带帧和样本： 显示部分帧和样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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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SMPTE 时间显示中，如果希望零显示为空格而不是数字 0，则选择“以空格表示
零”注记格。

5 在“速度显示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以下任一设置：

• 每分钟节拍数 (BPM, Maelzel)： 每分钟节拍数，有四个单独可调的小数位。

• 每分钟节拍数（不带小数）： 每分钟节拍数据，不带小数位。

• 八分音符每拍的帧数： 带有八分音符的每个节拍的帧数。该值后面的单位为
fpc。

• 每拍的帧数（带小数）： 每节拍的帧数，有四个小数位。请注意，此显示很容
易与 bpm 显示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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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的主要用途是为项目的不同部分加上标签，从而可以快速选择这些部分来进行
播放、编辑和编配。标记相当于一种项目线路图，以图形来表示项目形式。除文字
功能外，还可以将标记看作定位符位置的储存区域（每个标记可以单独命名）。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打开标记区域和窗口 (第 124 页)

• 创建标记 (第 125 页)

• 拷贝标记 (第 128 页)

• 选定标记 (第 129 页)

• 删除标记 (第 129 页)

• 给标记命名 (第 130 页)

• 更改标记文本的外观 (第 132 页)

• 编辑标记 (第 133 页)

• 使用标记导航 (第 135 页)

• 在备选标记之间切换 (第 136 页)

• 在标记列表中自定标记显示 (第 137 页)

• 导入、移除和导出标记信息 (第 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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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标记区域和窗口
可以使用多种方法在 Logic Pro 中与标记交互，也可以创建和删除标记。您可在以
下窗口区域中查看和编辑标记：

• 标记轨道： 将标记显示为（可选）彩色部分。如果标记轨道被隐藏，则您可以
在所有线性编辑窗口的小节标尺中看到以短文字串形式显示的标记。与小节标尺
中的标记显示相比，标记轨道的主要优点在于允许使用鼠标直接选择、拷贝、移
动和调整标记大小。点按标记轨道名称栏左上角的显示三角形以扩展轨道高度，
从而显示附加控制。使用鼠标向上或向下拖移标记轨道的下边框可以自由调整其
位置。

• 标记列表： 列出所有标记的名称，包括小节位置和长度信息。

• 标记文本区域和标记文本窗口： 显示与标记相关的文字。可以采用记事本形式
来使用标记，从而将文字注释与项目一起存储。可以根据需要在任何文字编辑器
中键入和编辑标记文本。“剪切”、“拷贝”、“粘贴”、“清除”和“全选”命令可以用于
将文字导入或导出至其他软件应用程序（例如字处理程序），以及从其他软件应
用程序导入或导出。

若要打开标记轨道
1 点按全局轨道头区域中的显示三角形。

2 点按标记轨道的显示三角形。

您还可以分配和使用开关标记轨道键盘命令。

若要在编配窗口中以标签形式打开标记列表
µ 点按“编配”工具栏右上角的“列表”按钮，然后点按“标记”标签（或使用“开关标记列

表”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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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将标记列表作为单独窗口打开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选项”>“标记”>“打开标记列表”（或使用“打开标记列表”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Option-M）。

µ 拖移“标记”标签，当您拖移此标签时，它会变为“标记列表”窗口。

若要打开标记文本窗口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按住 Option 键并使用指针工具连按标记轨道中的任何标记。点按的标记在列表中
被选定。

µ 选取“选项”>“标记”>“打开标记文本”（或使用“打开标记文本”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Option-' 键）。

标记列表窗口底部也提供标记文本窗口。它在标记列表窗口中称为标记文本区域。

提示： 通过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或右键点按）标记区域中的任何位置可以访问
许多选择、编辑和其他命令。使用此方法可以加快工作流程。请注意，只有在以下
情况中才能使用鼠标右键访问右键点按快捷键菜单：  在 Logic Pro >“偏好设置”>“通
用”>“编辑”面板中选取了“打开快捷键菜单”弹出式菜单选项。

创建标记
您可以在任何项目位置创建标记。本部分描述所有标记创建选项。

提示： 可以使用创建标记键盘命令在回放过程中随时添加标记。

若要创建取整到最近小节的标记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标记列表中，选取“选项”>“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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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在任一工作空间中，从主菜单栏中选取“选项”>“标记”>“创建”（或使用“创建标记”键
盘命令，默认分配：  Shift-Command-' 键）。

备注： 如果某个小节位置（或者前后的四分音符处）已经存在标记，则不会创建
新标记。

如果不存在后续标记，标记的长度自动扩展到下一个标记的开始点，或者项目或文
件夹的末尾。

若要创建取整到最近四分音符的标记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请在标记轨道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将播放头设定到项目位置，然后点按“创建”按钮。

• 选择铅笔工具，然后点按项目位置。

µ 在小节标尺的下半部分中，按住 Option-Command 键点按项目所在的位置。

备注： 只有在未显示标记轨道时此选项才有效。

若要创建不取整到最近小节的标记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标记列表中，选取“选项”>“创建标记但不取整”。

µ 在任一工作空间中，选取“选项”>“标记”>“创建标记但不取整”（或使用“创建标记但
不取整”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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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取整播放头位置创建标记
µ 在标记列表中，点按“创建”按钮。

若要创建标记并决定其位置
µ 使用铅笔工具来点按“标记列表”区域，然后在位置输入栏中输入一个位置。

若要在所有当前选定片段的位置创建标记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请在标记轨道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点按“从片段”按钮。

• 将片段从编配轨道拖到标记轨道上。

µ 在任一工作空间中，从主菜单栏中选取“选项”>“标记”>“通过片段创建”（或使用“通
过片段创建”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上箭头键）。

系统将自动为采用这些方法创建的标记分配其所在片段的名称、小节位置、长度和
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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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创建与循环长度和位置完全对应的标记
µ 将循环向下拖到标记轨道或小节标尺的下部三分之一处。

在小节标尺中拖移循环仅限为水平或垂直移动。这样可以确保不会出现以下意外情
况：

• 创建标记时移动“循环”（将“循环”拖到小节标尺的下部三分之一处或标记轨道
上）。

• 移动循环区域时创建标记。

下面说明标记移动与循环如何互相作用：

• 在拖移循环到小节标尺中的标记区域时，指针会变为带有上/下箭头的手形。在
小节标尺的标记区域水平移动指针时，指针会变为没有箭头的手形。“拷贝循环
到标记”操作已取消。

• 如果先水平移动循环，再尝试将其拖到小节标尺的标记区域，则不会创建任何标
记。

• 按住 Shift 键时，在点按并按住循环之后，可以水平移动循环，然后一次拖到标
记区域。

备注： 按住 Shift 键时，在点按循环之前，最近的循环边界将被设定为点按的位
置。

拷贝标记
本部分描述标记拷贝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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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拷贝标记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标记轨道中：  按住 Option 键并拖移标记，或使用标准“拷贝”(Command-C) 和“粘
贴”(Command-V) 命令。

µ 在标记列表中：  使用标准“拷贝”和“粘贴”命令。

选定标记
可以使用常规选择技巧来选定标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选择技巧。

删除标记
您可以随时删除标记。一旦删除标记，小节标尺、标记轨道、标记列表或标记文本
窗口中不再显示这些标记。

若要删除标记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标记轨道或标记列表中：

• 使用橡皮工具点按标记。

• 选择标记，然后选取“编辑”>“删除”（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Delete）。

µ 在小节标尺中：  按住 Command 键，抓取想要删除的标记，并将其拖移出小节标
尺。当指针变为握住两个箭头的手形图标时，释放鼠标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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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在当前项目位置：  选取“选项”>“标记”>“删除”（或使用“删除标记”键盘命令，默认
分配：  Command-下箭头键）。

给标记命名
新创建的标记自动命名为“标记 ##”（除非从片段中导出，如上所述）。“##”表示一
个数值，其反映了标记沿小节标尺出现的顺序（顺序为“标记 1”、“标记 2”，以此类
推）。所分配的编号取决于项目中所有标记的实际顺序，包括已重新命名的标记。

可以直接在小节标尺、标记轨道、标记列表或标记文本窗口中修改自动分配的名
称。

标记轨道、小节标尺和标记列表中所显示名称的长度取决于可用的屏幕空间，或下
一个标记的位置。

如果想要在创建标记时编辑其名称，请在按住 Control-Option-Command 的同时点
按所需的标记轨道位置。此操作将打开一个文本栏，您可以在其中键入新名称。按
下 Return 键完成命名操作。还可以按住 Control–Shift–Command 并连按小节标尺
（如果标记轨道不可见）。

若要在小节标尺中编辑标记名称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选项”>“标记”>“给标记重新命名”（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mmand-Return）。

• 按住 Option 键并连按标记。

2 在文本栏中键入标记名称。

若要在标记轨道中编辑标记名称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选项”>“标记”>“给标记重新命名”（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mmand-Return）。

• 选定文字工具，然后点按标记。

• 连按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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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文本栏中键入标记名称。

若要在标记列表中编辑标记名称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择标记名称，并点按“标记文本编辑”按钮。

• 选择标记名称，并连按标记文本区域。

• 在“标记名称”栏中连按标记。

2 在标记文本区域中键入新的标记名称。

若要在“标记文本”窗口中编辑标记名称
1 在“标记文本”窗口中打开标记。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点按“标记文本编辑”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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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按标记文本区域。

3 在标记文本区域中键入新的标记名称。

窗口中的第一段将用作标记名称。

备注： 如果在“标记文本”窗口或区域使用 Return 键创建段落，则第一段文字将显
示在标记轨道内的单独标题行（属于标记）中。

与小节标尺中的标记显示不同的是，第一段下面的所有文字也将显示在标记轨道
中，具体视可用空间而定。（您可能需要改变标记轨道的高度来查看所有文字。）
例如，此方法可用于音乐或技术注释。在此情况中，标记颜色仅显示在标题行中，
其他文字显示为白色或灰色。

更改标记文本的外观
您可以在“标记文本”窗口和区域中更改标记文本的外观。也可以为标记文本的任何
选定部分指派不同的字体、大小和样式。您可以使用在系统中安装的所有字体。也
可以为文字的所有或选定部分以及“标记文本”窗口和区域背景指定不同的颜色。

若要更改标记文本的外观
1 请选择想要更改的标记文本。

2 点按“标记文本”窗口或“标记列表”窗口的“标记文本”区域中的“字体”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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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字体”窗口中选取设置。

编辑标记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编辑标记。一般任务包括更改标记位置、为标记着色以及调整标
记长度。

若要更改标记的位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标记轨道中：  向左或向右拖移标记。

µ 在小节标尺中：  按住 Command 键并向左或向右拖移标记。

µ 在标记列表中：  在小节位置显示中将鼠标用作滑块，或者连按位置值并使用电脑
键盘输入新值。

备注： 可以在标记轨道和小节标尺中获得的最小移动取决于走带控制区域的等份
设置、“吸附”菜单设置以及水平缩放比例（包括在最大缩放比例时对样本的准确放
置）。观察帮助标记，获取有关移动的精确反馈。进行精确位置调整的另一种方法
是标记列表。

有时您想要防止标记移动。Logic Pro 具有保持事件绝对时间位置的功能。

若要保护所选标记的位置
µ 在标记列表中，选取“选项”>“锁定 SMPTE 位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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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操作会锁定（固定）标记的 SMPTE 位置。为了指示此状态，标记名称开头会显
示一个锁定符号。

这些标记始终保持其绝对时间位置：  如果项目速度发生了变化，小节位置会随之
改变以保持标记处于同一 SMPTE 位置。

提示： 如果启用全局轨道显示，您也可以通过编配区域的“片段”菜单以及“钢琴卷
帘窗”和“Hyper Editor”的“功能”菜单锁定标记的 SMPTE 位置或解除锁定。

若要去掉对所选标记位置的保护
µ 在标记列表中，选取“选项”>“解锁 SMPTE 位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备注： 您不能解锁场景标记的 SMPTE 位置。请参阅处理影片场景标记。

若要更改标记长度
µ 在标记轨道中：  将指针放置在标记边框上。当指针变成大小调整指针时，将标记

边框拖到新位置。

µ 在标记列表中：  在小节位置显示中将鼠标用作滑块，或者连按位置值并使用电脑
键盘输入新值。

标记边框也可以是后续标记的开头，特别是在未定义第二个标记的长度时。标记不
可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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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调整标记以适合循环
µ 将循环拖到现有标记上（右边框或左边框或二者均位于循环边界内）。

在小节标尺中拖移循环区域仅限为水平或垂直移动。这样可以确保不会出现以下意
外情况：

• 创建标记时移动“循环”（将“循环”拖到小节标尺的下部三分之一处或标记轨道
上）。

• 移动循环时创建标记。

提示： 按住 Shift 键时，在点按并按住循环之后，可以水平移动循环，然后一次拖
到标记中。按住 Shift 键时，在点按循环之前，最近的循环边界将被设定为点按的
位置。

若要为标记分配颜色
µ 在标记轨道中选择一个标记，选取“视图”>“颜色”，然后点按调板中的颜色。

如果使用较深颜色，标记文本则会自动反色显示。如果从片段创建标记，则相应标
记使用片段的颜色。

使用标记导航
可使用标记在项目中导航。例如，当想要快速跳至并编辑位于特定项目位置的片段
或事件时，此方法非常有用。

若要将播放头移到某个标记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标记轨道中：  按住 Option 键并点按标记。

µ 在小节标尺中：  按住 Command 键并点按标记。

µ 在标记列表中：  使用手指工具点按标记。

提示： 如果按住 Option 键并使用手指工具点按标记列表中的标记，定位符会设定
在所选标记的开始点和结束点。

µ 使用跳到标记号 1 至 20 键盘命令（20 个不同的命令）。

这些命令中的标记号指项目中所有标记的（连续）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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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使用“跳到标记”键盘命令会打开一个允许您键入任何标记号的窗口。

此操作会将播放头移到所选取标记的开头。

若要移到下一个或上一个标记
µ 使用“跳到上一个标记”和“跳到下一个标记”键盘命令。

定位符设定在所选标记的开始点和结束点。

若要在标记开始位置开始回放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小节标尺中：  按住 Command 键并连按标记。

µ 在标记列表中：  使用手指工具点按并按住标记。

Logic Pro 会连续播放直到释放鼠标键。

若要从标记创建循环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按住 Command 键，将标记拖到小节标尺顶部。

此操作将使用与标记相同的位置和长度来设定循环。如果在执行此操作时 Logic Pro
处于停止状态，播放头将置于循环的开始点。

µ 选定标记，然后使用以下键盘命令之一：

• 按标记和启用的循环来设定定位符

• 按上一个标记和启用的循环设定定位符

• 按下一个标记和启用的循环设定定位符

在备选标记之间切换
在每个项目中最多可以使用九个不同的标记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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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不同的备选标记之间切换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标记列表中选取“选项”>“备选标记”，然后选取一个标记列表。

µ 在标记列表的“备选”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数字。

µ 在标记轨道的“备选”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数字。

在标记列表中自定标记显示
标记列表中有两个用于标记位置和长度的显示选项：

• “视图”>“以 SMPTE 为单位的事件位置和长度”： 在小节位置和 SMPTE 时间位置之
间切换标记位置和长度显示。

• “视图”>“长度为绝对位置”： 在标记结束位置（显示为小节位置）的实际（相对）
长度和（绝对）显示之间切换标记长度显示。

导入、移除和导出标记信息
录制或并轨音频文件时，当前的标记列表会被添加到生成的文件中。在某些情况
下，您可能想要从在不同项目中录制的音频文件导入标记信息。在“编配”窗口中，
在该文件的任何所选音频片段的边界内可能会出现此情况。

若要从音频文件导入标记信息
µ 选取“选项”>“标记”>“从音频文件导入标记”。

您还可以将任何所选编配音频片段的边界内的当前标记列表导出到音频文件。但
是，您应该首先去掉音频文件中存在的任何标记信息。

若要从音频文件中移除标记信息
µ 选取“选项”>“标记”>“去掉音频文件的标记”。

然后，您可以将当前标记信息导出到音频文件。

若要将标记信息导出到音频文件
µ 选取“选项”>“标记”>“将标记导出到音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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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Pro 项目提供了许多用于储存和取回音乐作品的灵活选项。本章介绍有关创建
和处理 Logic Pro 项目的各个方面的信息。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了解项目 (第 139 页)

• 创建项目 (第 140 页)

• 打开项目 (第 142 页)

• 自动打开和创建项目 (第 144 页)

• 使用“快速查看”预览项目 (第 145 页)

• 从其他项目中导入数据和设置 (第 145 页)

• 检查和修复项目 (第 151 页)

• 设定项目属性 (第 151 页)

• 管理项目 (第 158 页)

• 存储项目 (第 160 页)

• 关闭和退出 (第 162 页)

了解项目
Logic Pro 要求打开或创建项目后再开始工作。这一点与使用字处理应用程序类似，
在开始打字之前需要打开一个文稿。Logic Pro与文字处理程序一样，也可让您同时
打开多个文稿（项目）。

项目文件是主要的 Logic Pro 文稿类型。它包括所有 MIDI 事件和参数设置（偏好设
置和键盘命令除外）以及要播放的音频和视频文件的相关信息。务必注意项目文件
指向音频和视频文件，这些文件作为单独实体储存在硬盘上。音频和视频文件不与
项目一起存储。

创建新项目（或通常使用“存储”功能）时，您可以选取同时存储所有相关联的文件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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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Pro 创建一个项目文件夹，该文件夹包含项目文件，以及项目中所使用文件
（音频文件等）的独立文件夹。

存储项目而不存储资源可以将项目储存的内存要求降至最低，使您可以轻而易举地
将项目传输到其他基于 Logic 的录音室，无论是直接传输还是作为电子邮件附件传
输。同时，这也意味着当项目移动时，项目将不能载入引用的音频和视频文件，除
非一起移动这些文件类型（换言之，将项目与其资源一起存储）。

项目文件夹可以帮助用户记录工作：  其确保将所有与特定项目相关的文件有条理
地存储在同一个位置。这样一来，在电脑或磁盘之间备份或传输项目就变得轻而易
举，从而有助于避免许多难题，例如由于音频文件或样本丢失而导致需要在录音室
中搜索或重建这些文件或样本。

创建项目
在 Logic Pro 中工作需要先创建一个新项目。

若要创建项目
1 选取“文件”>“新建”（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N）。

2 从“模板”对话框中选取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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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对话框分成两个区域：  “收藏”和“模板”。

• 点按一个收藏文件夹，以在模板区域显示相关模板。

• 点按一个模板以载入该模板。此时将自动打开“存储为”对话框。

3 浏览至想要储存项目的位置，然后在“名称”栏内键入项目名称。

4 如果您想要在项目文件夹中包括音频文件及其他文件，请点按“包括资源”注记格。
（请参阅处理项目资源。）

提示： 建议您选择“包括资源”注记格，因为这样会使项目更“安全”，使您在移动或
拷贝项目文件夹时不会失去任何文件参考（指向文件夹内的各个项目）。

5 点按“高级选项”显示三角形，以查看和选取想要在项目文件夹内存储的文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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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选取“文件”>“项目设置”>“资源”，您可以随时改变这些设置。有关项目资源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处理项目资源。

6 点按“存储”。

• 系统随即在目标位置创建一个包含若干个子文件夹（取决于在步骤 3 和步骤 4 中
的选择）的已命名文件夹。

• 默认情况下，即使没有选择“包括资源”注记格，项目文件夹内也会创建一个“Audio
Files”子文件夹。此文件夹用于任何新音频录音。

• 同样，在默认情况下，系统会将音频录音路径自动发送到新的“Project/Audio Files”
子文件夹。

如果不想在开始就创建项目文件夹而是想随后创建，则只需选取“存储为”命令。

提示： 选取“文件”>“新建”时按住 Option 键，可以快速创建空默认项目。

打开项目
Logic Pro 要求打开项目后再开始工作。

项目还可以包含在其他应用程序中创建的数据，例如使用较早版本的 Logic Pro 创
作的乐曲或 Final Cut Pro XML 文件。

若要打开现有项目
1 选取“文件”>“打开”（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O）。

如果已载入一个项目，系统会询问您是否关闭当前载入的项目。通过取消选择
Logic Pro >“偏好设置”>“通用”>“项目处理”>“打开项目时，询问是否要‘关闭当前项
目？’”，您可以停用此提示。可停用此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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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对话框有一个“文件类型”弹出式菜单，您可以从中选取以下选项：

• 所有 Logic 文稿类型： 显示 Logic Pro 支持的所有文稿类型。

• Logic 项目： 使用当前或较早版本的 Logic 创建的项目。

• GarageBand 项目： 在 Mac 版、iPad 版或 iPhone 版 GarageBand 中创建的项目。

• Notator SL 乐曲： 在 C-Lab/Emagic Notator 或 Creator SL 中创作的乐曲

• MIDI 文件： 采用格式 0 或 1 的标准 MIDI 文件。

• OMF Interchange 文件： 其他 DAW 应用程序（例如 Pro Tools）使用的开放式媒体
框架文件。

• AAF 文件： 其他 DAW 应用程序（例如 Pro Tools）使用的高级创作格式 (AAF)。

• OpenTL 文件： 在像 Tascam 硬盘录音机这样的设备中使用的 OpenTL (Open Track
List) 文件。

• XML (Final Cut Pro)： Final Cut Pro 支持的一种开放源代码标准。

有关各个文件类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项目和文件交换。

2 若要限定为仅查看某些文件类型，请在“文件类型”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文件类型。选
取“所有 Logic 文稿类型”可以查看和访问所有支持的文件类型。

3 浏览并选择文件，然后点按“打开”。

若要打开最近使用的项目
µ 直接从“文件”>“打开最近使用的”菜单中选取项目名称。

此方法绕过了“打开”对话框。选取“清除菜单”可以清除“打开最近使用的”菜单中的所
有项。

提示： 如果在“项目处理”偏好设置中将“启动操作”设定为“打开最近使用的项目”选
项，则 Logic Pro 会在启动时自动载入上次使用的项目。请参阅自动打开和创建项
目。

使用拖放打开项目
您可以通过将项目和标准 MIDI 文件从 Finder 拖到编配区域来打开这些项目和文件。
鼠标光标位置（释放鼠标键时）确定导入文件的放置。

其包括第一个轨道的位置（取整至最近的小节）和目的。有关标准 MIDI 文件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处理标准 MIDI 文件。

您还可以用以下方法打开 Logic Pro 项目或 MIDI 文件：将项目或文件拖到 Dock 中
的 Logic Pro 图标上。

从较早版本的 Logic Pro 中打开项目
您可以在 Logic Pro 9 中打开 Logic Pro 5、Logic Pro 6、Logic Pro 7 和 Logic Pro 8 的项
目。当载入在较早版本的 Logic Pro 中创建的项目时，该项目的格式会转换为版本
9 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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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在较早版本的 Logic Pro 中创建的项目时，您可能会发现通道条输出路线有些
变化。有关通道条输出路由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定义通道条的立体声输出。

重要事项： Logic Pro 9 中存储的项目不能向后兼容先前的 Logic Pro 版本。

在多个项目之间切换
您可以同时打开多个项目，以便在项目之间拷贝或移动数据，或者对比一个项目的
不同版本。

若要在项目间切换
µ 选取“窗口”菜单底部的项目名称（活跃项目带有勾号标记）。

自动打开和创建项目
您可以将 Logic Pro 配置为在启动时自动打开或创建项目，方法是在 Logic Pro >“偏
好设置”>“通用”>“项目处理”面板中选取启动操作。

• 什么都不做： Logic Pro 将打开，并要求您创建新项目，或打开现有项目或模板。

• 打开最近使用的项目： 打开上次关闭 Logic Pro 时处理的项目。

• 打开现有项目： 显示“打开”对话框，允许您浏览现有项目。

• 从模板创建新项目： 打开“模板”对话框。

• 创建新的空项目： 载入空项目并打开“新轨道”对话框，允许您指定创建的新轨道
的编号和类型。

备注： 您也可以使用“新建空项目”键盘命令。

• 使用默认模板创建新项目： 打开默认模板和“存储为”对话框，允许您给项目命名
并存储项目。

若要确定默认模板
1 点按“项目处理”偏好设置面板中“默认模板”栏下面的“选取”按钮。

2 浏览并选取模板（或项目）。

选取的模板或项目的完整路径和名称显示在“默认模板”栏中。您可以将任何模板或
项目指派为默认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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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快速查看”预览项目
Logic Pro 会存储每个项目的缩略图图像。这允许您使用“快速查看”查看项目的内
容，而无需打开该项目。每次存储项目时也会存储图像。

若要使用“快速查看”预览项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 Finder 中浏览至项目文件，然后点按“快速查看”按钮。

µ 浏览至媒体区域的“浏览器”标签中的项目文件，然后在操作菜单中选取“快速查看”。

µ 浏览至媒体区域的“浏览器”标签中的项目文件，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
文件，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快速查看”。

此时“快速查看”中会显示所选项目文件的缩略图图像。

从其他项目中导入数据和设置
您可以从其他项目中导入以下数据：

• 轨道片段或文件夹内容

• 插件（包括设置）

• 发送（包括电平、路由和目的通道条）

• 输入/输出分配

• 自动化数据

• 轨道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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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从其他项目导入数据。

您可以从其他项目中导入以下设置：

• 屏幕设置

• 变换设置

• 超级设置

• 乐谱设置

• 乐谱五线谱风格

• 乐谱文字风格

• 乐谱设置

• 同步设置

• 节拍器设置

• 录制设置

• 调音设置

• 音频设置

• MIDI 设置

• 视频设置

• 资源设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从其他项目导入设置。

从其他项目导入数据
从其他项目导入数据时有两个选项：

• 可以将数据导入到当前项目的新轨道中。

• 可以用导入的数据替换当前项目中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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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媒体浏览器”标签中显示的以下“轨道导入”视图，从源项目中选取要导
入的数据。

提示： 通过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表格标头，然后停用或启用栏，您
可以自定分栏视图。您也可以通过拖移栏标头来更改栏顺序。关闭 Logic Pro 时这
些设置会自动储存在“偏好设置”中，并应用到所有项目。

• 编号： 显示在编配区域可用的所有轨道的轨道编号。将不属于编配轨道列表中
的通道条保留为空。折叠夹轨道也显示条目，如 3-1，此处的 3 是轨道编号，1
是折叠夹编号。您可以连按折叠夹轨道以在下一级显示其内容。请注意，汇整折
叠夹轨道与一般的轨道一样，它们将按原样导入（包括弹奏和伴奏）。

• 名称： 按源项目中定义的那样显示轨道或通道条名称。

• 类型： 显示轨道或通道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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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允许您导入片段或轨道折叠夹内容。如果是折叠夹轨道，您可以连按折
叠夹以访问它的单个轨道。

• 插件： 允许您导入任何插件（插入在通道条中）及其设置。插件按插入顺序自
上而下列出。

备注： 如果是软件乐器通道条，也可导入乐器插件。

• 发送： 允许您导入已插入通道条的任何发送，包括电平、路由和所有目的通道
条。

• I/O： 允许您导入通道条的 I/O 设置。

备注： 如果是软件乐器通道条，则不包括乐器插件。请参阅上述插件条目。

• 自动： 允许您导入轨道自动化数据。

• 音符： 允许您导入轨道特定的音符。

• 全局、音频、乐器、辅助、I/O、MIDI： 点按这些过滤器按钮，以隐藏或显示轨
道导入表格中显示的轨道或通道条类型。

若要从其他项目导入数据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媒体区域点按“浏览器”标签。

• 选取“文件”>“导入”（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I）。

2 浏览并选择所需项目文件。

• 如果使用“浏览器”标签，标签的右下角将出现一个“导入”按钮。

备注： 您可以使用“快速查看”功能预览选定的项目文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使用“快速查看”预览项目。

• 使用“导入”对话框时，“导入”按钮会变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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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按“导入”按钮，或连按项目文件。

“浏览器”标签将进行更新以显示轨道导入视图。

4 通过选择相关注记格来选择您想要导入的数据。

提示： 按下右箭头键以选择所选行的所有注记格，或按下左箭头键以取消选择这
些注记格。

5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点按“添加”按钮以将所选数据添加到当前项目（或在按下下箭头键的同时按住
Command 键）。

轨道被添加到编配区域所选轨道的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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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按“替换”按钮，以用另一个项目中选定的数据替换当前所选轨道中的数据。

备注： “替换”功能只在单行上选择数据时才可用，在多行选择时无效。

从其他项目导入设置
下图概述了可从一个项目导入另一个项目的设置。

从其他项目导入设置的方法有多种。

若要从另一项目导入设置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导入项目设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Option-Command-I）。

• 点按编配工具栏中的“设置”按钮，然后选取“导入项目”设置。

• 在媒体区域点按“浏览器”标签。

2 浏览并选择所需项目文件。

备注： 如果导航到“浏览器”标签，您可以使用“快速查看”功能预览选定的项目文
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快速查看”预览项目。

3 点按“导入”按钮。

备注： 如果从“浏览器”标签中访问设置，您还需要点按“导入项目设置”按钮，该按
钮在您点按“导入”按钮后出现。

4 在“导入设置”窗口，通过选择相关注记格来选择您想要导入的设置。

5 点按“导入”按钮。

设置随即导入活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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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和修复项目
有时，您可能需要了解有关项目中的片段数量，以及所占用内存等信息。“项目信
息”窗口提供这些数据。项目可能会因驱动程序或内存冲突而被破坏，或者速度变
慢，不过这种情况非常少见。如果项目损坏，系统会显示一条警告信息，告知您存
在的问题和程度。通常在“项目信息”窗口中纠正这些问题。

若要打开“项目信息”窗口
µ 从主菜单栏中选取“选项”>“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窗口还提供了“重组内存”功能，允许您增加可用内存数量以及纠正许多
潜在项目破坏或问题。

若要重新配置内存
µ 点按“项目信息”窗口中的“重组内存”按钮。

同时，系统会检查当前项目是否有任何损坏迹象、结构问题和未使用的块。

如果查找到了任何未使用的块（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生），则可以将其删除并修复项
目。

备注： 系统也会在存储或载入项目后自动进行此重组。此功能的一般（有利）用
途是如果在关闭操作前打开了两个或多个项目，则可以在项目关闭后释放内存。

设定项目属性
创建项目后，应检查多个项目属性并在必需时修改。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工作习惯，
因为它可以限制后期需要进行的任何令人头痛的修改，例如对上百个甚至更多音频
文件进行采样速率转换。本节概述了在任何工作开始之前应注意的项目属性。

设定采样速率
项目的采样速率确定 Logic Pro 用于音频回放的样本数。将音频文件添加或录制到
项目时，这些文件的采样速率会自动匹配项目采样速率。

重要事项： 若要实现采样速率自动匹配，“导入时转换音频文件的采样速率”项目设
置必须处于活跃状态。您可以在“文件”>“项目设置”>“资源”面板中打开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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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设定项目采样速率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音频”（或使用“打开音频项目设置”键盘命令），然后从“采
样速率”菜单中选取采样速率。

µ 点按走带控制条中的“采样速度”显示，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采样速率。

备注： 如果走带控制条未包括“采样速率”显示，则按住 Control 键点按走带控制条，
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自定走带控制条”。在“自定走带控制条”对话框中选择“采
样速率或入出点定位符”注记格。

您可能会发现项目中的音频文件与新选定的采样速率不匹配。与项目采样速率不匹
配的文件在回放时会比正常速度慢（文件采样速率较高）或快（文件采样速率较
低）。

若要使文件的采样速率与项目采样速率相匹配
µ 使用音频媒体夹的“拷贝/转换文件”命令（也可以通过按住 Control 键点按音频媒体

夹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然后替换项目中的文件。

Logic Pro 将执行实时本地采样速率转换。Logic Pro 中提供的任何采样速率（通过
“音频”>“采样速率”访问）都可用于转换，即使音频硬件不支持选定的采样速率。

本地软件采样速率转换功能匹配任何音频硬件的采样速率，因此实际上可以在任何
音频系统上回放项目，即使硬件在采样速率方面不兼容。此过程中不会丢失任何数
据。任何内部处理和并轨操作始终是以原始采样速率和最高质量执行，即使在硬件
不支持特定采样速率的情况下。借助此功能，您可以使用低端设备处理最初在高端
音频系统上创建的项目。

例如，假设使用音频硬件设备创建了工作频率为 96 kHz 的项目。将此项目移到笔
记本电脑或不支持原始项目采样速率的设备上时，通常会导致回放速度错误。原生
实时采样速率转换功能可以削弱此影响，从而可以在便携式电脑上以任何采样速率
正确回放项目。

备注： 高采样速率不仅完全占用磁盘空间，而且会导致更高的处理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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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项目速度
您可以在走带控制条、速度轨道或速度列表中设定基本项目速度。Logic Pro 以“每
分钟四分音符数”或“每分钟节拍数”(bpm) 显示速度。速度范围介于 5 到 990 bpm 之
间，并且可以精确到整数后四个小数位。

若要设定项目速度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请在走带控制条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点按并按住速度值，然后向上或向下拖移。

• 连按速度值，并在文本栏中键入一个新值。

µ 请在速度列表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点按并按住速度值，然后向上或向下拖移。

• 连按速度值，并在文本栏中键入一个新值。

µ 打开速度轨道，并使用指针工具向上或向下拖移速度线。

有关高级速度操作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高级速度操作。

设定项目拍号
拍号定义小节标尺中每个小节包含的节拍数，以及构成一个节拍的音符值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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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号不影响项目回放，但确定编配区域和 MIDI 编辑器的编辑网格，如下图所示。
两个图形显示了相同的 MIDI 片段，第一个拍号为 2/8，第二个为 6/8。

您可以在走带控制条、拍号列表或拍号轨道中设定项目拍号。走带控制条采用以下
格式显示拍号：  分子：  小节分母：  等份值。

等份值定义所有位置显示（如事件编辑器）中的等份，并且为不同的长度和放置操
作形成网格。等份值通常设定为 1/16 音符，但值范围为 1/4 至 1/192 音符。如果等
份的音符值大于或等于小节分母，则位置显示的第三个值将会被自动删除。

提示： 您可以使用“设定下一个较高/较低的等份”键盘命令来切换到下一个最高或
最低的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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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带控制窗口中的速度指示符始终与四分之一音符相关联，即使选取八分之一音符
作为拍号的分母。

若要更改拍号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走带控制条中：

• 点按并按住任一拍号值，然后向上或向下拖移。

• 连按栏中的数字，并在文本栏中键入一个新值。

µ 在“拍号列表”中：

• 点按并按住拍号值，然后向上或向下拖移。

• 连按拍号值，并在文本栏中键入一个新值。

µ 打开“拍号”轨道，并连按显示的值。设定分子和分母值（及其他设置，如果需要）。

有关拍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处理拍号和调号。

设定项目的开始点和结束点
项目通常从位置 1 1 1 1 开始。您可以将项目开始点移到较前位置，从而在第一个
强拍之前播放弱拍或音色变化命令。

若要定义项目的开始点
µ 将小节标尺中的项目开始标记拖到左侧或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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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定义项目的结束点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将小节标尺中的项目结束标记拖到左侧或右侧。

µ 在走带控制条的“项目结束”数字显示中设定值（通过点按并拖移或连按该值）。

备注： 如果走带控制条中未包括“项目结束”显示，则按住 Control 键点按走带控制
条，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自定走带控制条”。选择“自定走带控制条”面板中的
“速度/项目结束”注记格。

Logic Pro 一达到项目结束点，就会自动停止，录音时除外。在此情况中，项目结束
点会自动移到录音结尾。

设定基本项目回放音量
使用走带控制条右侧的“主音量”滑块来设定基本项目回放音量。此滑块直接连接到
调音台中的“主”通道条，并作为所有音频和软件乐器轨道的主音量控制。

重要事项： 此滑块不仅可以设定项目的回放音量，还会影响混音的整体音量。

若要设定回放音量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拖移“主音量”滑块。

µ 拖移主通道条中的音量推子。

若要将回放音量重设为 0 dB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点按“主音量”滑块右侧的“重设总音量”按钮。

µ 按住 Option 键点按“主音量”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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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按住 Option 键点按主通道条中的音量推子。

若要将回放音量降至预定义的衰减程度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点按“主音量”滑块左侧的“衰减总音量”按钮。

µ 点按主通道条中的“衰减”按钮。

此操作会将回放音量降至“Logic Pro”>“偏好设置”>“音频”>“通用”面板中所设定的衰
减程度。

调整项目设置
项目设置包含了许多会对 Logic Pro 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的选项。项目设置可以随
各个项目独立存储，这意味着不同的项目可以具有不同的项目设置。您可以随时修
改项目设置，但一般最好在开始时完成所需设置，因为这样会使工作流程更流畅。

若要打开项目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从“文件”>“项目”>“设置”（“同步”、“MIDI”、“乐谱”等）菜单中选取项（或使用相应的
键盘命令）。

µ 点按编配工具栏中的“设置”按钮，然后选取一个菜单项。

有关所有项目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Logic Pro 中的项目设置。

处理项目资源
项目设置还包括“资源”面板。如果存储了项目及其资源，可以使用此面板确定从外
部位置（项目文件夹外的位置）导入文件的方式。

若要打开“资源”项目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资源”（或使用打开资源项目设置键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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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点按编配工具栏中的“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资源”。

• 选择任一拷贝注记格以将各自的文件类型拷贝到项目文件夹中。

• 选择“导入时转换音频文件的采样速率”注记格以自动转换所有导入文件（具有不
同采样速率）的采样速率，使之与项目采样速率匹配。

• 如果您取消选择“将 EXS 样本拷贝到项目文件夹”选项，存储时则只将 EXS 乐器文
件拷贝到项目文件夹，而不拷贝与 EXS 乐器文件相关的样本。

存储项目时仅将文件拷贝到项目文件夹。

一旦存储，项目就是“安全的”，可让您移动或拷贝整个项目文件夹，而不会丢失任
何指向文件夹内部文件的参考。

管理项目
本部分概述保持项目有序所需的整理操作。

拷贝或移动项目文件夹
您可以使用任何标准操作系统方法将项目文件夹拷贝或移到其他位置。对于将项目
归档和传输到其他录音室或设备，此功能非常有用。

拷贝或移动项目文件夹时应考虑以下事项：

• 在选择了“包括资源”时存储项目，且录音路径指向项目文件夹内的位置，则录音
路径是相对路径。这意味着音频数据的录音路径随项目移动，这样就可以在 Finder
中移动项目文件夹或使用“存储为”命令。

• 在当前项目文件夹外手动设定录音路径（“文件”>“项目设置”>“录音”>“Core Audio
录音文件夹”）时，录音路径是绝对路径。这意味着音频数据的录音路径总是保
持不变，即使在使用“存储为”命令将其存储为新项目后，或在 Finder 中移动项目
文件时。如果您喜欢将所有音频数据录制到项目文件夹外的一个位置，该功能非
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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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项目
如果项目文件夹中有任何未使用的项目文件，您可以使用“文件”>“项目”>“整理”命
令。如果查找到任何未使用的文件，将会显示以下对话框：

选择第一栏中的注记格以选取要删除的文件。若要删除文件的名称和路径显示在后
两栏中。

第一栏中注记格处于活跃状态的文件才会被删除。所有未选择的条目保持不变。

如果选择了多行，点按任一注记格会将所有选定的行切换到新状态（选择或未选
择）。

备注： “整理”命令仅删除未使用的文件（除影片文件外的所有类型）。“整理”针对
当前载入的项目和项目文件夹中的所有其他 Logic Pro 项目文件。只有未被任何这
些项目使用的文件才会显示在“整理”列表中。

整合项目设置
如果项目包含的文件没有位于项目文件夹的正确子文件夹内，您可以使用“整合”命
令自动将这些文件组织为标准化项目文件结构。

若要整合项目
1 选取“文件”>“项目”>“整合”（或使用整合项目键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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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整合”对话框中为不同的文件类型选取菜单选项，以移动、保留或拷贝现有文
件。

使用窗口左下角的两个按钮可以快速简便地整合项目。

• 点按“全部拷贝”将所有菜单设定为“拷贝”选项。

• 点按“全部移动”将所有菜单设定为“移动”选项。

3 选择“移动后删除空文件夹”注记格，以在将文件移到目标项目后删除源项目中的空
文件夹。

4 选择“为音频文件组创建文件夹”注记格，以在目标项目的“音频文件”子文件夹中创
建组别文件夹。

必须先在来源项目的“音频媒体夹”中创建组别。请参阅在音频媒体夹中给文件编
组。

5 完成时点按“好”。

项目中的 ReCycle 导入处理
通过 ReCycle 导入创建的 EXS 乐器存储在项目文件夹的“Sampler Instruments/ReCycle”
子文件夹中。通过 ReCycle 导入生成的所有音频数据与项目文件一起存储在“ReCycle
Audio”文件夹中。

备注： 此操作自动执行且不能修改。如果不存在项目文件夹，ReCycle 文件将存储
在“~/音乐/Logic/ReCycle Audio”中。

存储项目
选取“文件”>“存储”（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S）时，随即
存储当前项目（保持当前名称完整）。

如果不想覆盖使用此名称存储的最新版本的项目文件（使用“文件”>“存储”或
Command-S 时会出现这种情况），请使用“文件”>“存储为”或“文件”>“存储拷贝为”
命令。在出现的对话框中，您可以为项目输入新名称，设定资源，以及选择新目录
或甚至创建新文件夹。

• “文件”>“存储为”： 下一次使用直接“存储”(Command-S) 命令存储时，将会使用新
的文件名称和路径。如果使用此命令将项目存储到新位置（位于当前文件夹外），
并且选择“包括资源”注记格，新项目文件夹将包含“旧”项目的编配区域使用的所
有音频文件。

• “文件”>“存储拷贝为”： 下一次使用直接“存储”(Command-S) 命令存储时，将继续
使用现有文件名称和路径。拷贝是存储在不同位置的现有项目的复制品。其不更
新文件存储路径。“存储拷贝为”是归档和移动数据的理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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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备份文件
存储项目时，Logic Pro 可自动在项目文件夹的“项目文件备份”文件夹中存储最多
100 个备份副本。备份文件以项目文件名称命名，并在项目名称后面添加编号（00、
01、02 等）。

您可以在 Logic Pro >“偏好设置”>“通用”>“项目处理”面板中更改“自动备份”设置，以
定义您想要保留的项目备份数。

选项包括：

• 关

• 最后 1 个项目版本

• 最后 3 个项目版本

• 最后 5 个项目版本

• 最后 10 个项目版本

• 最后 30 个项目版本

• 最后 50 个项目版本

• 最后 100 个项目版本

复原到已存储版本
无论何时出现操作错误，您都可通过选取“编辑”>“撤销”来撤销此操作（或使用相应
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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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现一些确实很严重的失误（可能性不大），或者自上次存储 15 分钟后您对
自己的创作成果不满意，则“文件”>“复原到已存储的状态”功能（或相应的键盘命
令）会非常有帮助。此操作使用先前存储的版本替换当前项目。

将项目存储为模板
您可以将项目存储为模板，从而作为创建新项目的开始点。不是所有项目都有相同
需求，因此自定一些满足这些需求的项目可以为不同的工作提供理想的开始点。例
如：

• 针对软件乐器，适合舞曲项目模板。其具有 32 个软件乐器轨道并可能有 8 个音
频轨道。

• 以音频轨道为中心的模板（有 64 个音频轨道）是现场录音的理想选择。

• 专用现场演奏模板可以使工作在不同部分间快速切换的速度更快，或者可以使用
大量环境处理。

• 用于合唱团、摇滚乐队、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乐团、爵士乐队等的一些乐谱模
板。

• 包含修改过的适用于控制 ADAT 硬件的同步设置的模板。

• 适用于视频工作的模板。其通常包含视频轨道，以及特殊对白、动效和音乐轨
道。

• 另一种视频模板可用于在外部录像机上运行视频的任务，该录像机通过 SMPTE
与 Logic Pro 同步。

您可以为每个模板自定屏幕设置，或者使用各种“导入设置”命令在模板之间拷贝屏
幕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从其他项目导入设置。

若要将项目存储为模板
µ 选取“文件”>“存储为模板”（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然后键入名称。

项目存储在“~/资源库/Application Support/Logic/Project Templates”文件夹中。下次
打开“模板”对话框时，您可以在出厂模板收藏的下面看到“我的模板”收藏。

您可以通过在“~/资源库/Application Support/Logic/Project Templates”文件夹中创建
子文件夹来在“我的模板”下创建收藏。此操作可以在 Finder 中完成，或使用“存储为
模板”对话框中的“创建文件夹”按钮。当所有用户模板均放置在子文件夹中时，子文
件夹名称显示在出厂收藏下面。

提示： 您可以通过在 Finder 中将注释添加到项目文件来给您的模板添加描述性文
字。“模板”对话框显示分配给模板文件的图标，从而使您可以轻松更改模板图标。
有关如何将注释添加到文件或更改文件图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Mac 帮助”。

关闭和退出
以下任务描述如何关闭打开的窗口、活跃的项目或整个 Logic Pro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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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关闭打开的窗口
µ 选取“文件”>“关闭”（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W）。

这将仅关闭最上面的窗口而不是整个项目。只有在关闭所有窗口后，项目才会完全
关闭。

若要关闭当前活跃的项目
µ 选取“文件”>“关闭项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Option-Command-W）。

如果自上次存储操作后对项目进行了修改，Logic Pro 会提示您是否在关闭前存储项
目，以保留所进行的修改。

重要事项： “关闭项目但不存储”键盘命令会关闭但不存储当前项目，并且不会询问
是否想要存储。此命令是应许多经验丰富的 Logic Pro 用户的要求而增加的。仅在
确定要进行此操作的情况下使用此命令。

若要退出应用程序
µ 选取“Logic Pro”>“退出 Logic Pro”（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mmand-Q）。

如果进行了修改但还未存储，系统会在退出前询问您是否想要存储（按 Return 键
存储）。

如果打开了多个项目，系统会询问您是否想要查看任何修改，或者直接关闭并放弃
任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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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 Logic Pro 中进行选择和编辑项时，可以选取多种技巧。在本章中，您将了解
有关基本操作、选择和编辑技巧，以及可以加快工作流程的许多快捷方式和功能。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鼠标的使用 (第 165 页)

• 输入数字值 (第 166 页)

• 输入文本 (第 167 页)

• 使用键盘命令 (第 167 页)

• 使用工具 (第 174 页)

• 使用帮助标记 (第 180 页)

• 使用快捷键菜单 (第 181 页)

• 使用选择技巧 (第 181 页)

• 使用夹纸板 (第 186 页)

• 撤销和重做编辑操作 (第 187 页)

鼠标的使用
在 Logic Pro 中使用鼠标的方式与在其他应用程序中不同。

点按
将鼠标指针移到元素（片段、事件、按钮、菜单、输入栏等）上方，按一下鼠标
键。

连按
与点按元素相同，但是要快速且连续地按两下鼠标键。可以在“系统预置”（“键盘与
鼠标”面板）中设定合适的点按时间间隔。

抓取或按住
与点按元素相同，但是要按住鼠标键。

移动或拖移
抓取元素，然后将鼠标（保持按住鼠标键）移到所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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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键点按
与点按相同，但按下的是鼠标右键（如果可用）。此操作会打开快捷键菜单、“工
具”菜单，或选择一个已分配的工具。

按下修饰键并点按或拖移
点按或拖移时，可通过按住修饰键（Control、Shift、Option 或 Command）来访问
许多命令、功能、附加工具或精度调整。例如，按下 Option 键并拖移片段来拷贝
该片段。按住 Option 键点按推子或旋钮可将推子或旋钮还原为默认值或中间值。

鼠标滚轮事件
您可以使用鼠标滚轮在 Logic Pro 中垂直滚动。也支持某些修饰键：

• 按下 Command 键，鼠标滚轮将水平滚动。

• 按下 Option 键，鼠标滚轮将垂直缩放。

• 按下 Option-Command，鼠标滚轮将水平缩放。

• 按下 Option-Control，鼠标滚轮将在两个方向上同时缩放。

备注： Logic Pro 也支持滚轮上有 x 轴和 y 轴的鼠标（例如 Apple Mighty Mouse 鼠
标）。在双轴鼠标上，不使用 Command 修饰键（该键用于单轴鼠标的水平和垂直
方向切换）。

鼠标作为滑块
可以通过抓取参数值并向上或向下移动鼠标来设定大部分数字参数（甚至音符值或
名称）。如果参数包含多个不同的数字（例如项目位置），则可以使用此方法单个
地调整每个数字。

输入数字值
您可以在 Logic Pro 的许多区域使用数字输入。连按数字参数值将打开输入栏位。
现有值将高亮显示，并且可以用新条目覆盖该值。此方法非常适于在检查器中快速
设定参数值，或在走带控制条中快速导航到某个小节。

若要使用走带控制条中的数字输入快速导航到某个小节
1 连按走带控制条中的位置显示。

2 键入“45”，然后按下 Return 键。

将播放头移到 45 小节的开始处。

也可以使用鼠标在输入栏中进行部分选择，以便仅覆盖高亮显示部分。打开输入栏
后，电脑键盘就只能用于数据输入，而不能用于键盘命令（除主菜单功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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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值
使用数字输入，您可以键入：

• 十进制数： 1、01、2、3、4、127…

• 十六进制： $1、$01、$2、$3、$A、$0A、$7F

• 音符： “C3”、“C#3”、“Cb3”、“C##2”（等于 D2）、“Dbb2”（等于 C2）。如果连按
音符“E3”，可以输入一个十进制值（例如“64”）或十六进制值（例如“$40”），而
不是音符名称。

• ASCII 码： 也可以将数字作为 ASCII 码输入：  只需在所选调前加上“`”或“"”，即可
将 ASCII 码输入为数字。例如，"! 生成值 33；"a 将生成值 97。在 SysEx 字符串中
输入文本时此功能特别有用。

算术运算
您还可以在 Logic Pro 的许多部分中使用数学运算来更改值。例如：

• 您可以输入“-5”从现有值中减去 5。

• 可以输入“38+17”将两个值相加。

• 可以输入“7*8”将两个值相乘。

• 可以输入“80/5”将两个值相除。

取消数字输入
不输入任何文本并按下 Return 键即可取消数字输入。

输入文本
您可以使用与输入数字相同的方式输入文本名称，但只需点按名称栏一次即可进行
输入。可以使用文字工具直接点按片段（或调音台通道条）来给它重新命名。

任何数量的所选对象（例如片段）都可以分配相同的名称。如果此名称以数字结
束，则每个后续对象的数字都将以 1 为增量自动增加。例如，这可让您快速地给轨
道上的所有片段指定唯一的名称。

备注： 若要关闭自动编号，请在所键入名称结尾处的数字后添加一个空格。所有
选定对象将以同一数字结束。这非常有用，例如识别在另一区段中录制的所有主声
乐片段（重新命名为“mainvox 030707”，后跟空格，可以通过日期识别片段）。

使用键盘命令
您可以使用键盘命令或 MIDI 信息执行几乎所有 Logic Pro 功能。只要是本文稿提到
的键盘命令，均指可以通过电脑键盘按键（或按键组合，例如 Option-R 可打开“录
音”项目设置）或 MIDI 信息访问的功能、命令或选项。

使用键盘命令代替鼠标，可以大大加快工作流程。在本文稿中，您将遇到许多采用
步骤形式的实际使用示例，这些示例包括针对特定功能的默认键盘命令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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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建议您在熟悉本应用程序的过程中使用这些默认的键盘命令。这不仅可以
帮助您牢记这些命令，而且有助于从开始就养成良好（且更快）的工作习惯。

在充分了解 Logic Pro 的基本原理以及自己喜欢的工作方式后，就可以为自己经常
使用的功能随意分配键盘命令组。

备注： 许多功能只能通过键盘命令使用。其中某些功能可能没有默认键盘命令分
配。在这些情况下，需要创建合适的键盘命令才能使用该功能。

了解“键盘命令”窗口
“键盘命令”窗口用于将 Logic Pro 功能分配到电脑键盘按键或 MIDI 信息。这可让您
完成根据自己的工作方式自定应用程序。

若要打开“键盘命令”窗口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键盘命令”（或使用“打开键盘命令”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Option-K）。

µ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键盘命令”。

提示： 按住 Control 键并从菜单中选取命令，将在选定该命令的同时打开“键盘命
令”窗口。此操作对快捷键菜单同样有效。

• 键盘命令列表： 列出所有可用键盘命令。项目符号指出不能用作菜单项的键盘
命令。

• “按键”和“分配”栏： 显示当前分配的按键和 MIDI 信息（如果适用）。

• 搜索栏： 用于根据名称或部分名称查找键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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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键组合区域： 显示与所选键盘命令关联的按键组合。请注意，该区域以及修
饰符注记格总是呈灰色显示。这些栏是只能用于显示的栏，不能直接进行编辑。
当需要更改键盘命令分配时，请使用学习按钮。

• 分配区域： 显示与所选命令关联的控制表面分配。

• 学习按钮： 使用这些按钮指导 Logic Pro 使用特定按键或按键组合来执行某一功
能。

• “删除”按钮： 使用这些按钮来删除所选命令的按键分配，或删除选定的分配。

了解键盘命令组和层次
全局键盘命令始终有效，与当前活跃窗口无关。非全局命令要求相应窗口具有键盘
焦点（位于前台或其他窗口上面）。这让您可以为不同窗口中的不同功能分配同一
键盘命令（或按键组合）。

重要事项： 键盘命令等级（不仅仅分为全局和局部键盘命令）具有层次。例如，
有一个适用于所有显示片段的窗口的键盘命令组。此组的优先级比全局键盘命令要
高，但比局部窗口（编配、乐谱、钢琴卷帘窗等）键盘命令的优先级低。

选取键盘命令组
“选项”菜单提供一系列命令，使用这些命令可以切换键盘命令组，或导入和导出这
些设置。如果需要临时使用其他用户的 Logic Pro 系统，这非常有用；您可以使用
个人按键分配，而不用改变其他系统的设置。

• “选项”>“预置”菜单： 显示“~资源库/Application Support/Logic/Key Commands”文
件夹中存储的所有键盘命令组，可让您在键盘命令组之间快速切换。

• “选项”>“导入键盘命令”： 打开一个对话框，让您可从任何文件夹位置导入键盘
命令组。现有文件（目标系统上）自动存储为 *.bak 文件。此文件包含旧的键盘
命令。无需重新启动 Logic Pro 即可开始使用新的键盘命令组。

• “选项”>“导出键盘命令”： 打开一个对话框，可让您将当前键盘命令分配存储至
任何位置。无论何时更改个人键盘命令组，执行此命令都很重要。有关进一步详
细信息，请参阅存储键盘命令组。

存储键盘命令组
存储键盘命令时，您的用户按键分配设置被储存在“~资源库/Application
Support/Logic/Key Commands”中的一个单独文件中。

若要存储键盘命令组
1 在“键盘命令”窗口中选取“选项”>“导出键盘命令”。

此时会打开一个对话框，指向默认的文件夹位置：  “~/资源库/Application
Support/Logic/Key Commands”。

备注： 还可以通过浏览将键盘命令组存储到其他位置。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覆盖现有的键盘命令组： 选择文件，然后点按“存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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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新的键盘命令组： 在“存储为”栏中输入新的文件名称，然后点按“存储”按
钮。

备注： 如果已将所有键盘命令组存储到默认位置，则可通过“选项”>“预置”菜单取
用。

此外，建议您存储键盘命令以作备份。以下是执行此操作时的一些建议：

• 更改用户键盘命令组时将其导出（使用上面的步骤）。对键盘命令所做的更改不
会被自动存储到所选的键盘命令组。

• 在更改任何键盘命令之前，在另一个硬盘位置备份用户键盘命令组。

• 在可移动介质（如 CD-ROM 或 USB 闪存驱动器）或联网的 Mac（使用 Bonjour）
或 MobileMe 帐户上进行备份（请参阅在网络上共享 Logic Pro 数据）。这些备份
选项使您在其他电脑上使用 Logic Pro 时易于传输您的键盘命令。

安装 Logic Pro 更新时，您的个人键盘命令将保持不变。

备注： 几乎所有键盘命令都可以由用户自定义。某些标准命令（例如“撤销”、“存
储”、“退出”、“新建”、“打开”、“剪切”、“拷贝”和“粘贴”）的默认分配遵循 Mac OS X
惯例，最好不要更改。某些按键固定用于特定的功能或命令，不能更改。这些键在
键盘命令列表中呈灰色显示，以指示其固定状态。

浏览键盘命令
键盘命令分为多个类别。可以点按各自的显示三角形来展开或折叠分组。

“选项”>“全部展开”命令将显示所有键盘命令组的内容。“选项”>“全部折叠”命令将隐
藏所有键盘命令组的内容。

展开键盘命令组时，键盘命令选择可能不再可见。选取“选项”>“滚动到所选部分”可
以快速返回至所选键盘命令。列表具有键盘焦点时，可以使用键盘命令（或键盘命
令组合）来选择列表中的相关功能。

查找键盘命令
可以在“键盘命令”窗口的搜索栏中按名称或部分名称来查找键盘命令：

• 输入文本时随即执行搜索。无需按下 Return 键，除非想要保留键盘命令搜索的历
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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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侧的“取消”按钮（输入任何文本时随即出现）可以清除任何输入的文本，并显
示所有键盘命令。

• 左侧的“搜索”菜单（放大镜）将保留最近使用的搜索词的历史记录。“清除”菜单
项将删除“查找”历史记录。

备注： “查找”历史记录限于按下 Return 键完成的搜索。

使用键盘命令中的专用按键
某些按键具有专用功能：

• Shift、Control、Option、Command 修饰键只能与其他按键结合使用。

• Delete 键具有固定的“删除所选对象”的功能。它只能与修饰键结合才能分配至其
他功能。

• 分配至主菜单栏中命令的按键组合可以重新分配，但通常建议您保留其默认设
置。键盘命令分配显示在主菜单项后面。例如，按下 Command-1 可打开编配窗
口，按下 Shift-L 可锁定当前屏幕设置。

• 加号和减号键指定给“将上一个参数增大/减小 1”键盘命令。顾名思义，此命令将
以单个单位增大或减小任何所选参数值。

• 将 Shift 键与加号和减号键搭配使用可以访问“将上一个参数增大/减小 10”键盘命
令。

将键盘命令分配至电脑按键
本节说明如何为 Logic Pro 功能分配特定电脑键盘按键。

若要将功能分配至按键
1 在“命令”栏中选择命令。

2 点按“通过按键标签来学习”按钮。

3 按下所需按键和一个或多个修饰键（Shift、Control、Option 或 Command）。

4 如果您想要进行其他分配，请重复步骤 1 至 3。

5 再次点按“通过按键标签来学习”按钮。

“通过按键位置来学习”功能的工作原理相同，但不同的是，该功能并非只是引用已
储存的 ASCII 码，而是引用所按按键的实际扫描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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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例如，这意味着可以将不同的命令分配至数字小键盘上的数字键和键盘上
方的数字键。

这也意味着如果在不同的操作系统语言设置或不同的键盘之间切换，按键位置将保
持不变。例如，如果切换为德语键盘（Z 键与英语键盘 Y 键的位置相同），用于分
配至英语键盘 Y 键功能的扫描码的功能保持不变。

唯一的缺点是“键盘命令”窗口中显示的是按键代码（数字），而不是 ASCII 符号。
对于引用目的，ASCII 符号更有用。

为了说明两种功能的差别，下面进行简单对比：

• 如果使用“通过按键标签来学习”功能，并且只为按键定义了一个键盘命令，则无
论按下两个按键（例如数字键 7）中的哪个，均可以使用该键盘命令。

• 如果使用“通过按键位置来学习”功能，并定义了两个键盘命令（一个针对字母数
字键盘，另一个针对数字小键盘），则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例如，每个数字键
7 都有一个键盘命令）。

如果分配新的全局键盘命令时使用了现有的局部键盘命令组合，将出现警告信息。
此警告信息将说明在何处使用了现有局部键盘命令组合，以及该组合的优先级比您
尝试分配的组合高还是低。具有以下选项：

• 取消： 如果您不想改变现有的分配，请按下此按钮。

• 替换： 如果您想以所选的功能替换现有快捷方式（分配给所选的键盘命令组
合），请按下此按钮。

• 好： 如果您想将键盘命令组合分配给所选的功能，同时保留现有的键盘命令或
功能，请按下此按钮。

若要删除按键分配
1 选择您想要删除其按键分配的相关命令。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点按“通过按键标签来学习”或“通过按键位置来学习”按钮，然后按下 Delete 键。

• 点按“删除”按钮。

所选命令的按键分配将被删除。

3 若要抹掉更多分配，请重复第一步和第二步。

4 再次点按“通过按键标签来学习”或“通过按键位置来学习”按钮（如果您已激活它
们）。

将键盘命令分配至控制表面
“学习新的分配”按钮可用来将控制表面信息分配到特定命令，有效指导 Logic Pro 理
解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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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学习控制器分配
1 点按“学习新的分配”按钮。

2 在“命令”栏中选择命令。

3 从控制器发送出所需 MIDI 信息。

“分配”栏将显示所学分配。这可能显示以下一项或全部：

• 控制表面名称，如果分配是由未受支持的控制表面所发送，则显示 MIDI 字串。

• 控制的名称。

• 分配所属的区域和模式（如果适用）。

备注： 接收完整个信息时，“学习新的分配”按钮将自动关闭。这可避免在您释放该
按钮时接收设备（可能）发送的更多信息。为确保可靠的接收，请在释放按钮前先
按住一小段时间。

4 如果想再做一个分配，请重复步骤 2 和 3。

如果您想要将功能（不是键盘命令）分配至控制表面，请使用“控制器分配”窗口。
打开此窗口，方法是连按分配部分中的某行，或从主菜单栏中选取“Logic Pro”>“偏
好设置”>“控制表面”>“学习‘目的参数’的分配”（或使用“打开控制器分配”键盘命令，
默认分配：  Command-K）。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Logic Pro 控制表面支持》手
册。

初始化键盘命令分配
可以将所有键盘命令还原至其默认分配。这将丢失现有的键盘命令分配，请确保在
执行此操作前已创建了键盘命令文件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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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初始化所有键盘命令分配
µ 在“键盘命令”窗口中选取“选项”>“初始化所有键盘命令”。

打印键盘命令列表
可以使用“选项”>“将键盘命令拷贝到夹纸板”功能来将键盘命令分配以文本形式拷贝
至夹纸板。在此，要做的只是将结果粘贴到任何字处理程序中，然后根据需要进行
格式化，并将其打印出来。

“拷贝到夹纸板”命令仅拷贝当前可见的键盘命令分配。因此，您可以导出某一组的
键盘命令（例如那些包含特定字符串的）。您在窗口显示中所见的正是所导出的。

使用工具
Logic Pro 中的每个工作区域都提供自己的一组工具，适用于执行此区域中的任务。
因此，每个工具集仅在它所在的工作区域中有效。

工具（如“剪刀”）主要影响您点按的片段或事件。如果选择了多个片段，它们都将
受到工具的影响（“剪刀”将在相同的播放头位置剪切所有选定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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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具在“工具”菜单中，菜单位于所有允许直接编辑片段、事件或文件以及处理
操作的窗口的右上角。

分配左点按工具和 Command 键点按工具
您可将工具随意分配至“左点按工具”菜单和“Command 键点按工具”菜单。鼠标指针
采用活跃工具的形状，可让您通过看指针图形来即刻进行识别。

默认情况下，“Command 键点按工具”菜单位于右侧，但在分配第三个（右键点按）
工具时，该菜单位于中间。有关右键点按工具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分配鼠标右
键。

若要分配左点按工具
µ 点按“左点按工具”菜单来打开它，然后选取一个工具。

当编辑时按下鼠标左键时，可以使用左点按工具。

若要分配 Command 键点按工具
µ 点按“Command 键点按工具”菜单，然后选取一个工具。

当编辑时按下 Command 键时，可以使用 Command 键点按工具。释放 Command
键，以复原到左点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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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鼠标右键
如果您有合适的鼠标，也可以将鼠标右键分配至以下的一项：

• 第三个工具（右键点按工具）

• 工具菜单

• 快捷键菜单（默认设置）

若要设定鼠标右键的作用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通用”偏好设置：

•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通用”（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通用”。

2 点按“编辑”标签，然后从“鼠标右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项设置。

• 可分配给一个工具： 选取此选项后，第三个“工具”菜单（“右键点按工具”菜单）
会出现在“左点按工具”菜单和“Command 键点按工具”菜单的右侧。选取合适的菜
单项以分配工具，在编辑时按下鼠标右键可进行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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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工具菜单： 右键点按活跃窗口的工作区域会打开“工具”菜单，此时指针工具
（不是当前选定的工具）位于鼠标指针位置的下方。通过点按来选取工具。“工
具”菜单打开时，您还可以使用工具旁边所示的按键进行选择。

备注： 当通过右键点按从“工具”菜单中选取工具时，工具将被分配至鼠标左键。
右键连按活跃窗口的工作区域会将已分配的工具还原为指针工具。

• 打开快捷键菜单： 右键点按活跃窗口的工作区域，将显示一个菜单，提供了若
干专用于区域的选择和编辑命令。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快捷键菜单。

设定指针工具功能
您可以为指针工具设定在编配窗口中使用时的两种不同功能。

若要设定指针工具在编配窗口中的功能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通用”偏好设置：

•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通用”（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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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通用”。

2 点按“编辑”标签，然后在“编配”设置中选择所需指针工具的注记格。

• 渐变工具点按区域： 选择此注记格时，将鼠标指针放在片段的左上边缘和右上
边缘可激活“渐变”光标和操作。同样可以通过按住 Option 键在这些点按区域中访
问“循环”光标和功能。

• 选取框工具点按区域： 选择此注记格时，将鼠标指针放在片段的下半部分（左
下边缘和右下边缘除外）可激活“选取框”光标和操作。

使用键盘命令选择工具
您也可以使用以下键盘命令来选择工具：

• 设定下一个工具和设定上一个工具： 切换至活跃窗口中的相邻工具。

• 显示工具菜单： 在指针位置打开“工具”菜单。打开“工具”菜单后，您也可以使用
工具旁边所示的数字键之一来进行选择（默认键盘命令分配：  Esc）。

• 设定 X 工具（其中 X 指的是该工具）： 可以通过专用键盘命令来选择各个工具。
分配至专用工具的键盘命令将在此工具和上一个所选工具之间进行切换。

了解常用工具
以下部分描述了 Logic Pro 中最常用的各种工具。特定编辑窗口的专用工具将在各
个对应章节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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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针工具
指针工具是 Logic Pro 首次打开时的默认工具。选择菜单或输入值时，鼠标指针在
工作区域以外也显示为这种形状。

在工具区域内，您可使用指针工具进行：

• 点按以选择单个或多个事件、片段或其他元素。请参阅使用选择技巧。

• 移动（通过抓取和拖移）。

• 拷贝（按下 Option 键并拖移）。

• 更改长度（通过抓取右下角或左下角并拖移）。

• 循环片段（通过抓取右上角并拖移）。

铅笔工具
铅笔工具用于添加新的片段或事件。铅笔工具处于活跃状态时，您也可以选择、拖
移、循环片段和改变片段或事件的长度。

橡皮工具
橡皮工具可以删除所选的片段或事件。当使用“橡皮”点按片段或事件时，所有当前
选定的片段或事件都将被删除（与使用 Delete 键的效果相同）。通过点按“橡皮”还
可以删除未选定的片段或事件。

文字工具
文字工具用于命名片段，或将文字添加到音乐乐谱。

剪刀工具
剪刀工具用于分离片段和事件，以允许单个部分被拷贝、移动或删除。

胶水工具
胶水工具执行与剪刀工具相反的操作。所有选定的片段或事件将合并为单个片段或
事件。

独奏工具
用独奏工具点按并按住片段，您将可以单独聆听所选片段或事件。水平移动鼠标也
会输出（搓擦）指针触及的任何事件。

静音工具
用静音工具点按事件或片段将使其无法播放。您可以用静音工具再次点按片段或事
件来取消静音。如果选择了多个片段或事件，所点按片段或事件的静音状态将应用
到所有选定的片段或事件上。

缩放工具
缩放工具可让您通过拖移以选择特定区域来进行放大，最大可为整个窗口大小。您
可以使用该工具点按窗口背景，复原为正常缩放比例。您也可以按住 Control-Option
来访问“缩放”功能，即使其他工具正处于活跃状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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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缩工具
伸缩工具可让您快速访问基本伸缩编辑功能，无需打开编配窗口中的伸缩视图。

使用帮助标记
使用这些工具时，按住鼠标键，鼠标指针位置正下方将出现一个帮助标记。此帮助
标记提供了有关您所执行操作的有用反馈。

备注： 您必须打开“Logic Pro”>“偏好设置”>“显示”>“通用”>“显示帮助标记”选项才能
在编辑操作过程中查看帮助标记。

在与片段有关的操作中，帮助标记看起来如下：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这些值表示：

• 操作的名称

• 鼠标（或片段）位置

• 片段/事件名称

• 轨道编号

• 片段长度

在跟事件有关的操作中，帮助标记看起来如下：

从左到右，这些值表示：

• 操作的名称

• 鼠标（或事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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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类型

• 事件 MIDI 通道

• 第一个数据字节（例如音符音高）

• 第二个数据字节（例如音符力度）

• 事件长度（例如音符长度）

使用快捷键菜单
按下 Control 键并点按编配窗口、钢琴卷帘窗编辑器和所有列表编辑器的任何区域，
将打开一个快捷键菜单（也称为关联菜单），该菜单可用于多个选择和编辑任务。

快捷键菜单随窗口（窗口内的不同位置）而异，它根据窗口内事件或片段的选择状
态，还有编辑器所处理信息的类型而不同。

菜单中出现的项将进行更新以反映当前内容。例如，在编配区域中：

• 编配窗口中没有任何片段或选定的片段：  若干“选择”和“粘贴”命令，以及“播放中
滚动显示”都可用。

• 在编配窗口中选择了一个或多个片段：  “剪切”、“拷贝”和“删除”、“挪动”、“锁定/
解锁 SMPTE 位置”、“片段名称和颜色”命令都可用。

备注： 您始终可以使用 Control 键点按来访问快捷键菜单，但也可以使用鼠标右键
来将其打开。若要执行此操作，请确保鼠标右键：  在“Logic Pro”>“偏好设置”>“通
用”>“编辑”面板中选取了“打开快捷键菜单”弹出式菜单项。

使用选择技巧
每当您想在一个或多个片段或事件（或其他要素，如调音台通道条）上执行操作
时，您都必须先将其选中。选定的元素、片段或事件以反转色图案显示，并且高亮
显示名称，或者以用户分配的选择颜色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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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窗口中选定的片段或事件在显示该片段或事件的所有其他窗口中也将被选中。
例如，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选定的音符事件在乐谱编辑器和事件列表中也同时被
选中。包含此选定事件的片段也将在编配区域中被选中。

更改带有键盘焦点的窗口并不影响选择（只要您不点按窗口的背景，因为这会取消
选择全部内容）。在窗口之间进行切换时，请务必点按窗口的标题栏。

提示： 进行选择时请不要忘了“缩放”功能，因为高缩放比例将使精确选择变得更加
简单。

选择单个元素
您可以使用指针工具进行点按以选择单个片段或事件（或其他元素，如调音台通道
条）。

可以点按窗口背景或选择另一个片段、事件或元素来取消选择。

“选择下一个片段/事件，或者将选取框末端设定到下一个瞬变”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右键头键）和“选择上一个片段/事件，或者将选取框末端设定到上一个瞬变”
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左箭头键）提供了一个快速的方法以在片段或事件中步进
（和分别选择）。

在编配区域中，按下任何字母键都将选择名称以所选字母开头的第一个片段（如在
Finder 中），只要该键未被分配任何键盘命令。

选择多个元素
您将经常需要选择多个片段、事件或其他要素，比如说要对其进行移动、处理或拷
贝时。

若要选择或取消选择窗口中的所有元素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编辑”>“全选”（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A）。

µ 选取“编辑”>“取消全选”（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Shift-Command-A）。

备注： 当选取框活跃时，使用此键盘命令取消选择所有当前选择，包括选取框。

若要选择窗口中的多个连续元素
µ 点按背景并拖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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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阴影区域）涉及或包含的所有元素将被选中。

若要选择窗口中的多个不连续元素
µ 按下 Shift 键并逐个点按。

选择后面的元素时，之前的选择部分将被保留。

进行水平选择
可以在多个编辑窗口中进行水平选择，从而可让您快速选择在一条通道上水平对齐
的所有元素。

备注： 当选取框所选内容活跃时，在选取框所选内容内的所有轨道上使用此键盘
命令来将选取框所选内容扩展到项目结束点。

若要在编配区域中选择轨道上的所有片段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点按轨道列表中的轨道名称。

µ 选取“编辑”>“选择所有后面的相同轨道”（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所选片段后面
的所有片段都将被选中。

若要选择 Hyper Editor 中的所有事件（指定事件定义的）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点按事件定义名称。

µ 选取“编辑”>“选定所有后面的相同轨道”（或使用“选定所有后面的相同轨道/音高”键
盘命令，默认分配：  Option-Shift-F）。所选事件之后的所有事件都将被选中。

若要选择钢琴卷帘编辑器中具有某一音高的所有音符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点按“钢琴卷帘窗”键盘上的相关按键。

µ 选取“编辑”>“选定所有后面的相同轨道”（或使用“选定所有后面的相同轨道/音高”键
盘命令，默认分配：  Option-Shif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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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 以上所涉及的选择技巧只针对“循环”模式打开时，“指示条”标尺所定义
循环区域中的片段或事件。

切换元素的选择状态
当您按住 Shift 键进行选择时（通过拖移或水平选择），元素的活跃选择状态将相
反。

您还可以反向选择所有元素的选择状态，方法是使用“编辑”>“反选”（或使用相应的
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Shift-I），您可以快速选择定位符以内的所有片段。

例如，如果您想要选择项目中除了几个特例之外的所有片段，您可以先选择您不希
望选择的片段，然后使用“反选”命令。

选择以下片段或事件
若要选择当前选定片段或事件之后的所有片段或事件（或者是，如果当前都未选
中，则选择播放头位置后的所有片段或事件），请选取“编辑”>“选定以下全部”（或
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Shift-F）。

备注： 当选取框所选内容活跃时，在选取框所选内容内的所有轨道上使用此键盘
命令来将选取框所选内容扩展到项目结束点。

若要将以下片段或事件添加到您的选择中
µ 使用“切换下一个片段/事件，或者将选取框开头设定到下一个瞬变”键盘命令（默认

分配：  Shift-右键头）。

若要将上一个片段或事件添加到您的选择中
µ 使用“切换上一个片段/事件，或者将选取框开头设定到上一个瞬变”键盘命令（默认

分配：  Shift-左箭头）。

选择定位符内的片段或事件
选取“编辑”>“选定定位符以内的”（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Shift-L）以
选择全部或部分处于定位符位置内的所有片段或事件。

备注： 当选取框活跃时，使用此键盘命令将选取框设定为与定位符匹配。

“编辑”>“取消选定定位符以外的”（或相应的键盘命令）将取消选定定位符以外的所
有片段或事件。定位符边界以内的片段或事件选择将不会改变。

备注： 当选取框活跃时，使用此键盘命令删除不位于定位器中的选取框部分。

选择特定片段和事件
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来选择符合特定条件或拥有特定特征的片段或事件。

• “编辑”>“选定空片段”： 用于选择所有空片段（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Shift-U）。

• “编辑”>“选定重叠的片段”： 用于选择所有重叠的片段或事件（或使用“选定重叠
的片段/事件”键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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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选定静音的片段”： 用于选择所有静音的片段或事件（或使用“选定静音
的片段/事件”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Shift-M）。

• “编辑”>“选定同等着色的片段”： 如果您已选择某种颜色的片段或事件，则可以
使用此命令来选择同一颜色的所有片段或事件（或使用“选定同等着色的片段/事
件”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Shift-C）。此选项在替换乐曲部分和其他组别编辑任
务时比较有用。

• “取消选定所有片段（选定轨道除外）”键盘命令： 取消选定当前选定轨道之外的
任何片段。此命令在用于其他特定选择命令之后特别有用，能将随后命令的效果
限制到录音轨道上。

选择相似或相同的对象、片段或事件
如果已选择了环境对象、片段或事件，则可以使用“编辑”>“选定相似的片段”功能来
选择所有相似的对象、片段或事件（或使用“选定相似的片段/事件”键盘命令，默认
分配：  Shift-S）。

您可以使用“编辑”>“选定同等片段”功能来选择所有相同的片段、事件或对象（或使
用“选定同等片段/事件”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Shift-E）。

表格列出了相似和相同（同等）对象的不同之处。

相同相似元素

• MIDI 片段：  相同内容和大
小

• 音频片段：  所有相同长度
和位置的片段

片段类型（音频或 MIDI）片段

控制器编号和数据位（控制
值）同等

控制器编号同等，任何数据位
（控制值）

控制器事件

音符和八度音程同等音符同等，任何八度音程音符事件

相同推子类型（如文本）相同对象类型（如推子）环境对象

选择具有相同 MIDI 通道的事件
选择事件后，您可以选择共享同一 MIDI 通道的所有其他事件，方法是使用“编辑”>“选
定同等通道”功能（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Shift-H）。

例如，假设您正在编辑一个 MIDI 片段，它包含 16 个 MIDI 通道的音量和声相控制
器信息。

若要选择通道 1 和 3 上的所有事件
1 按下 Shift 键选择通道 1 上的一个事件和通道 3 上的另一个事件。

2 选取“编辑”>“选定同等通道”（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Shift-H）。

这两个通道上的所有其他事件都将被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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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具有同等子位置的片段或事件
您可以选择具有某个相关位置的所有片段和事件，比如说弱拍上的所有小军鼓类。
在所需的相关位置选择片段或事件，并选取“编辑”>“选定同等子位置”（或使用相应
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Shift-P）。具有相同相对位置的所有片段或事件都将被选
中。

利用选择命令使编辑操作加速
根据不同的标准，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选择。结合键盘命令，它们可以用来使很
多编辑操作加速。这里举例说明：

如果您想要删除所有相似的片段、事件或对象，请进行选择，并使用“删除相似的
片段/事件”键盘命令。

相反，如果您想保留所有相似的片段、事件或对象，而删除所有其他的片段、事件
或对象，请使用“删除但保留相似的片段/事件”键盘命令。

可以使用“事件通道 +1”键盘命令或者“事件通道 -1”键盘命令来以 1 为变量改变所选
事件（或多个事件）的通道编号，使其易于被重新分配至另一个 MIDI 通道。

使用夹纸板
夹纸板是不可见的记忆区域，您可以将选定的信息（如片段或事件）拷贝至其中，
以便将其粘贴到其他位置。

夹纸板是通用的，这意味着它能用于在项目之间交换信息。

以下的所有选项在“编辑”菜单中都可以使用。

剪切
所有选定要素被从其当前位置移走，并放置到夹纸板中。夹纸板中任何现有内容在
此过程中将被覆盖（默认键盘命令分配：  Command-X）。

拷贝
所有选定要素的拷贝被放于夹纸板中。所选要素保留在原始位置。跟“剪切”一样，
夹纸板的内容将被覆盖（默认键盘命令分配：  Command-C）。

粘贴
夹纸板中的所有内容会被拷贝到键盘焦点窗口中。夹纸板内容在此过程中不被抹掉
（默认键盘命令分配：  Command-V）。

在原来的位置粘贴
此命令与“粘贴”工作原理相似，但是不管当前播放头位置（标准“粘贴”功能中片段
或事件所应处的位置）在哪，夹纸板中的片段或事件始终被粘贴至其原来被剪切时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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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贴替换
此功能仅在编配窗口和编辑器中有效。跟“粘贴”相似，但是给定位置的所有现有片
段或事件被粘贴的片段或事件所替换。

警告： 使用此功能时，夹纸板上片段或事件所覆盖时间乐段中的所有片段或事件
将被抹掉。

撤销和重做编辑操作
音乐制作过程中突然改变主意或者出现编辑错误都是不可避免的。幸运的是，通过
使用“撤销”命令您可以在 Logic Pro 中很容易地倒回编辑，从而返回以前的编辑操
作。

若要撤销上一步操作
µ 选取“编辑”>“撤销”（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Z）。

几乎所有的编辑，包括移动、删除、重新命名、参数更改、创建新事件、片段或通
道条等等都可以被撤销。

“Logic Pro”>“偏好设置”>“通用”>“编辑”面板中的“撤销步数”设置决定了可能撤销的最
大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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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打开“撤销历史记录”窗口
µ 选取“编辑”>“撤销历史记录”（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Option-Z）。

“撤销历史记录”窗口将显示所有可以被撤销的操作列表。最近的步骤（编辑操作），
也是第一个被撤销的，将被选中。

若要撤销或重做多个步骤
µ 点按任何条目，以撤销或重做被点按与高亮显示的条目之间的所有步骤。

若要撤销或重做一个单独的步骤
µ 按住 Command 键点按步骤。

这将撤销或重做一个单独的步骤，而不影响被点按与高亮显示的条目之间的所有步
骤。

若要抹掉“撤销历史记录”
µ 请选取“编辑”>“删除撤销历史记录”。

警告： 请小心使用此命令。一旦“撤销历史记录”被抹掉，所删除步骤的撤销或重
做操作将无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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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包含项目的音频片段和 MIDI 片段。本章提供有关在 Logic Pro 中创建和处理轨
道的各个方面的信息。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了解轨道和通道条 (第 190 页)

• 配置轨道头 (第 191 页)

• 回收轨道头使用的工作空间 (第 193 页)

• 创建轨道和通道条 (第 194 页)

• 仅创建轨道 (第 198 页)

• 在编配区域中删除轨道 (第 200 页)

• 在编配区域中选择轨道 (第 201 页)

• 在编配区域中重新编配轨道 (第 201 页)

• 在编配区域中给轨道命名 (第 202 页)

• 在编配区域中编配轨道 (第 204 页)

• 在编配区域中缩放轨道 (第 206 页)

• 在“轨道参数”框中分配轨道图标 (第 207 页)

• 在编配区域中使轨道静音 (第 208 页)

• 在编配区域中使轨道独奏 (第 209 页)

• 在编配区域中使轨道启用录音 (第 211 页)

• 在编配区域中使轨道冻结 (第 211 页)

• 在编配区域中隐藏轨道 (第 214 页)

• 在编配区域保护轨道 (第 215 页)

• 启用轨道按钮滑音 (第 216 页)

• 在编配区域中进行鼓替换/重叠 (第 216 页)

• 原位并轨片段和轨道 (第 2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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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轨道和通道条
轨道在编配区域的轨道列表中从上到下列出，并以通道形状横向延伸穿过编配区
域。

每个轨道被分配至调音台中的特定通道条。也就是说，轨道输出被发送至通道条。
如果轨道未被发送至通道条，您将无法听到轨道上的片段。

备注： 此规则对折叠夹轨道例外。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处理折叠夹。

一旦被分配至调音台中特定类型的通道条，轨道的操作将被限制为如下：

轨道用于分配至调音台轨道类型

回放、录制和自动化处理音频片段。音频通道条音频

回放、录制和自动化处理发送至软件乐器的
MIDI 数据。

乐器通道条乐器

回放、录制和自动化处理发送至外部 MIDI 设备
的 MIDI 数据。

MIDI 通道条MIDI

用作折叠夹片段的通道。折叠夹片段即其他片
段的容器，并不被分配至调音台通道条。

未分配折叠夹

正如您所见，每个轨道类型处理不同种类的数据，并且有特定用途。这是因为每个
轨道均发送至调音台中的特定通道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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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参数显示在检查器的“轨道参数”框中。

重要事项： 由于参数属于轨道所发送到的通道条（或对象），而不不是轨道本身，
因此如果改变“轨道参数”框中的参数，所有分配至该通道条的轨道都将受影响。

本章所描述的大多数功能同样适用于外部 MIDI、软件乐器和音频轨道。

除这些轨道类型外，还具有带专用功能的轨道，例如全局轨道。全局轨道位于线性
编辑窗口顶端，用于查看和编辑影响编配中所有轨道的全局事件（例如速度）。有
关这些轨道的信息，请参阅全局轨道。

配置轨道头
每个轨道的轨道头（显示在编配区域的轨道列表中）在轨道名称和图标旁显示若干
个按钮。默认情况下，包括所有轨道上的录音启用、静音和独奏按钮，同时音频轨
道也将显示输入监视按钮。

您可以使用快捷键菜单或“轨道头配置”对话框来显示或隐藏这些按钮以及其他轨道
头元素。

若要使用快捷键菜单配置轨道头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轨道列表中的任一轨道头，然后从快捷键菜单

中选取您想要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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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使用“轨道头配置”对话框配置轨道头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来打开“轨道头配置”对话框：

• 在编配区域，选取“视图”>“配置轨道头”（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轨道列表中的任一轨道头，然后从快捷键菜
单中选取“配置轨道头”。

2 在“轨道头配置”对话框中选择您想要的轨道头元素。

3 点按“完成”。

“轨道头配置”对话框提供以下元素：

• “控制表面条”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查看轨道头中的控制表面条。这些小节指
示已连接到系统的控制表面访问的轨道。可以在“设备参数”框中为每个控制表面
分配一种不同的颜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Logic Pro 控制表面支持》手册。

• “轨道编号/电平指示器”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显示轨道编号。回放期间，一
个小电平指示器将代替轨道编号。对于外部 MIDI 或软件乐器轨道，此指示表示
录制力度，变成红色则表示最大力度值。对于音频轨道，电平指示器表示输出电
平。

• “轨道图标”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在轨道头中显示或隐藏轨道图标。

• 允许大图标： 当您增大编配区域的垂直缩放时，选择此注记格以在轨道头中
显示大轨道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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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部分： 使用此部分中的弹出式菜单来确定在轨道头中显示的名称。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在编配区域中给轨道命名。

• 按钮部分： 选择要显示在轨道头中的按钮的注记格。

• “轨道颜色小节”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在每个轨道的右侧边缘显示一个细颜色
条。此颜色条为视觉辅助，可以帮助您跟踪在轨道中移动的片段。

回收轨道头使用的工作空间
显示所有按钮、图标和轨道名称等会在轨道头中显示大量信息。

若要查看所有信息，可以调整轨道列表大小。

若要调整轨道列表大小
1 将鼠标指针放在轨道列表和合成区域之间的分隔线上。

2 当鼠标指针变成调整大小指针时，将分隔线向右拖移（增大轨道列表区域）或向左
拖移（缩小轨道列表区域）。

增大轨道列表区域的不利方面是会减少在“编配”窗口和编辑器中的工作空间。

若要增加一点移动空间，您可以隐藏“编配”窗口和编辑器左侧的整个检查器区域，
为片段、事件和其他数据提供更多工作空间。

若要在“编配”窗口中隐藏或显示检查器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视图”>“检查器”（或使用“隐藏/显示检查器”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I）。

µ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检查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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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轨道和通道条
如果想要在 Logic Pro 中录制或回放 MIDI、软件乐器或音频数据，您必须先创建一
个轨道。调音台中自动创建相应的通道条。

如果调音台中已存在特定类型的通道条（例如音频通道条），新创建的轨道将分配
至这些相符的通道条。

重要事项： 某些轨道创建选项创建新通道条，而其他选项则不能。每个选项均针
对不同类型的任务。这些命令在应用程序的“轨道”菜单中由一条直线隔开。

若要进一步详细说明：

• 假设您在某个项目的编配区域中创建 8 个新的音频轨道，而该项目已在调音台中
建立了 24 个音频通道条。这些新音频轨道将被分配至调音台中的 1 至 8 号音频
通道条。随着项目的进行，您再创建 16 个音频轨道。这些轨道将被分配至调音
台中的 9 至 24 号音频通道条。

• 如果调音台中没有相符类型的通道条或数量不足，创建新轨道时系统将自动创建
相符通道条。例如，假如您还需要另外 8 个音频轨道才能完成项目，但所有 24
个调音台音频通道条都已用完。只需创建另外 8 个音频轨道，Logic Pro 将自动在
调音台中生成相应的音频通道条。这些轨道（25 到 32）将被自动分配至 25 到 32
号音频通道条。

自动创建相应通道条适用于所有轨道类型，最多可以创建最大容许数量的通道条。
音频和乐器通道条的数量限制是几百个，而 MIDI 通道条是几千个。但是在达到每
个通道条类型的数量限制之前，可能早已超出了电脑的处理能力。

提示： 由于可以通过创建轨道而简便快速地创建新通道条，因此在开始制作音乐
之前，您无需在调音台中创建几百个各种类型的通道条。

若要创建一个或多个新轨道（和通道条）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编配区域的窗内菜单栏中选取“轨道”>“新建”（或使用“新建轨道”键盘命令，默
认分配：  Option-Command-N）。

• 点按编配区域中轨道列表上方的“创建轨道”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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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新建轨道”对话框中，输入您想要创建的轨道数量，然后选取类型。

3 选择“打开资源库”注记格（如果还未选定），以在媒体区域中自动打开“资源库”标
签。这使您可以随即为选取的轨道类型选择设置。

4 点按“创建”。

系统将在当前选定的轨道位置创建新轨道，所有后接轨道（该轨道下方）将沿轨道
列表下移。

提示： 通过连按最后一个轨道的轨道头下方的空白区域，您可以快速创建能与“新
轨道”对话框中所选类型匹配的新轨道。

使用“新建轨道”对话框
“新建轨道”对话框中的选项不尽相同，具体取决于将生成的轨道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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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轨道
创建新的音频轨道时，您可以在“新建轨道”对话框中修改以下参数：

• “驱动程序”弹出式菜单： 此弹出式菜单可使您选择用于新建轨道的音频硬件驱动
程序。如果仅使用一种硬件回放设备，将不会出现此弹出式菜单。

• “格式”弹出式菜单： 在此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单声道”、“立体声”或“环绕声”，以创
建多个单声道、立体声或环绕声音轨道。

• “输入”弹出式菜单： 选取输入或输入配对。如果想要以一种可用环绕声格式进行
录制，请选取“环绕声”。

• “升序”注记格： 创建多个轨道时，选择此注记格以将这些输入按由低到高的顺序
分配至各个轨道。创建单个轨道时，此选项无效。如果创建的轨道数多于输入数
（例如，使用一个 4 输入设备时创建了 8 个轨道），轨道 1 和 5 将被分配至“输
入 1”，轨道 2 和 6 将被分配至“输入 2”，轨道 3 和 7 将被分配至“输入 3”，而轨道
4 和 8 将被分配至“输入 4”。

• “输出”弹出式菜单： 选取输出或输出配对。如果想要将输出设定为项目的环绕声
格式，请选取“环绕声”。

• “输入监视”和“录音启用”注记格： 选择这些注记格以打开轨道的输入监视和录音
启用按钮。如果要在创建轨道之后立即开始录音，这相当方便。

• “打开资源库”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在媒体区域自动打开“资源库”标签。这使
您可以随即为选取的轨道类型选择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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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乐器轨道
创建新的软件乐器轨道时，您可以在“新建轨道”对话框中修改以下参数：

• “多音色”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使用升序 MIDI 通道设置（从第一个轨道上的
MIDI 通道 1 开始，然后是第二个轨道上的 MIDI 通道 2，以此类推）最多创建 16
个轨道。

• 这些轨道独立于第一个轨道，而且具有单独自动化处理和拥有不同片段等特
点，但是所有轨道均与调音台中的同一乐器通道条关联（并通过该通道条发
送）。

• 因此，插入乐器通道条的软件乐器必须为多音色（能够播放不同 MIDI 通道上
的不同声音）时此选项才有效。包括的 Logic Pro 乐器均不属于多音色乐器。

• “输出”弹出式菜单： 选取输出或输出配对。如果想要将输出设定为项目的环绕声
格式，请选取“环绕声”。

外部 MIDI 轨道
如果已选取“外部 MIDI”，但是“新建轨道”对话框不提供附加选项，则以下内容适用：

• 系统将在环境中为第一个轨道创建新 MIDI 多乐器对象，而且该轨道将分配至 1
号子通道。

• 后续轨道将分配至此 MIDI 多乐器对象的子通道（最多 16 个）。

• 如果创建的外部 MIDI 轨道超过 16 个，则自动从 1、2、3 号（以此类推）通道开
始循环分配轨道。也可以将这些轨道重新自由分配至任何子通道。如果系统中有
多个可用 MIDI 端口，您可以将附加轨道（上述 16 个轨道之外）重新分配至第二
个 MIDI 多乐器对象。

• 对于每个 MIDI 多乐器对象的每个子通道，调音台中将自动为其生成一个通道条。

提示： 创建轨道后，您可以使用资源库或通过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
轨道列表，然后从“重新分配轨道”快捷键菜单中进行选择来快速将这些轨道重新分
配到任何 MIDI 多乐器对象的子通道。

有关设置外部 MIDI 声音模块和键盘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设置外部 MIDI 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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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通道条设置传输至新建轨道
您可以创建与所选轨道使用同一个通道条分配和设置的新轨道。这是一种在不复制
轨道数据的情况下，创建现有轨道和通道条复制品的快捷方法。

若要将通道条分配传输至新轨道
1 请选择源轨道（带有要复制的通道条和设置的轨道）。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编配区域的窗内菜单栏中选取“轨道”>“使用重复设置新建”（或使用“使用重复
设置新建轨道”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D）。

• 点按编配区域中轨道列表上方的复制轨道按钮。

Logic Pro 将在源轨道下方直接创建使用相同通道条分配和设置的新轨道。轨道上的
数据（如果有）未被复制。

如果想要拷贝轨道（包括轨道上的任何数据），但却不想拷贝通道条，请参阅拷贝
轨道和移动片段。

通过添加 Apple Loops 创建轨道
可以将 Apple Loops 从循环浏览器直接拖到空白编配区域来创建轨道。系统自动创
建轨道和相应通道条，并载入 Apple Loops 文件。有关添加 Apple Loops 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在循环浏览器中查找 Apple Loops。

通过添加音频文件创建轨道
可以将音频文件从媒体浏览器直接拖到空白编配区域来创建轨道。系统自动创建轨
道和相应通道条，并且将一个片段（音频文件的全长）添加至新建编配轨道。音频
文件（和相应片段）也自动添加到音频媒体夹。

仅创建轨道
本节讨论的命令和方法仅针对创建新轨道。当前（所选轨道）通道条被用作新轨道
的目标。

使用同一个通道条分配创建轨道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想创建一个轨道的多个副本，并且这些副本用于同一调音台
通道条。

例如，您不妨创建导向已载入架子鼓的软件乐器（例如 EXS24 mkII）的多个轨道。
每个轨道包含触发单个鼓声（脚鼓、小军鼓和踩镲等）的 MIDI 片段。每种声音拥
有独立的轨道可使您将套鼓中的声音单独静音或独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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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如果想要使用不同的效果单独处理架子鼓中的各种声音，请使用多输出版
本的 EXS24 mkII。

若要使用同一个通道条或乐器分配创建轨道
1 选定想拷贝的轨道。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轨道”>“使用同一个通道条/乐器新建”（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以在所选
轨道下方创建新轨道。

• 按住 Option 键点按编配区域中轨道列表上方的复制轨道按钮。

按住 Option 键点按此按钮时，此按钮执行“使用同一个通道条/乐器新建轨道”功
能。

• 使用“将轨道追加至轨道列表”键盘命令以在轨道列表底部创建新轨道。

使用下一个通道分配创建轨道
“轨道”>“使用下一个 MIDI 通道新建”命令（具有相应的键盘命令）可在所选轨道下
方创建新轨道，并为其分配下一个乐器或 MIDI 通道。如果当前选定的轨道通道的
MIDI 通道是 16，则重新使用第一个通道。

如果选择了音频轨道（或不提供 MIDI 通道参数的轨道，例如分配至辅助通道条的
轨道），该命令呈灰色。

使用下一个通道条/MIDI 通道创建轨道
“轨道”>“使用下一个通道条/乐器新建”命令（具有相应的键盘命令）可以创建新轨
道，或同时创建新轨道和新通道条。命令的操作取决于选定的轨道类型：

• 如果所选轨道是音频或软件乐器轨道，则该命令将在所选轨道下方创建新轨道，
并为其分配下一个通道条。如果没有下一个通道条，则会自动创建一个。

• 如果所选轨道为 MIDI 轨道，则该命令与“轨道”>“使用下一个 MIDI 通道新建”的功
能相同。创建一个新轨道，并将其分配到下一个 MIDI 通道。

拷贝轨道和移动片段
当纵向移动轨道（点按并拖移轨道编号）时按住 Option 键，以在目的位置创建轨
道副本。源轨道上的所有选定片段将被移动到新轨道。

备注： 如果在抓取轨道编号前按住 Option 键，将不会选择轨道上的其他片段。如
果没有在第一个位置选择片段，系统将在目的位置创建空轨道（分配至与原始轨道
相同的通道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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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循环”功能打开，循环内的所有片段都将从旧轨道移到新轨道。音乐结果不会
改变，因为通过拷贝新建轨道，因此其继承了源轨道的通道条输出设置。

也就是说，多个轨道仅使用一个通道条。这允许您将这些部分变成双轨道，使它们
更密集。也可以简化和加快软件或 MIDI 轨道的任务，例如创建同音合声（间隔一
个八度音程）。

若要进行此操作，请按住 Option 键并拖移目的轨道上的片段以复制/恢复源轨道上
的片段。

备注： 不管选择了哪个轨道，改变通道条电平（或其他参数）都将影响发送至该
通道条的所有轨道。

创建重叠片段轨道
“轨道”>“为重叠的片段新建”功能为全部或部分重叠片段创建新轨道。片段在新建轨
道中被重新分配。新建轨道数目与重叠数目相同。所有轨道与原始轨道使用同一个
通道条分配。

如上所述，所有轨道仅使用了一个通道条。

为所选片段创建轨道
“轨道”>“为所选片段新建轨道”功能将为轨道上的所选片段创建新轨道。所选片段将
被移到新轨道，并从来源轨道删除。所有新轨道与原始轨道使用同一个通道条分
配。

如果在几个轨道之间选择了多个片段时使用此命令，将为每个源轨道创建一个新轨
道。例如：

• 轨道 a 上选定了 2 个片段，轨道 b 上选定了 1 个片段，轨道 c 上选定了 4 个片
段。

• 使用该命令后，轨道 a 上的 2 个片段将移到新建轨道 a 拷贝上，轨道 b 上的片段
将移到 b 拷贝，而轨道 c 上的 4 个片段将移到 c 拷贝。

• 如果想要给这两个轨道 a 片段（现位于轨道 a 拷贝上）创建单个轨道，只需选定
a 拷贝轨道（将自动选定此轨道上的所有片段），并重复该命令。

在编配区域中删除轨道
如果删除了一个轨道，分配至该轨道的通道条也随即被删除，并从调音台中去掉
（除非已分配至其他正在使用的轨道）。

若要删除轨道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择轨道，然后选取“轨道”>“删除”（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提示： 如果编配区域中未选择任何片段，可以通过按下 Delete 键删除所选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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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抓取轨道，然后通过拖到左侧将其从轨道列表中删除。

若要删除不包含片段的所有轨道
µ 在编配区域，选取“轨道”>“删除未使用的”（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在编配区域中选择轨道
可以在轨道列表中点按轨道名称或图标来选择它。

此操作会选择轨道上的所有片段（或者“循环”模式打开时，将选择所定义循环内的
片段）。

提示： 如果您按住 Option 键点按轨道，将选定该轨道，并且不影响（在所选或其
他轨道上）现有片段选择。

也可以使用以下两个键盘命令来在轨道列表中选定所选轨道上方或下方的轨道。

• 选定下一个轨道

• 选定上一个轨道

在编配区域中重新编配轨道
您不妨改变轨道列表中的轨道位置，以直观分组相关轨道（例如，弦乐部分或打击
乐声部）。

若要移动轨道列表中的轨道
µ 将鼠标指针移到轨道编号上方。当鼠标指针变成手形指针时，点按轨道编号，然后

在轨道列表中向上或向下拖移该编号。到达新位置时，松开鼠标键。

后面的轨道（如果有）将在列表中向下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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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在“轨道”>“轨道排序方式”菜单中选取以下一个选项来排序轨道：

• MIDI 通道

• 音频通道

• 输出通道

• 乐器名称

• 轨道名称

在编配区域中给轨道命名
您可以在“轨道头配置”对话框中确定在轨道头中显示哪些轨道名称。

若要选取您想要查看的轨道名称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来打开“轨道头配置”对话框：

• 在编配区域，选取“视图”>“配置轨道头”（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轨道列表中的任一轨道头，然后从快捷键菜
单中选取“配置轨道头”。

2 在第一个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所需轨道名称选项。

• 自动名称:  此选项（默认）根据以下操作和顺序来智能命名轨道：

• 如果手动输入轨道名称，则显示该轨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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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载入了通道条设置或软件乐器，则显示通道条设置或软件乐器名称。

• 如果未执行上述操作，则显示通道条名称。

• 轨道名称：  此选项可使您在轨道列表中手动输入轨道名称。

• 通道条设置名称

• 软件乐器设置名称

• 通道条名称

• 通道条类型和编号

3 如果您想要在轨道头中显示两个轨道名称，请选择“允许两个和声”注记格，然后从
第二个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名称选项。

如果显示两个用分隔线分隔的名称，则第一个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的选项始终显示在
左侧。

您可以通过拖移轨道列表顶部的标记来移动此分隔线。

若要创建轨道名称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请选取“轨道”>“创建轨道名称”，然后在出现的文本输入栏中输入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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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连按轨道列表中的轨道名称，然后在出现的文本输入栏中输入名称。

提示： 当您想要在某行创建多个轨道名称时，请使用轨道列表中的 Tab 键。在文
本输入栏中输入文本之后，您可以按下 Tab 键，以确认当前编辑，并激活下一个轨
道以进行编辑。使用 Shift-Tab 可确认当前编辑，并激活上一个轨道以进行编辑。

µ 连按检查器中“轨道参数”框的顶行，然后在出现的文本输入栏中输入名称。

通道条名称位置上将显示新轨道名称，并且此名称将被用作新录制片段的默认名
称。

若要删除轨道名称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轨道”>“删除轨道名称”。

µ 连按轨道名称以打开轨道名称输入框，然后按下 Delete 键。

轨道（乐器或音频）通道条名称将作为在轨道列表中默认显示的名称（也用于新录
制的片段）。

重要事项： 必须在“轨道头配置”对话框中选择“自动名称”，才能启用此功能。

在编配区域中编配轨道
一般来说，您想录制或回放新片段时要创建新轨道。调音台中自动创建相应的通道
条。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想要将现有轨道重新分配至其他通道条，例如，将软件
乐器轨道的输出重新分配至另一个乐器通道条。轨道上的 MIDI 片段将通过第二个
通道条上插入的软件乐器插件进行回放。

若要将轨道重新分配至专用通道条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轨道图标或名称，然后在“重新分配轨道”层次

快捷键菜单中选取轨道目的位置。

• 如果您想要使用轨道进行音频片段录制或回放，请选取“调音台”>“音频”通道条作
为轨道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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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想要使用轨道进行 MIDI 片段录制或回放（通过软件乐器），请选取“调音
台”>“软件乐器”通道条作为轨道目的位置。

• 如果您想要使用轨道进行 MIDI 片段录制或回放（通过 MIDI 声音发生器），请选
取“MIDI 乐器”。>“模型”/“乐器”名称通道条以实现对轨道的操作目的。

若要全局重新分配共享同一个通道条目的位置的多个轨道
µ 重新分配轨道通道条时按住 Option 键，然后通过点按“重新分配所有轨道”按钮确认

对话框。

新建轨道目的（重新分配的通道条）将用于当前项目（包括折叠夹中的轨道）中共
享原始轨道目的的各个轨道。例如：

• 轨道 1 至 4 将被重新分配至乐器通道条 6。

• 您可以使用 Option 键，以将这些轨道之一重新分配至乐器通道条 15。

• 轨道 1 至 4 将被重新分配至乐器通道条 15。

将轨道分配至环境对象
严格来说，由于您可以将任何环境对象分配为轨道目的，因此轨道并不需要被发送
至乐器或音频通道条。例如，轨道数据可被发送到推子对象，或直接发送到 MIDI
端口。

环境对象是单个数据处理元素的软件描述。环境对象示例包括自动琶音器、旋钮、
推子、和弦存储器及通道分离器等。这些单个对象可以使用虚拟电缆连接。连接多
个对象的最终结果是实时处理和操作 MIDI（和一些音频）数据。这可以简单到就
像使用推子控制已连接的 MIDI 合成器的音量一样，也可以复杂到就像使用环境中
以“虚拟机器”形式存在的韵律发生器或步长音序器一样。如果需要，可以随时调用
此服务。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环境中操作。

显而易见，MIDI 声音模块无法识别音频信号，因此将包含音频片段的轨道发送至
乐器通道条没有任何意义，反之亦然。

将轨道分配至专用目的位置
除一般通道条外，还有其他两个可能的轨道输出目的：

• 没有输出： 分配为“没有输出”的轨道将不发送任何数据。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想
要储存不想从 Logic Pro 发送的数据（例如 SysEx），此操作非常有用。

• 折叠夹： 在想让轨道播放折叠夹片段时使用此设置。（请参阅处理折叠夹。）
设置为折叠夹回放的轨道上不会播放一般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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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配区域中缩放轨道
缩放编配区域中的轨道可以分别与用于窗口的全局缩放控制（和波形缩放滑块）一
起缩放，或和这些控制（和波形缩放滑块）分开缩放。轨道有一个默认缩放设置，
第一次打开窗口时自动选取该设置。该设置使文字和片段的可见性与编配区域的工
作空间得到了良好的协调。

若要放大或缩小轨道
1 将鼠标指针移到轨道左下角。

鼠标指针将变成食指图标。

2 点按并拖移以放大或缩小轨道。

按住鼠标键时，与整体窗口缩放水平进行对比的单个轨道缩放系数将显示在帮助标
记中。

提示： 进行缩放时按下 Command 键就可以同时缩放项目中的所有 MIDI 或音频轨
道。缩放轨道时按下 Shift 键可以将所有轨道还原为默认缩放设置。

自动缩放所选轨道
您可以使用“视图”>“自动轨道缩放”设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ntrol-Z）自动放大当前所选轨道。使用上述技巧设定轨道的所需缩放水平。
所有后续选定轨道都将自动缩放至此水平。

使用键盘命令缩放轨道
您可以分配和使用以下键盘命令来缩放轨道：

• “单轨放大”和“单轨缩小”： 以 1 为步长增加或减小所选轨道的“单轨缩放”系数。

• 开关单轨缩放： 在所选轨道的缩放水平和窗口缩放水平之间切换所选轨道。此
选项在放大轨道以编辑其自动化数据时非常有用。编辑后，使用开关单轨缩放键
盘命令返回至原始缩放水平。

• 还原单轨缩放： 将所选轨道还原至窗口缩放水平。

• 还原所有轨道的单轨缩放： 将所有已缩放的轨道还原至窗口缩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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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轨道参数”框中分配轨道图标
Logic Pro 提供了高精度且可缩放的（128 x 128 像素以下）用户可定义轨道图标。

若要给轨道分配图标
µ 点按“轨道参数”框中的现有轨道图标，并从网格中选取所需图标。

您可以为轨道创建自己的图标。用户创建的图标将存储在以下文件夹中：  ~/资源
库/Application Support/Logic/Images/Icons。

这些图标必须拥有以下属性：

• 大小为 128 x 128 像素

• 一个透明度的 Alpha 通道

• 必须是以便携网络图形格式格式（带有 .png 后缀）存储

• 文件名称必须是以 3 位数编号开头

备注： 如果此编号与其中一个内建 Logic Pro 图标的编号相同，则优先使用用户文
件夹中的图标。

您也可以选择直接替换内建 Logic Pro 图标，这些图标位于 Logic Pro 软件包的
“/Contents/Resources/Images”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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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打开 Logic Pro 软件包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Finder 中的 Logic Pro 图标，然后从快捷键菜单

中选取“显示包内容”。

在编配区域中使轨道静音
可以使用轨道的静音按钮来停止播放。使用“轨道头配置”对话框来显示或隐藏轨道
静音按钮。

通过使用轨道头或相应通道条（编配或调音台）中的相应“M”按钮，轨道和通道条
的静音状态可以相互独立。

这些按钮的作用取决于在 Logic Pro >“偏好设置”>“音频”>“通用”面板中的“轨道静音/
独奏”设置：

• 快（远端通道条）： 点按通道条的静音按钮将切换关联轨道按钮的状态，反之
亦然。

• CPU 节耗（响应较慢）： 选取此选项以节省处理资源，并使轨道静音按钮独立
于相应通道条。

备注： 发送至同一通道条的多个轨道的静音状态相互联系：  使通道条静音可使所
有关联轨道静音。

隐藏静音按钮时使轨道静音
如果静音按钮被隐藏以节省空间，您仍然可以使轨道编号左侧的轨道静音。

若要在隐藏静音轨道时使轨道静音
µ 将鼠标指针放在轨道编号旁边轨道列表的左侧边缘，然后在鼠标指针变为手形时进

行点按。

项目编号左侧的项目符号表示轨道已静音。再次点按可取消静音状态。

您也可以使用“开关轨道静音”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M）来使轨道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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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配区域中使多个轨道静音
您可以使多个轨道同时静音。

若要使多个轨道静音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按住 Command 键，同时点按轨道静音按钮。

所有符合被点按按钮的状态（静音或取消静音）的轨道静音按钮也会被切换。例
如，如果您点按取消静音的轨道静音按钮，则轨道和所有其他取消静音的轨道都将
被静音。

µ 点按并按住轨道静音按钮，然后向上或向下拖移鼠标指针。

鼠标指针扫过的所有轨道的静音按钮都将切换为相同状态。

也可以使用“开关文件夹的所有轨道的轨道静音”键盘命令。

使具有相同通道条目的位置的多个轨道静音
您可以使具有相同通道条目的位置的多个轨道静音。

若要使具有相同通道条目的位置的多个轨道静音
µ 按住 Command 键和 Option 键，同时点按轨道静音按钮。

分配至同一轨道条目的位置的所有轨道（包括折叠夹中的轨道）都将被静音。

也可以使用“开关项目中使用同一个乐器的所有轨道的轨道静音”键盘命令。

识别静音轨道上静音后的片段和取消静音的片段
以下将帮助您区分静音轨道上的静音后的片段和取消静音的片段：

• 片段名称前面有一个圆点，表示片段静音，音频或 MIDI 数据部分显示为灰色。

• 取消静音的片段被灰色框所环绕（片段名称前面没有圆点）。

在编配区域中使轨道独奏
MIDI 和音频轨道（和文件夹）都提供轨道独奏按钮。轨道独奏，在播放时隔离该
轨道，并使所有其他轨道静音。使用“轨道头配置”对话框来显示或隐藏轨道独奏按
钮。

在实际音乐情境中，如果能单独聆听多个轨道（例如低音和鼓声部），则可以更易
于调整以适合其他音乐声部，这一点将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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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轨道独奏”和“通道条独奏”按钮
通过使用轨道头或相应通道条（编配或调音台）中的各自“S”按钮，轨道和通道条
的“独奏”状态可以相互独立。

这些按钮的作用取决于在 Logic Pro >“偏好设置”>“音频”>“通用”面板中的“轨道静音/
独奏”设置：

• 快（远端通道条）： 点按通道条的独奏按钮切换关联轨道按钮的状态，反之亦
然。

• CPU 节耗（响应较慢）： 选取此选项以节省处理资源，并使轨道独奏按钮独立
于相应通道条。

备注： 发送至同一通道条的多个轨道的独奏状态相互联系：  使通道条独奏可使所
有关联轨道独奏。

在 CPU 节耗模式下使轨道独奏
如果“轨道静音/独奏”偏好设置设定为“CPU 节耗（响应较慢）”，激活任何轨道独奏
按钮将启用“独奏锁定”模式，并将该轨道上的所有片段添加到独奏锁定组中。“独奏
锁定”模式将锁定所有选定的片段的独奏状态。有关完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将片
段设为独奏。走带控制独奏按钮变为黄色，并显示挂锁图标，表示处于“独奏锁定”
模式。

停用轨道独奏按钮将去掉“独奏锁定”组中轨道的所有片段，并且如果没有其他轨道
的独奏按钮处于活跃状态，则停用“独奏锁定”。

停用走带控制条上的全局“独奏”（锁定）按钮，会将所有单个轨道的独奏按钮设定
到“关”位置。

在隐藏“轨道独奏”按钮时独奏
如果“轨道独奏”按钮被隐藏以节省空间，您仍然可以使用“走带控制”指示条上的“独
奏”按钮使轨道独奏。

若要在隐藏轨道独奏按钮时使轨道独奏
µ 点按走带控制条上的独奏按钮，然后点按轨道。

在编配区域中使多个轨道独奏
您可以使多个轨道同时独奏。

若要使多个轨道独奏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点按并按住轨道独奏按钮，然后向上或向下拖移鼠标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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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指针扫过的所有轨道的独奏按钮将切换为相同状态。

µ 按住 Shift 键，同时激活走带控制独奏按钮，然后点按所需的轨道名称。

在编配区域中使轨道启用录音
可以使用轨道的录音启用按钮来使轨道进行录音准备。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Logic Pro 中录音。

在编配区域中使轨道冻结
“冻结”功能可以节约软件乐器和效果插件计算所需的近 100% 的 CPU 处理能力。您
可以单独冻结音频或软件乐器轨道，除非您正在处理多输出乐器（例如，
Ultrabeat）。在此情况下，“冻结”功能不可用。

了解冻结功能
在内部，“冻结”针对各个“被冻结”的轨道执行单个离线并轨进程。轨道的所有插件
（包括软件乐器插件及所有相关的自动化数据，如果适用）将被渲染到一个冻结文
件中。

只要遵循冻结进程冻结轨道，冻结文件将代替原始轨道（和其极占 CPU 的插件）
进行回放。原始轨道和插件将暂时停用，而且不使用任何 CPU 资源。

提示： “冻结”功能也可以与 DSP 硬件（例如 PowerCore、LiquidMix、Duende 和 UAD
设备）配合使用。这种兼容性使您可以将 Logic Pro 乐器和效果与 DSP 硬件提供的
乐器和效果结合在一起，即使这超出了电脑或 DSP 硬件或两者的处理能力。

“冻结”功能始终并轨完整通道信号。如果在编配区域中将多个轨道用于同一音频或
乐器通道，则该通道的所有（子）轨道将被冻结，而且不能独立编辑。也就是说，
冻结的是通道条，而不是轨道。

了解何时冻结轨道
在实际情况中，“冻结”可使您：

• 在附加音频或乐器轨道中使用附加效果插件或软件乐器（通常无法实现此类操
作，因为超出了电脑 CPU 的处理极限）。

• 使用更强 CPU 能力回放电脑上创建的项目。

“冻结”专为避开 CPU 密集型进程而设计，这些进程的概述如下（按要求从高到低排
列）：

• 声部体系结构复杂的软件乐器

• 结构复杂的插件（混响、滤波器库或基于 FFT 的特效）

• 声部体系结构简单的软件乐器

• 带有活跃滤波器的软件采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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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有不活跃滤波器的软件采样器

• 结构简单的插件

如果您的电脑能够实时计算所有活跃进程，则无需冻结轨道。

当系统处理能力不足，且一个或多个带有 CPU 占用率高的软件乐器或效果插件的
现有轨道处于最终状态时，或至少看起来不需要其他更改操作时（换言之，“接近
最终”混音状态），建议使用“冻结”功能。

冻结轨道后，其 CPU 使用率将减少为一个未插入效果插件的高精度音频回放轨道
的使用率，与原来在轨道上使用插件的数量或处理要求无关。

冻结轨道
冻结轨道的方法非常简单：使用轨道头中的冻结按钮和检查器的“轨道参数”框中的
“冻结”模式参数。

若要冻结轨道
1 点按轨道头中的冻结按钮。

备注： 如果看不到冻结按钮，则可以使用“轨道头配置”对话框来显示它。

2 在检查器的“轨道参数”框中选取所需的“停止响应模式”参数。

• 仅来源： 冻结轨道信号，再将其发送至第一个效果插件。选取此模式将使冻结
按钮变为蓝色。

备注： 使用 CPU 占用率高的软件乐器或伸缩模式时，此停止响应模式十分有用。

• 推子前： 冻结包括所有效果插件的轨道信号。选取此模式将使冻结按钮变为绿
色。

Logic Pro 将在接收到下一个“播放”命令后创建冻结文件。此操作可使您启用多个轨
道的“冻结”按钮，并一次性渲染其冻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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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可以通过按下 Command-Period 键来中止冻结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已渲染
的轨道冻结部分将保留在冻结文件中，并用于回放。此部分后的冻结轨道将保持静
音。

若要更改多个轨道的冻结状态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点按并按住某个轨道的冻结按钮，并向上或向下拖移鼠标指针。

鼠标指针扫过的所有轨道的冻结按钮将切换为相同状态。

了解冻结进程
在冻结进程中，播放头跟随当前渲染位置。并显示一个浮动进度指示条窗口。

冻结文件始终在项目开始与结束标记之间渲染。建议您在开始冻结进程前，先检查
小节标尺上的项目结束标记。

提示： 您应调整项目的结束标记以包括反馈相关的延迟重复或混响尾音。冻结文
件结束位置的空白区域（数字 0）将在“冻结”进程结束后自动去掉。

冻结进程将使用 CPU 的全部可用处理能力。例如，如果轨道将 CPU 处理能力的 40%
用于实时插件计算，则将以实时回放 2.5 倍的速度创建其冻结文件。如果原始轨道
使用 CPU 的全部处理能力，则（几乎）实时进行冻结进程，即使使用了离线并轨。

处理被冻结轨道
轨道被冻结后：

• 无法以任何方式剪切和重新编配冻结文件，也无法在单个轨道上将冻结文件与其
原始文件混合在一起（您可以使用冻结文件或原始文件，但不能同时使用冻结文
件和原始文件）。

• 无法在被冻结的轨道上录制音频。事实上，轨道被冻结后，录音启用按钮将被隐
藏。

• 您不能编辑任何乐器或插件参数（或相关的自动化数据）。

您可以编辑冻结轨道的以下参数：

• 效果发送电平和目的

• 声相和环绕声参数

• 音量、静音和独奏

您还可以编辑这些参数的自动化数据。

当您尝试编辑冻结轨道的被禁止参数（例如渲染至冻结文件的插件参数）时，
Logic Pro 将询问您是否要解冻轨道。

若要解冻和编辑轨道
µ 点按“解冻”以停用轨道的“冻结”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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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文件将被删除。

备注： 如果点按“播放”，轨道将使用其原来所需的 CPU 处理能力。

现在您可以执行编辑操作并再次启用“冻结”按钮（如果需要）。

处理冻结文件
临时冻结文件存储在在项目文件夹根目录中创建的名为“Freeze Files”的文件夹中。
您通常无需直接访问这些冻结文件。

Logic Pro 将在后台自动管理这些冻结文件。冻结文件在“冻结”进程中创建，并代替
原始轨道进行回放（只要这些轨道被冻结），而且只要关闭相应轨道的“冻结”按
钮，就随即删除这些文件。

刷新冻结文件
“选项”>“音频”>“刷新所有冻结文件”命令将刷新当前冻结文件。在进行影响被冻结
轨道回放的全局更改（例如速度更改）时，此操作非常必要。

在编配区域中隐藏轨道
如果编配区域中有不需要显示的轨道，可以使用“隐藏轨道”功能将其隐藏。例如，
当您进行非常大的编配项目时，这会很有用。隐藏的轨道照常进行回放。

编配区域左上角有一个全局“隐藏视图”按钮 (H)，就在“跟随”按钮右侧。

若要隐藏轨道
1 点按编配区域左上角的“隐藏视图”按钮，以激活“隐藏轨道”功能。

每个轨道上将出现“隐藏”(H) 小按钮。

2 点按您想要隐藏的轨道上的“隐藏”按钮。

3 点按全局“隐藏视图”按钮，所有轨道（其“隐藏”按钮已被激活）都将从“编配”窗口中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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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隐藏视图”按钮中的“H”将高亮显示，表示一个或多个轨道（带活跃的“隐藏”按
钮）已被隐藏。

若要显示隐藏的轨道
µ 如果您想再次看到被隐藏轨道，只需重新激活“隐藏视图”按钮。

“隐藏轨道”功能还有几个相关的菜单功能和键盘命令。

即使取消激活全局“隐藏视图”按钮，也可以使用“视图”>“隐藏当前轨道”和“选定下一
个轨道”命令来隐藏单个轨道（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H）。

“视图”>“取消隐藏所有轨道”命令（或相应的键盘命令）将还原每个通道上的“隐藏”
按钮，使其全部可见。

备注： 隐藏轨道并不以任何方式影响回放。您也可以通过在“组属性设置”中选择
“隐藏”以链接属于组的所有轨道的“隐藏”功能。（有关组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处理
调音台组。）请记住，没有“取消隐藏选定编配轨道”键盘命令，因为不能选择被隐
藏的编配轨道。

在编配区域保护轨道
轨道可以受到保护，以防止被更改。当轨道受到保护时：

• 不能更改现有片段（及其内容）。

• 不能录音。

• 不能创建新片段。

如果在轨道列表中看不到“轨道保护”按钮，可以使用“轨道头配置”对话框来显示它。

点按“轨道保护”按钮将在锁定与解锁模式之间切换。

按住 Command 键点按轨道列表中的“轨道保护”按钮将保护当前所选显示级别（或
折叠夹）中的所有轨道。如果轨道已受保护，则将取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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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轨道按钮滑音
编配轨道上的轨道按钮（独奏、静音、隐藏、轨道保护、冻结）支持滑音启用，这
与在性能良好的硬件混音控制台上使用手指滑过几个通道条按钮类似。

作为 Logic Pro 中滑动激活的使用示例，点按并按住一个轨道的静音按钮，然后向
上或向下拖移鼠标指针。鼠标指针扫过的所有轨道的静音按钮都将切换为相同状
态。

只需从相同轨道的静音按钮上拖移过鼠标即可撤消“静音”操作。

在编配区域中进行鼓替换/重叠
Logic Pro 提供磁鼓更换或重叠功能，这可让您更改音频轨道上的鼓声，而不必录制
整个轨道。您可以使用包含已录制的单个鼓信号的音频轨道来创建具有匹配 MIDI
触发器音符的软件乐器轨道，该轨道之后会由 EXS24 播放。

若要替换或叠加已录制的鼓信号
1 选择您想要修改的轨道。

2 选取“轨道”>“鼓替换/重叠”（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编配”窗口将出现以下变化：

• 分析选定的音频轨道上的所有文件是否存在瞬变（如果之前未进行分析）。检测
到的瞬变将显示为黄线。所选轨道将沿垂直方向进行缩放。

• 系统将在所选音频轨道下方创建软件乐器轨道，并将 EXS24 插入到“乐器”插槽中。

• “资源库”标签将在媒体区域中打开，且焦点会设定为 EXS24，这可让您选取最符
合项目的声音。

• 在软件乐器轨道上将创建包含基于检测到的瞬变的触发器音符的 MIDI 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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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打开一个包含参数的对话框。

3 根据需要，设定以下参数：

• “乐器”弹出式菜单： 选取您想要处理的乐器：  脚鼓、小军鼓、嗵嗵鼓或其他乐
器。

• 模式按钮： 在以下两种模式中进行选取。

• 替换部分： 新声音将替换原来的声音，并且原始轨道上的所有片段均被静音。

• 重叠： 新声音会被添加到原来的声音中，而不会使原来的声音静音。

• “相对门限值”滑块： 定义生成瞬变的门限值。生成的触发器音符用于处理大于指
定值的瞬变。

• “试听”按钮： 点按此按钮，以从当前播放头位置开始独奏回放这两个轨道。您不
妨为需要特别注意磁鼓更换的项目部分设定播放头或激活循环区域。再次点按此
按钮停止回放，将播放头返回到先前的播放位置，并删除两个轨道的独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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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发器音符”弹出式菜单： 设定在软件乐器上创建的触发器音符的音高。默认设
置“自动”将触发器音符设定为以下内容：

• 脚鼓 = C1 (36)

• 小军鼓 = D1 (38)

• 嗵嗵鼓 = A1 (45)

• 其他 = C3 (60)，并且“自动”菜单项显示为灰色

备注： 对触发器音符的任何更改都不会改变乐器设置。但是，对乐器设置（自
动或 C3 (60)）的任何更改都会改变触发器音符。

• “时序偏移”滑块： 将触发器音符的位置移到较早的时间（负值将其移到左侧）或
较晚的时间（正值将其移到右侧）。通常，该值应被设定为 0.0 毫秒（正好将
MIDI 触发器音符放在瞬变时间位置），但是当使用自己的或第三方乐器时，可能
需要调整该值。

• “设定平均起音时间”按钮： 设定源音频轨道上所有片段的平均分段位置偏移。

4 点按“好”以确认此操作。

点按“好”会还原原始音频轨道的垂直缩放，使其片段静音（如果选择了“替换部分”
选项），并取消选择该轨道。系统将在软件乐器轨道上为 EXS24 创建 MIDI 触发器
音符，并选定该轨道。

5 点按“取消”按钮以取消此操作。

原位并轨片段和轨道
Logic Pro 中可以执行两种不同类型的“原位”并轨：  基于片段的并轨和基于轨道的并
轨。这可让您并轨选定的素材，并将结果放在其在编配时间线中的原始位置（换句
话说，就是原位）。

使用“原位并轨”，您只能处理音频或软件乐器轨道，或这些轨道上的片段。不能对
发送到 MIDI 通道条的片段执行原位并轨。

进行原位并轨时，并轨的音频文件格式（采样速率和精度）将由音频录制设置确
定，并会在当前录音折叠夹中创建并轨文件。

“原位并轨”功能乍一看与“冻结”功能相似。请参阅在编配区域中使轨道冻结。为了
说明哪种功能最适合哪种情况，下面进行简单对比：

• 这两种功能都通过渲染轨道的所有效果（或乐器）插件来节省 CPU 处理能力。

• “原位并轨”功能可让您轻松访问（和编辑）已并轨的音频文件。

• 而“冻结”功能可让您返回到原始的 MIDI 编程（或音频片段）和自动化数据。

• “冻结”（32 位浮点）可防止音量削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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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位并轨片段
您可以将音频或软件乐器轨道上的一个或多个选定的片段渲染到新的音频文件中，
包括所有活跃插件和自动化数据。

若要原位并轨片段
1 选择音频或软件乐器轨道上的一个或多个片段。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片段”>“原位并轨片段”(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所选片段，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原位并
轨片段”。

此时，会出现“原位并轨片段”对话框。

3 根据需要定义以下参数。

• “名称”栏： 在文本栏中定义并轨文件的名称。名称默认为第一个选定片段的片段
名称，结尾添加了扩展名 _bip。

• 目的位置按钮： 定义放置并轨文件的轨道。有两种选项。

• 新轨道： 在所选轨道下方创建新音频轨道，并将并轨文件放在该轨道上。

• 选定的轨道： 将并轨文件放在选定的轨道上。

• 来源按钮： 定义并轨后源片段会发生什么变化。有三种选项。

• 保留： 处理并轨文件之后，使源片段保持不变。

• 静音： 处理并轨文件之后，使源片段静音。

• 删除： 处理并轨文件之后，删除原始轨道上的源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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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乐器多个输出”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在并轨过程中包括带有软件乐器
多输出信号的辅助通道条。否则，只会并轨带有选定片段的轨道的通道条。

• “忽略效果插件”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在并轨过程中停用源轨道上的所有插
件。

• “将效果结尾添加到文件”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在并轨范围结束之后（循环
或第一个选定片段的结尾）继续执行并轨过程，直到没有任何信号。否则，只会
并轨“并轨范围”。

• “将效果结尾添加到片段”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在并轨片段中包括整个并轨文
件。否则，并轨片段只包括并轨范围。

• “包括音量/声相自动”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在并轨过程中执行音量和声相
自动，其结果会影响并轨文件。否则，只会拷贝音量和声相自动，而不会执行它
们。

• “正常化”弹出式菜单： 在正常化的三种状态之间选取。

• 关： 关闭正常化。

• 仅过载保护： 如果出现过载（电平在 0 dB 之上，会导致削波），允许向下正
常化，但是如果电平较低，则不允许正常化。

• 开： 允许完整双向正常化。

• “恢复默认”按钮： 点按此按钮，以将此对话框中的所有参数还原为它们的默认设
置。

4 点按“好”以触发所选片段的原位并轨。

备注： 点按“好”后，以上选取的设置将储存在偏好设置中，当您下次访问“原位并
轨片段”功能时，可恢复此设置。

原位并轨轨道
您可以将音频或软件乐器轨道上的一个或多个选定的片段渲染到新的音频文件中，
包括所有活跃插件和自动化数据。

若要原位并轨轨道
1 选择相关音频或软件乐器轨道。

2 选取“轨道”>“原位并轨轨道”（或使用“原位并轨轨道”键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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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会出现“原位并轨轨道”对话框。

3 根据需要定义以下参数。

• “名称”栏： 在文本栏中定义并轨文件的名称。名称默认为第一个选定片段的片段
名称，结尾添加了扩展名 _bip。

• 目的位置按钮： 定义放置并轨文件的轨道。有两种选项。

• 新轨道： 在所选轨道下方创建新音频轨道，并将并轨文件放在该轨道上。

• 替换轨道： 替换现有轨道，并将并轨文件放在替换轨道上。

• “包括乐器多个输出”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在并轨过程中包括带有软件乐器
多输出信号的辅助通道条。否则，只会并轨带有选定片段的轨道的通道条。

• “作为附加轨道”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来为每个带有所选多输出软件乐器的任
何多输出的辅助创建附加并轨文件，以作为输入源。

• “忽略效果插件”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在并轨过程中停用源轨道上的所有插
件。

• “包括音量/声相自动”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在并轨过程中执行音量和声相
自动，其结果会影响并轨文件。否则，只会拷贝音量和声相自动，而不会执行它
们。

• “正常化”弹出式菜单： 在正常化的三种状态之间选取。

• 关： 关闭正常化。

• 仅过载保护： 如果出现过载（电平在 0 dB 之上，会导致削波），允许向下正
常化，但是如果电平较低，则不允许正常化。

• 开： 允许完整双向正常化。

• “恢复默认”按钮： 点按此按钮，以将此对话框中的所有参数还原为它们的默认设
置。

4 点按“好”以触发所选轨道的原位并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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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在原位并轨之后，原始轨道内容（所有片段和自动化数据，除了音量、声
相和发送以外）将会丢失，而原始乐器或轨道通道条会被复位。当然，您始终可以
使用“撤销”功能。

并轨替换所有轨道
您可以执行原位并轨，并替换“编配”窗口中所有可用的音频和软件乐器轨道。

若要对所有轨道执行原位并轨
1 选取“轨道”>“并轨替换所有轨道”。

备注： 只有当您的编配区域包含音频或软件乐器轨道时，此命令才有效。

2 系统会提示您存储项目，点按“是”或“否”，视情况而定。

此时将出现“并轨替换所有轨道”对话框。

3 根据需要定义以下参数。

• “忽略效果插件”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在并轨过程中停用源轨道上的所有插
件。

• “包括音量/声相自动”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在并轨过程中执行音量和声相
自动，其结果会影响并轨文件。否则，只会拷贝音量和声相自动，而不会执行它
们。

• “正常化”弹出式菜单： 在正常化的三种状态之间选取。

• 关： 关闭正常化。

• 仅过载保护： 如果出现过载（电平在 0 dB 之上，会导致削波），允许向下正
常化，但是如果电平较低，则不允许正常化。

• 开： 允许完整双向正常化。

4 点按“好”以触发原位并轨并替换所有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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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Pro 提供了范围广泛的软件乐器和效果处理插件，这些插件被插在通道条中。
您也可以利用外部 MIDI 乐器和效果单元。本章涵盖在 Logic Pro 中使用乐器和效果
时所需的所有重要步骤。有关所包含乐器和效果插件的详细讨论，包括所有插件参
数的使用，请参阅《Logic Pro 乐器》和《Logic Pro 效果》手册。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了解编配通道条 (第 223 页)

• 使用插件 (第 228 页)

• 处理通道条配置 (第 233 页)

• 打开、关闭和调整插件窗口大小 (第 237 页)

• 调整插件参数 (第 238 页)

• 使用常用插件窗口功能 (第 240 页)

• 使用资源库选取插件设置 (第 246 页)

• 了解资源库文件夹和菜单结构 (第 247 页)

• 了解效果发送 (第 247 页)

• 使用乐器 (第 253 页)

• 处理 ReWire 应用程序 (第 264 页)

• 使用外部音频效果 (第 266 页)

• 使用其他制造商的插件 (第 267 页)

了解编配通道条
在讨论插件的使用之前，您需要对一些主要通道条功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编配（和调音台）通道条处理编配区域中显示的音频和乐器（软件或 MIDI）轨道，
此外还有辅助 (aux) 和输出通道条。一个通道条代表并控制“编配”窗口中的一个轨
道。换句话说，编配轨道被发送至专用的通道条：

• 音频通道条控制音频轨道上音频信号的回放和录制。

• 乐器通道条允许您使用和控制软件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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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 MIDI 通道条控制外部 MIDI 轨道。

备注： 在“编配”窗口中创建新音频、乐器或外部 MIDI 轨道时，将自动生成调音台
通道条。

检查器底部所示的编配通道条在左侧显示所选轨道的音频或乐器通道条，右侧显示
此通道条的首选（第一）目标位置。

此目的地是以下的任一个：

• 某个输出通道条，它代表您的音频接口的物理音频输出

• 某个辅助通道条，它用于多种信号发送用途

例如，如果左侧通道条的“发送”插槽 1 被发送至“总线 4”，则显示第四个辅助通道
条。点按左侧通道条（发送至“总线 7”）上的“发送”插槽 2，将更新右侧通道条以显
示第七个辅助通道条。在左侧通道条的“输出”插槽中选择一个特定的输出，将会在
右侧显示选取的输出通道条。如果左侧通道条仅仅被发送至某个输出通道条，将按
默认显示该输出通道条。

作为创造性工作流程的一部份，您将在“编配”窗口中执行大多数的插件插入、通道
条发送和通道条配置任务。您应该使用编配通道条执行本章中所讨论的所有相关功
能，而不是访问调音台。有关在调音台中工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混合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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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概述了编配通道条中的主要元素：

设定通道条输入格式
通道条输入格式决定通道条的单声道、立体声或环绕声状态。请注意，软件乐器和
外部 MIDI 通道条没有格式按钮。

• 单声道： 一个圆圈代表一种单声道输入格式。电平指示器会显示一个单独的栏。

• 立体声： 两个相互连结的圆圈代表一种立体声输入格式。选取一种立体声输入
格式后，电平指示器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栏。

• 左声道： 两个圆圈，左边的被填满，则表示左通道输入格式。选取此输入格式
后，通道条仅播放音频文件的左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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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声道： 两个圆圈，右边的被填满，则表示右通道输入格式。选取此输入格式
后，通道条仅播放音频文件的右通道。

• 环绕声： 五个圆圈表示环绕声通道输入格式。选取环绕声输入格式后，电平指
示器将分为多个相连的栏（其数量与项目环绕声格式相符）。

选取的通道条输入格式影响以下两个区域：

• 通道条上显示的插件将可以作为：

• 单声道通道条上的单声道至单声道或单声道至立体声版本

• 立体声通道条上的立体声至立体声版本

• 环绕声通道条上的环绕声或多倍单声道版本

• “声相”控制决定了立体声栏中通道信号的位置：

• 在单声道通道条上（这包括左和右输入格式通道），“声相”控制决定了信号的
左/右位置。

• 在立体声通道条上，“声相”控制决定了左和右通道信号之间的平衡。

备注： 若要访问“环绕声声相器”，您必须先通过通道条的“输出”插槽将通道条输出
格式设定为“环绕声”。

若要为所选的音频轨道设定通道条输入格式
µ 点按并按住通道条 Level Meter 正下方的按钮，然后从出现的菜单中选取输入格式。

提示： 在立体声或单声道通道条上，您只需点按该按钮即可在单声道或立体声之
间切换。

设定通道条音量和声相/平衡位置
您可以设定通道条的音量和声相/平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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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设定通道条的音量
µ 向上或向下拖移通道条的音量推子。

提升的最大值为 +6 dB。按住 Option 键并点按音量推子，可以使其复位到 0 dB (90)。

若要设定声相或平衡位置
µ 向上或向下，或向左或向右拖移控制。

按住 Option 键点按“声相”或“平衡”控制，可将其恢复到中心 (0) 位置。

将一个通道条输出设定为“环绕声”时，“声相”或“平衡”旋钮将被环绕声声相器代替。
有关使用环绕声通道条、效果以及环绕声声相器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环绕
声。

怎样处理单声道、立体声和环绕声效果
您可以将单声道、立体声或环绕声的效果实例插入通道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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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符合通道条输入格式的插件版本可被插入（例如，单声道输入格式通道中的单
声道至单声道或单声道至立体声插件版本）。

若要插入与通道格式不符的插件
µ 按住 Option 键点按通道条的“插入”插槽。

“插件”菜单将显示插件必须提供的所有格式，而不局限于匹配的格式。任何必要的
混音都会自动发生。

使用插件
插件从广泛意义上说，分为两个类别：

• 软件乐器，对 MIDI 音符信息有反应

• 音频效果，对 MIDI 音符信息没有反应

Audio Unit 格式也进一步提供两种插件类型：

• 发生器

• MIDI 控制的效果

顾名思义，发生器 Audio Unit 插件产生音频信号。跟软件乐器相反的是，然而，它
们不需要一个 MIDI 音符信息来进行触发。

Audio Unit MIDI 控制的效果可以通过 MIDI 进行控制，不像标准的音频效果插件。
照这样，它们的使用也不同。

插入、去掉和替换插件
您可以插入、去掉和替换插件。

若要插入效果插件
1 点按通道条的“插入”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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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会出现一个菜单，显示所有可用的效果插件，这些插件按不同的类别排列。

2 浏览各个类别，并通过点按插件名称选取它。载入一个符合所选取通道条输入格式
的插件版本。

通过点按合适的条目，您也可以选取如单声道或单声道至立体声版本的插件。

Logic Pro 效果插件显示为不同的类别，如 Delay 和 Reverb。如果您系统上已安装了
这些格式的插件，则还可以使用更多子菜单，例如 Audio Unit。

若要插入软件乐器、Audio Unit 发生器或 MIDI 控制的效果
µ 点按乐器通道条的“乐器”插槽，然后从“插件”菜单中选取软件乐器插件、Audio Unit

发生器或 MIDI 控制的效果（名称和类型）。

提示： 您只需选取乐器名称，就可以将此乐器插入立体声格式通道的立体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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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的乐器、效果或发生器的插件窗口将会自动打开。如果您不想插件窗口在插入
后自动打开，请在“Logic Pro”>“偏好设置”>“显示”>“调音台”面板中取消选择“在插入
时打开插件窗口”偏好设置。

可以在插件窗口中调整所有的插件参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调整插件参数。

若要去掉插件
µ 点按“插入”或“乐器”插槽，然后从菜单中选取“没有插件”。

若要替换插件
µ 点按“插入”插槽，然后浏览至合适的插件类型。

移动插件
您可以使用手工具在通道条之间移动乐器和效果。

若要在编配通道条中使用手工具，请在将指针置于“插入”或“乐器”插槽上时按住
Command 键。若要在调音台中使用手工具，请按住 Command 键。

若要将插件移到另一个“插入”或“乐器”插槽
µ 在选定手工具时，将任何使用的“插入”或“乐器”插槽中的插件名称（蓝色标签）拖

到未使用的目标插槽。

在操作过程中，使用彩色矩形（空插槽）或彩色线（在两个“插入”插槽之间放置效
果时）高亮显示可能的目的位置。

若要将插件拷贝到另一个插槽
µ 选定手工具后，按住 Option 键可将任何已使用的插槽的插件名称拖到未使用的目

标插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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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相同的通道条中将效果插件与另一个互换
µ 选定手工具后，可将任何已使用的“插入”插槽的效果插件名称拖到未使用的目标插

槽上。

此操作将交换插件插槽的位置。例如，在插槽 1 至 3 中分别插入混响、合唱和延迟
的通道条上，将插槽 1 插件拖到插槽 3 会将混响放在插槽 3，延迟会移到插槽 1。
当然，改变效果位置会更改通道条上的信号声音。

备注： 使用手工具在通道条之间拖移插件时，会替换目的通道上的现有插件，而
不是进行交换。

若要将效果插件放在两上“插入”插槽之间
µ 选定手工具后，将任何已使用的“插入”插槽的效果插件名称拖到两个已使用的“插

入”插槽之间，然后放开鼠标键。

效果即插入两个使用的插槽之间新创建的插槽中。放落位置（新插槽）下面的效果
会向下移动一位。

备注： 如果所有 15 个“插入”插槽都已经使用，则不能再向通道条中插入更多的插
件，除非替换现有的插件。

了解不同的插件类型可以用在哪里
将插件插入通道条时，请注意以下几点：

• 效果插件可以置于所有音频通道条类型（音频、乐器、辅助、输出）的“插入”插
槽中。

• 软件乐器仅可以插在乐器通道条中。这些通道条特有一个“乐器”插槽，处于“输出”
插槽的正上方，用于软件乐器的插入。

• Audio Unit 发生器仅可以插在乐器通道条中。

• Audio Unit MIDI 控制的效果插在乐器通道条的“乐器”插槽中。随后通过插件的“侧
链”菜单选择您想要处理的音频信号。

使用 Channel EQ
Channel EQ 跟任何其他的一样，也是插入效果。在大多数调音情况下，它被用作通
道条的第一效果，可让您在应用其他效果类型之前雕塑通道条信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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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插入 Channel EQ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没有使用“插入”插槽 1 的通道条上：  连按通道条上半部分的均衡器区域以将通道
均衡器置于第一个“插入”插槽中。

均衡器区域将变成 Channel EQ 的缩略图显示。缩略图提供了各个通道条中所用均
衡器设置的概览。

µ 在使用了“插入”插槽 1 的通道条上：  按住 Option 键并连按均衡器区域以插入 Channel
EQ 作为第一插件，然后将通道条的所有现有插件向下移动一个插槽（如果需要，
相应地重定向它们的自动化数据）。

连按带有已占用“插入”插槽 1 的通道条的均衡器区域，会将 Channel EQ 插入下一个
可用（未使用）的插槽中。

您可以轻易地将 Channel EQ 与其他插件一样插入任何“插入”插槽中。您可以在“插
件”菜单的“均衡器”部分找到它。请注意，仅第一个（最顶端的）Channel EQ 在均衡
器区域中显示为缩略图图形。

有关通道均衡器的参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Logic Pro 乐器》和《Logic Pro 效果》
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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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通道条配置
通道条设置（CST 文件）是特定于通道条类型的。换句话说，乐器通道条特有若干
个乐器设置（或预置），如“Bright Pop Piano”和“Hard Flanging Clav”，它们分为乐
器、GarageBand 和 Jam Pack 类别。音频通道条为特定乐器、声乐和其他处理任务
提供了优化过的效果发送路线。与之相似，输出和辅助通道条为特定的母带录制或
净化进程提供了通道条设置。

载入或去掉整个通道条配置
媒体区域的“资源库”标签可让您将多个插件（包括其参数设置）载入通道条中。您
也可以通过点按通道条顶部的“设置”按钮来完成同样的操作。

您可以在多个方面使用此功能，例如：

• 在任何类型的通道条上设置和储存复杂的多效果配置

• 设置特定发送路线配置以与多输出软件乐器一起使用

• 在项目之间拷贝发送路线或效果配置

• 快速创建新的项目模板

若要利用“设置”菜单载入通道条设置
1 点按通道条顶部的“设置”按钮。

将出现一个菜单，显示该通道条类型可用的所有通道条设置。

备注： 按住 Option 键点按“设置”按钮，会显示可供所有通道条类型使用的所有通
道条设置（显示在菜单底部）。

2 浏览至设置，并点按其名称以将其选中。

若要利用“资源库”标签载入通道条设置
1 选择您想要使用其通道的编配轨道。

2 点按媒体区域中的“资源库”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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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库将显示所选轨道或通道条可用的所有通道条设置，这些设置以类别菜单的方
式排列。

3 浏览类别菜单，然后点按设置名称以将所有相关插件插入所选通道条中。

若要返回之前已载入的通道条设置
µ 点按“资源库”标签底部的“复原”按钮。

若要选择下一个或上一个通道条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点按通道条顶部的“设置”按钮，然后从菜单中选取“上一个通道条设置”或“下一个通
道条设置”。

µ 使用以下的一个键盘命令：

• 所选轨道的下一个通道条设置

• 所选轨道的上一个通道条设置

• 下一个通道条或插件设置或 EXS 乐器

• 上一个通道条或插件设置或 EXS 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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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入列表中显示的上一个或下一个通道条设置。当尝试查找如“正确的”延迟或电子
击弦古钢琴声音时，此功能比较方便。

若要删除通道条设置
µ 点按通道条顶部的“设置”按钮，然后从菜单中选取“删除通道条设置”。

若要还原通道条设置
µ 点按通道条顶部的“设置”按钮，然后从菜单中选取“还原通道条”。

拷贝、粘贴和存储通道条配置
您可以拷贝、粘贴、还原和存储通道条配置。

若要拷贝并粘贴通道条设置
µ 点按通道条顶部的“设置”按钮，然后根据需要从菜单中选取“拷贝通道条设置”或“粘

贴通道条设置”。

您也可以使用拷贝通道条设置和粘贴通道条设置键盘命令。

备注： 当您粘贴通道条（而不是载入）时，电平推子、声相发送电平以及所有发
送目的位置都会根据夹纸板中的通道条设置进行设定。

若要存储通道条设置
1 点按通道条顶部的“设置”按钮，然后从菜单中选取“存储通道条设置为”（或使用相

应的键盘命令）。

2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合适的子文件夹（如果适用），然后键入通道条设置的名
称。

由于通道条有不同类别，“通道条设置”文件夹中提供了多个特定于通道条类型的子
文件夹。各种类型通道条的子文件夹结构在“设置”菜单中有所反映。

切勿尝试更改“通道条设置”文件夹文件夹结构。但是，您可以创建一个新文件夹，
并在里面进行存储。如果未选定任何文件夹，存储的通道条设置会直接在“通道条
设置”菜单中的各功能下方显示。

可以通过发送 MIDI 音色变化信息远程切换通道条设置。这可让您通过按下 MIDI 键
盘上的按钮，来选定自己喜爱的声音（包括完整的通道条设置，其可以包含软件乐
器和效果插件）。此功能称为通道条演奏，专为 Logic Pro 的现场使用而设计。

重要事项： 只有在 MIDI 通道 1 上发送的音色变化信息才可以切换通道条演奏。如
果适用，发送至其他 MIDI 通道的所有音色变化信息将被转发至 Audio Unit 乐器。

通道条演奏可以用于所有的音频通道条类型。它们存储在 Performances 子文件夹
（在“~/资料库/Application Support/Logic/Channel Strip Settings/Channel Strip name”
文件夹中）中。演奏名称以相应的音色变化编号开头（例如，001Piano、
045FlangeGuitar、111ArcoCelloHall）。有 128 种演奏（对应 128 种可用音色变化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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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创建演奏设置
1 配置一个您想要用作演奏的通道条（例如，通过打开出厂资源库的通道条设置并根

据需要进行更改）。

2 点按通道条顶部的“设置”按钮，然后从菜单中选取“存储为演奏”。

3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输入演奏名称，选取一个音色变化编号，然后点按“好”。

4 从 MIDI 控制器发送音色变化编号。

当通道条接收到对应于所分配的演奏编号的音色变化信息（在 MIDI 通道 1 上）时，
通道条将载入此演奏。

备注： 如果发送了未分配的音色变化值，通道条将忽略该信息，而当前载入的通
道条弹奏设置也保持不变。

所有存储的演奏设置出现在“通道条设置”菜单的“演奏”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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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关闭和调整插件窗口大小
插件的动手操作在插件窗口中进行。可在此窗口中访问所有插件参数。各插件的实
例都有自己的插件窗口，从而使其每个都有离散设置。

插入插件时将自动打开插件窗口。可以通过在“Logic Pro”>“偏好设置”>“显示”>“调音
台”面板中取消选择“在插入时打开插件窗口”注记格来更改此操作。

若要关闭插件窗口
µ 点按插件窗口左上角的关闭按钮。

备注： 关闭插件窗口并不会使插件停用。

若要打开关闭的插件窗口
µ 连按一个分配的“插入”或“乐器”插槽。（插件名称显示在插槽上。）

若要隐藏或显示所有打开的插件窗口
µ 使用“隐藏/显示所有插件窗口”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V）。

您也可以单独或全局地调整插件窗口的大小。

若要调整插件窗口的大小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拖移插件窗口的右下角。此缩放操作适用于单个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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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在插件窗口的“视图”菜单中选取窗口大小。此缩放操作适用于单个插件。

µ 在“Logic Pro”>“偏好设置”>“显示”>“调音台”面板中设定插件窗口的默认大小。此缩
放操作适用于所有插件。

调整插件参数
这部分简短介绍了 Logic Pro 插件窗口中的常用参数元素。有关每个插件的参数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Logic Pro 乐器》和《Logic Pro 效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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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切换插件窗口按钮
µ 点按按钮。

它将切换至下一个或上一个选项，又或者是被打开或关闭。

若要调整参数滑块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垂直或水平拖移滑块。

µ 按住 Command 键点按滑块值范围中的任意位置，将其设定为点按的值。

若要调整旋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垂直拖移旋钮。

µ 按住 Command 键点按旋钮周围值圆圈中的任意位置，将其设定为点按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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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调整数字栏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垂直拖移该栏的数值。

µ 点按（或连按）数字栏，然后使用电脑键盘键入新的值。

µ 如果这些面板旁边有上箭头和下箭头，点按这些箭头，以 1 为变量增加或减少数
值。

µ 如果该数字面板打开了数值的弹出式菜单，请选取一个值。

若要将任何参数还原为其默认（或居中）值
µ 按住 Option 键点按参数。

若要进行精度参数调整
µ 拖移控制前请按住 Shift 键。

您也可以使用鼠标滚轮来调整 Logic Pro 插件参数。

若要利用鼠标滚轮调整插件参数
1 点按 Logic Pro 插件参数对其进行选择。

2 移动鼠标滚轮。

提示： 您也可以使用任何便携式电脑的触控板来代替鼠标滚轮。

使用常用插件窗口功能
插件窗口顶部的标头区域是所有插件的通用区域。它提供了插件使用的多个重要功
能。

若要隐藏或显示插件窗口标头
µ 点按插件窗口右上角的图标。

链接插件
插件窗口标头最左侧的按钮（上面带一个链环）称为链接按钮。

当链接按钮切换为打开时
• 一个单独的插件窗口将被用来显示所有打开的插件。每次打开一个新插件时，窗
口将进行更新以反映新选取的插件。

• 选取不同的编配轨道将更新打开的插件窗口，以显示新选定轨道或通道条的相应
插槽编号。例如：

• 轨道 1，已分配至乐器通道条 1，载入了一个 ES1 实例（“乐器”插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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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道 11，已分配至乐器通道条 2，载入了一个 EXS24 mkII 实例。

• 在轨道 1 和 11 之间进行切换，将自动更新插件窗口，以分别显示 ES 1 或 EXS24
mkII。

当链接按钮切换为关闭时
您可以同时打开几个插件窗口，它们不会更新以反映您对轨道或插件所做的任何选
择。当然，每个打开的插件窗口都会继续显示所有参数的更新和变化。

当您想比较两个插件的设置，或是同时调整几个打开插件窗口的参数时，关闭链接
将比较方便。

旁通插件
如果您想要取消激活插件，但是又不想将其从通道条中删除或去掉，则可以对其进
行旁通。旁通的插件不消耗系统资源。

若要旁通插件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点按插件窗口标头左侧的“旁通”按钮。

µ 按住 Option 键点按通道条上合适的“插入”或“乐器”插槽。

旁通插件的“插入”插槽将由蓝色变成灰色，表示插件当前正被旁通。

了解设置区域
所有当前插件参数设置与项目文件一起存储，并在下次载入时自动恢复。您也可以
存储和恢复您对插件参数所作的任何变化。这些将作为单个设置（或预置，如果您
喜欢），通过设置区域来存储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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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区域出现在旁通按钮的右侧。

• 下一个和上一个设置按钮： 点按以载入上一个或下一个插件设置。

• “设置”栏： 显示当前插件设置的名称。点按以访问“设置”菜单。

• “比较”按钮： 点按以将一个更改后的插件设置与项目存储的设置进行比较。

• “拷贝”和“粘贴”按钮： 点按以拷贝或粘贴插件设置。

使用设置功能
在此部分，您将使用“设置”区域提供的各种功能。

若要载入设置
1 点按“设置”栏以打开“设置”菜单（插件窗口中的，而不是通道条的“设置”菜单）。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浏览菜单或类别子菜单，并从中选取您想使用的设置。

• 选取“载入设置”命令。这时会打开一个对话框。仅显示了兼容插件类型的设置。
各插件有自己的一套参数，因此也有自己的文件格式。

备注： 您也可以从“编配”窗口媒体区域的“资源库”标签中选取插件设置。请参阅使
用资源库选取插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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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选取上一个或下一个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插件窗口标头中，点按左箭头以选取上一个设置，或点按右箭头以选取下一个设
置。

µ 利用以下的键盘命令：

• 下一个插件设置

• 上一个插件设置

• 下一个插件设置或 EXS 乐器

• 上一个插件设置或 EXS 乐器

• 下一个通道条或插件设置或 EXS 乐器

• 上一个通道条或插件设置或 EXS 乐器

若要替换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浏览至插件的“设置”菜单，并从中选取您想使用的设置。

µ 选取“载入设置”命令，然后从对话框中选取设置。

若要比较更改的插件参数和原始设置
1 调整插件参数。

“比较”按钮将变成蓝色（文字为白色），表示插件参数已更改，但尚未在项目中存
储编辑过的插件设置。

2 点按“比较”按钮，以聆听项目最初存储的设置。

“比较”按钮将变成黑色（文字为白色）。

3 再次点按“比较”按钮以切换回编辑过的插件设置。

“比较”按钮将再次变成蓝色（文字为白色）。

此功能可让您通过一个插件的两个变量来试听音频或乐器轨道回放。如果您决定保
留此调整后的版本，可以通过“设置”菜单将其存储为新的插件设置。如果将其存
储，“比较”按钮将变成黑色且停用。

“比较”按钮将调整后设置与您上次存储项目时储存的参考设置进行比较（即使您从
刚打开项目时就存储了该设置）。

此方法意味着您可以通过存储项目来快速更改参考设置。

若要复原到插件的出厂默认设置
µ 从“设置”菜单中选取“还原设置”。

若要拷贝当前插件参数
µ 点按插件窗口标头中的“拷贝”按钮（或从“设置”菜单中选取“拷贝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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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将所有参数设置拷贝到插件设置夹纸板中，它独立于全局 Logic Pro 夹纸板。

若要粘贴拷贝的插件参数
µ 点按插件窗口标头中的“粘贴”按钮（或从“设置”菜单中选取“粘贴设置”）。

备注： 此选项仅在相同类型的插件之间有效（例如，两个“压缩程序”实例）。某些
插件，如 ES2 和一些基于 ES2 的 GarageBand 乐器，有多个共享的参数，可让您在
它们之间自由拷贝和粘贴参数设置。（请参阅切换插件窗口的内容。）

若要使用“设置”菜单存储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存储设置”，将当前插件参数值存储为设置。此操作将覆盖现有的设置。

µ 选取“存储设置为”，对设置进行命名和存储，包括文件夹的位置。如果您愿意，也
可以在“存储为”对话框中创建新文件夹。

备注： 此文件夹位置（现有或新建的）必须在关联的插件文件夹中。例如，您可
以将名为“Euro Lead”的设置存储在“ES2”文件夹的“Lead Synths”子文件夹中。

若要创建默认设置
µ 在任何插件类型的“Settings”文件夹中存储称为“#默认”的设置。

它将始终在打开该插件类型时载入。此“#默认”设置在作为创建新插件设置时的开
始点，或作为您在实验时的回退位置时，也相当有用。

若要删除设置
µ 从“设置”菜单中选取“删除设置”。

替换设置兼容的插件
当用一个设置兼容的插件来替换插件时，新插件将自动使用被替换插件的设置。

例如，当用 ES2 替换基于 ES2 的 GarageBand 乐器时，插入的 ES2 将使用被替换的
基于 ES2 的 GarageBand 乐器的相同设置。对于大多数基于 EXS 的 GarageBand 乐器
也都有效，除了以下两者：  混合 Morph 和混合 Basic。

切换插件窗口的内容
您可以使用两种不同的方式重新分配任何打开的插件窗口：  通过“显示通道条”菜单
和“显示插入”菜单：

• 点按“显示通道条”菜单以在使用同一个插件的所有通道条之间切换插件窗口。例
如，如果您已将 ES2 插入到轨道 1 和 6 上，您可以在这些通道条之间进行切换和
分别调整各个 ES2 实例的参数。

• 点按“显示插入”菜单以在所选通道条的插件插槽之间进行切换。例如，如果某个
特定的通道条使用一个均衡器和一个 ES2 插件，则您可以在这些插件之间进行切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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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插件窗口视图模式
插件参数可以以两种形式查看：  控制视图和编辑器视图。如果有的话，编辑器视
图将显示插件的图形接口。

控制视图将所有插件功能显示为一套水平滑块，各参数的左侧带有数字栏。这些栏
位同时用于数据值的显示和输入。

若要在视图模式之间切换
µ 在插件窗口标头的“视图”菜单中选取“控制”或“编辑器”项。

侧链插件
所有支持侧链输入的插件，在插件窗口标头的右侧特有一个附加的“侧链”菜单。这
可让您将任何音频、输入或辅助通道条通过侧链发送至插件。

若要将乐器通道条发送为侧链信号（备选方案）
1 点按乐器通道条的“发送”插槽，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未使用的总线。

这将创建一个辅助通道条。

2 点按辅助通道条的“输出”插槽，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没有输出”。

这将关闭您不想听到的辅助通道条的输出信号。

3 从乐器通道条中打开所需的插件，并从插件的“侧链”菜单中选取新建的辅助通道
条。

此插件用于处理“侧链”菜单中选定的辅助通道条的音频，而不是插件插入的乐器通
道条的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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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链输入的信号高峰（发送的乐器信号），结合插件的“门限值”参数，决定了插件
被触发的时间。

以下是一些侧链的示例：

• 通过噪声门发送了一个延长的背景声音，它是被用作侧链输入信号的鼓类轨道所
触发的。这将产生一个有节奏的背景声音，其跟随该鼓类轨道的信号高峰。

• 插入低音吉他通道的噪声门将通过侧链为脚鼓轨道所触发。由于它跟随脚鼓的信
号，所以这会紧缩低音吉他的定时。

• 侧链也可以用于混合音乐混音和画外音。若要这样做，混音必须通过压缩程序发
送，反过来，压缩程序必须使用旁白轨道进行侧链。在这种设置中，叙述者说话
时音乐将变得柔和，不说话时则变得响亮。此效果也称为闪避。请注意，若要使
此功能有效，必须停用“自动增益构成”或“自动增益控制”（如果适用于“压缩程序”
插件）。

隐藏和显示扩展参数
一些 Logic Pro 插件可能有附加参数，这些参数不出现在编辑器视图（插件的图形
界面）中。

这以一个显示三角形表示，出现在插件窗口的左下角。

如果没见到任何显示三角形，则该插件没有附加参数。

若要隐藏或显示扩展参数
µ 点按插件窗口底部的显示三角形。

使用资源库选取插件设置
可以使用“设置”菜单（在插件窗口标头中），也可以使用媒体区域的“资源库”标签。

若要从资源库中载入插件设置
1 点按“媒体”按钮，然后点按“资源库”标签。

2 选择发送至您想要调整其设置的通道条的编配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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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按编配通道条中所需插件的“插入”或“乐器”插槽。

资源库将显示选取插件类型可用的所有设置，这些设置以类别菜单的方式排列。
Compressor 插件的示例包括“鼓类压缩程序”、“乐器压缩程序”和“声乐压缩程序”。

4 点按合适的类别菜单，然后点按设置名称以更改所选插件的设置。

备注： 您可以点按“资源库”标签中的“复原”按钮，以返回上一个插件设置。

5 点按更多的“插入”或“乐器”插槽，如果其已被使用，则更新“资源库”标签以显示所选
取插件类型的所有设置。

6 如果您点按未使用的“插入”或“乐器”插槽，则“插件”菜单照常显示。选取插件，“资
源库”标签将进行更新以反映您所做的选择。

了解资源库文件夹和菜单结构
每个插件类型都有专用的子文件夹（以插件命名），它们在“Plug In Settings”文件夹
中自动创建。进一步用于不同类别的子文件夹可以在这些子文件夹中创建。

这些各插件的文件夹结构将反映在“资源库”标签（和“设置”菜单）中。顶层的“Plug
In Settings”文件夹位于以下位置：  ~/资源库/Application Support/Logic/Plug-in
Settings。以下设置储存在该位置中：

• 用户定义或编辑过的插件设置

• 出厂设置

备注： 如果插件的“Factory”文件夹包含子文件夹，则不再显示“Factory”文件夹。
这允许您从子文件夹中直接访问出厂设置。

插件设置可以通过 .pst 文件扩展名进行识别。

了解效果发送
将音频发送至效果有两种方式：  通过一个插入，或是通过一个辅助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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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插入效果
当插件被直接插入通道条中时，它称为插入效果。

全部信号都将被处理，或者换句话说，百分之百的信号将流通效果。此功能适合均
衡器或动态效果，如压缩程序。如果有足够的处理容量，您可以在每个通道条上最
多使用 15 种插入效果。

默认情况下，通道条上仅显示两个“插入”插槽。一旦所有当前显示的“插入”插槽都
被使用，则将自动创建一个附加的空白“插入”插槽，最多可到最大允许数量。因
此，如果您在“插入”插槽 2 中插入效果插件，将自动显示第三个插槽。如果您在插
槽 3 中插入插件，则显示第四个插槽，如此类推。

有关串行发送效果插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通过插入效果，在调音台中路由音频。

使用“发送效果”
当您使用“发送效果”时，该信号的受控的量将被发送至效果。发送总是被用于您想
同时应用到多个信号的效果上。

发送效果也称为总线效果、总线发送或总线返回，还称为辅助发送或辅助返回，或
者只是发送或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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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ogic Pro 中，发送效果置于辅助通道条的“插入”插槽中。您想处理的单个通道条
的信号将使用总线发送至此辅助通道条。信号量由各个通道条上的“发送”旋钮控
制。音频由辅助通道条中插入的效果处理，并与立体声输出混合。

这种方法（与将效果插在轨道上相比）的主要优点就是效率高。它可用一个插入的
效果处理多个通道条，这跟将相同的效果直接插入多个通道条中相比，大大节省了
处理能力（以及您的时间）。

另一个好处就是，您只需旁通辅助通道条上的效果，就可以快速在发送至该辅助的
所有通道条的湿版本和干版本之间进行切换。

相似地，通过选取辅助通道条的不同效果，您就可以完全更改多个被发送通道条的
效果配置。

对于很占用电脑资源的效果，如混响，通常建议您将其插入辅助通道条中。如果
“合唱”、“边缘声”和“延迟”效果将被用于多个轨道上，它们也应该被插入辅助通道条
中。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将一个延迟或合唱效果直接作为补丁放入单个通道条的“插
入”插槽中，这在音乐上反而说得通。这可让您在混音的各个要素上使用精确的设
置和颜色。

指导原则就是您应该使用混音中听起来比较合适的方法。对于 Logic Pro 中的效果
可在哪里使用并没有一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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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并行发送效果插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通过发送效果，在调音台中路由音频。

若要将通道信号发送至辅助通道条
1 点按一个“发送”插槽（例如，音频通道条的），并从菜单中选取一条总线。

2 拖移“发送”旋钮以设定您想发送至辅助通道条的信号量。

这样做时，（发送量）数值将显示在“发送”插槽上。

发送量被设定为 100% 时，会将整个信号从音频或乐器通道条发送到辅助通道。
（请参阅使用推子前、推子后和后声相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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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插入您想要的效果插件，设定目的辅助通道条必需的电平、声相和输出设置。

若要去掉发送
µ 点按活跃“发送”插槽，然后从菜单中选取“没有发送”。

若要跳过发送
µ 按住 Option 键点按“发送”插槽。

“发送”插槽背景将变灰。

若要正常化（还原）发送电平
µ 按住 Option 键点按“发送”旋钮。

此操作会将发送电平还原为 0 dB。

使用推子前、推子后和后声相发送
“发送”可位于（源）通道条电平推子之前（前）和之后（后）。

推子后信号电平，发送到发送，随音量推子移动而变化。如果您使用“发送”将信号
从通道条发送到辅助通道条上插入的混响，这意味着原始信号与效果信号之间的关
系保持不变。当您将通道条的音量推子一直拉到最下面时，混响也会随之消失。此
设置通常最有用，是 Logic Pro 中的默认设置。

如果将发送设置为“推子前”模式，发送到发送的信号的电平将保持不变，与源通道
条上的任何音量推子移动无关。信号仍旧馈送到选定的辅助通道条，即使完全拉下
源通道条的音量推子。推子前发送主要用于监视任务：  录音室中的耳机监视或舞
台上的返送系统监视。当您想要听到分离效果信号（没有原信号）的效果时，推子
前发送也非常有帮助。均衡器仍会影响“推子前”模式（推子前，EQ 后）下的发送。

如果您选取“后声相”，信号不仅为后推子，也为后声相。这意味着辅助通道条（必
须是立体声或多通道）上发送信号的声相位置将沿用通道条的声相/平衡或环绕声
声相处理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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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 Logic Pro 中选择这些选项之一
µ 点按一个使用的“发送”插槽，然后在菜单顶部选取“后声相”、“推子后”或“推子前”。

在安全状态下发送低延迟
如果激活“低延迟”模式（请参阅在“低延迟”模式下工作），则所有发送（所创建的
延迟超过了设定的“低延迟”模式限制）的信号路径都被静音。

但是，如果想要使一个特定的发送信号路径保持打开状态，您可以将其切换到“低
延迟（安全）”模式。

音频和软件乐器通道条的所有单个“发送”菜单中，以及托管现场输入信号的辅助通
道条中，均提供此设置。

若要激活或取消激活特定发送的“低延迟（安全）”功能
µ 点按并按住合适的“发送”插槽，然后从菜单中选取“低延迟（安全）”。

请注意，发送信号（超出发送）的信号路径并不受制于低延迟处理，且将按照当前
插件延迟补偿设置来显示。由于这种效果，在发送至效果（如失真、调制或节奏延
迟）的发送中使用“低延迟（安全）”设置并不理想。但是也可能对混响有特别的用
处，特别是在当前插件补偿延迟时间处于混响的预延迟时间范围内的情况下。

激活“低延迟”模式后，可轻易识别发送是否切换到“低延迟（安全）”模式。

• 低延迟（安全）的发送保持为蓝色或绿色。

• 不是低延迟（安全）的发送变为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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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乐器
这部分介绍对软件乐器和外部 MIDI 声音发生器的使用。

软件和外部 MIDI 乐器轨道都是以几乎相同的方式处理。事实上，发送至任一类型
通道条（软件乐器或外部 MIDI）的轨道上的 MIDI 片段都可以被交换使用。

您也可以完全将一个发送至外部 MIDI 合成器的轨道重新分配至一个使用软件乐器
的合成器上，或者将外部 MIDI 轨道的数据拷贝至一个软件乐器轨道上，从而产生
通过两个乐器的声部的层次回放。

软件乐器使用乐器通道条。MIDI 乐器使用外部 MIDI 通道条。

ReWire 乐器通过辅助通道条处理。ReWire 乐器的设置和使用在处理 ReWire 应用程
序中描述。

提示： 本节中描述的很多设置和发送任务可以一次性完成，并与模板一同存储。
这意味着所有的这些初步任务在下次载入模板时可以旁通，因此您可以专心创建音
乐。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将项目存储为模板。

设置外部 MIDI 乐器
通过 Logic Pro 设置和使用外部 MIDI 键盘和模块的方式有多种。说明这些方式的最
好方法就是利用工作的例子。

若要从“编配”窗口中创建新的外部 MIDI 乐器
1 点按“编配”窗口中的“新轨道”按钮（轨道列表上方的加号）。

2 在“新轨道”对话框中，选取“外部 MIDI”选项，然后点按“创建”按钮。

备注： 默认情况下，“新轨道”对话框的“打开资源库”注记格被选中。保留选中，因
为“资源库”标签（自动打开）在此过程中非常有用。

在轨道列表中创建一个新轨道，将其分配至“通用 MIDI 设备 1”。“资源库”标签显示
MIDI 端口和其他对象的列表，其中包括“通用 MIDI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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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在项目中创建新的外部 MIDI 轨道时，Logic Pro 将自动生成一个新的外部 MIDI
多乐器对象。这将处于环境窗口的“MIDI 乐器”层上。

请选取“窗口”>“环境”（或使用“打开环境”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8）以
查看此对象。

后台发生的另一个活动就是为各个多乐器子通道自动创建调音台通道条。点按“编
配”窗口底部的“调音台”按钮，然后点按调音台菜单栏的“全部”按钮。您将看到 16
个通道条，分配至通用 MIDI 设备 1 至 16（另有一些适用于音频通道条的通用 MIDI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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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按“资源库”标签左栏中的“通用 MIDI 设备”。右栏将出现十六个条目：  1 (Grand
Piano)、2 (Polysynth)，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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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按检查器中“通用 MIDI 设备 1”条目左侧的显示三角形以打开“轨道参数”框（如果
尚未打开）。

这里有两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参数：  端口和通道。（请参阅设定外部 MIDI 通道条参
数。）

5 从“端口”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全部”。

系统将列出所有的 MIDI 接口“输出”端口，例如，端口 1 (Unitor 8)、端口 2 (Unitor
8)、MIDI1（mLan 网络）。如果您选取了专用“端口”（例如，端口 1 (Unitor 8)），
“通用 MIDI 设备”多乐器对象将被发送至此专用的 MIDI 端口。这反映了“资源库”标签
左栏显示的端口列表。

6 请注意，“通道”参数设为 1。按照步骤 1 和 2 创建几个新的外部 MIDI 轨道。这些新
轨道被称为“通用 MIDI 设备 2”、“通用 MIDI 设备 3”、“通用 MIDI 设备 4”，等等。在
轨道列表中点按各个轨道，同时留意检查器“轨道参数”框的“通道”参数。这些轨道
每个都被发送至一个“通用 MIDI 设备”多乐器对象的子通道。各个轨道的选择都将反
映在“资源库”标签右栏显示的 16 个子通道条目中。

创建多个新的外部 MIDI 轨道时，Logic Pro 不会为每个新的外部 MIDI 轨道创建新的
多乐器对象。相反，它会将各个随后的轨道分配至“通用 MIDI 设备”多乐器对象的子
通道。您可以创建最多 16 个轨道，这些轨道以一对一的方式分配给多乐器对象的
各个子通道。

如果有更多外部 MIDI 合成器和模块需要更多的通道，则您有几种选择。最简单的
方式就是使用“资源库”标签以将新建轨道重新分配至特定的 MIDI 端口和通道。

若要使用“资源库”标签将轨道重新分配至通道
1 点按“编配”窗口中的“新轨道”按钮（轨道列表上方的加号）。

2 在“新轨道”对话框中，在“数量”栏中输入一个大于“1”的值，选取“外部 MIDI”选项，
然后点按“创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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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其中一个新轨道，然后在“资源库”标签中选取一个“端口”和子通道条目。

• 如果选取了“通用 MIDI 设备”的子通道，则将所选轨道重新分配至此子通道。

• 如果您选取了一个不同 MIDI 端口的子通道，轨道也将相应地重新分配（例如，
Unitor 8 端口 5，子通道 4）。在“环境”中查看新的多乐器对象（Unitor 8 端口
5）。

备注： 第一次对各个端口或子通道执行此操作时，除了相应的调音台通道条外，
“环境”中还将创建一个新的多乐器对象。一旦创建了所有端口的对象，轨道到端口
或通道的重新分配不会创建新对象。

可以使用“资源库”标签进行多乐器创建，也可以使用“环境”。

若要在“环境”中创建新的外部 MIDI 乐器
1 请选取“窗口”>“环境”（或使用“打开环境”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8）。

2 如果不是默认为“MIDI 乐器”层，则点按“链接”按钮左侧的下箭头，然后选取“MIDI 乐
器”条目。

3 从窗内菜单栏中选取“新建”>“多乐器”。

新建的多乐器对象称为“（多乐器）”。您可以在随后对其进行重新命名（通常使用
合成器名称：  “JV5080”、“Microwave”等等）。

备注： 这 16 个子通道框的每个之中都有对角线。“端口”和“通道”参数显示在“环境”
窗口的左侧。

4 点按“端口”弹出式菜单，然后为“多乐器”对象选取新的“MIDI 输出”端口。请确保此
端口与“通用 MIDI 设备”对象所用的端口不同。

5 点按每个子通道框，将其激活。这样做时，各框的对角线将消失。

6 点按“编配”窗口底部的“调音台”按钮，您将看到 16 个新（多乐器）通道条。

提示： 一旦在“环境”中创建了对象（使用上述任何一种方法），您就可以在轨道列
表中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轨道名称。从“重新分配轨道”菜单中选取
端口和子通道，以快速地重新分配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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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乐器通道条参数
当您选取分配至或 MIDI 或软件乐器通道条时，检查器的“轨道参数”框将显示本节中
扼要列出的参数。

对这些参数的更改将影响整个通道条，发送至该通道条的所有轨道也受影响。这里
有个很重要的区别：有些参数（如变调）是可以同时作为轨道参数和片段参数的。
若要在上下文环境中理解这点，请假设一个带有六个轨道的项目被发送到乐器通道
条 1 上的 EXS24 mkII（已载入了架子鼓）。您可能想将小军鼓声部（正在轨道 2 上
按片段播放）移调两个半音。这将触发一个不同的小军鼓样本。

• 如果您对轨道 2 上的所有片段使用“片段参数”框的“变调”参数，则事情将按计划
进行。

• 如果您使用“轨道参数”框的“变调”参数，整个 EXS24 mkII 架子鼓（乐器通道条 1）
将受到影响。这将使六个轨道上的所有片段通过其他鼓类样本进行回放。

常用乐器参数
以下参数对软件乐器和 MIDI 乐器通道条都可用。

• 图标： 乐器所用的图标可以更改以符合您的品味或需求。点按图标，然后从菜
单中选取另一个。所有内部的 Logic Pro 乐器在插入时都使用一个默认的图标，
使您可以即刻辨别出是 EXS24 mkII 还是 ES1 轨道。

• 变调： “变调”参数可让您确定所有音符事件将在输出时被移调的半音数量。负值
向下移调。

• 力度： “力度”参数可让您按 -99 到 99 之间一个数量来提高或降低所有音符事件
的“音符开”力度。

• 调限制： “调限制”参数的两个音符值定义了音高范围。超出此范围的所有音符将
被该乐器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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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度限制： “力度限制”参数的两个数值定义了力度范围。力度超出此范围的所有
音符将不被乐器播放。

• 延迟： “延迟”参数可让您补偿各种各样 MIDI 设备反应时间的任何差异，或是在
通道条之间创建偏移。此参数包含一个弹出式菜单，其中有软件乐器和 MIDI 乐
器通道条通用的以下两种设置：

• 延迟（音位）： 设定乐器延迟（音位），范围从 –99 到 +99。

• 延迟（毫秒）： 允许用户设定速度独立延迟（或预延迟），每步 0.1 毫秒，范
围从 –200 毫秒 到 +200 毫秒。

备注： 如果您想在单个声部上创建节奏延迟效果，请使用“片段参数”框的“延迟”。
这允许更长的延迟时间，且不会影响通道条回放定时。

• 没有移调： 打开“没有移调”参数以防止任何 MIDI 片段（发送到此通道条的任何
轨道上）被变调。也就是说，“片段参数”框的“移调”参数被忽略。这对分配至鼓
类或其他多音色样本的乐器相当有用，因为对这些乐器的变调会使声音而不是音
高产生变化。

• 没有复位： 打开“没有复位”参数以防止复位信息被发送至此通道条。如果控制器
正被用于非音乐用途，如调音台自动化时，这将很有用。“Logic Pro”>“偏好设
置”>“MIDI”>“复位信息”面板决定了正常情况下发送的复位信息，但这些信息并不
被发送至“没有复位”乐器。

• 风格 ： 当在发送至给定通道条的其中一个轨道上创建了 MIDI 片段时，会为其分
配在“风格”弹出式菜单中设定的五线谱风格。如果选取了“自动”，Logic Pro 将根
据片段中音符的音高范围挑选合适的风格。

提示： 您可以随时在乐谱编辑器的“显示参数”框中更改 MIDI 片段的五线谱风格。

设定软件乐器通道条参数
以下参数专用于软件乐器通道条。

• MIDI 通道： 此参数用于设定软件乐器使用的 MIDI 通道条。

• 停止响应模式： “停止响应模式”参数可让您定义所选通道条对象上的信号停止响
应的时刻点：  信号馈入第一个效果插件（仅来源）之前或整个信号包括所有效
果插件（推子前）之前。

设定外部 MIDI 通道条参数
以下参数为“外部 MIDI”通道条专用。

• 端口： 定义了数据被发送至的物理 MIDI 输出。您的 MIDI 声音模块被连接至此
MIDI 输出接口。

• 通道： 定义了乐器轨道用于 MIDI 输出的通道，可让您的“真实”乐器接收数据。

您也可以通过选取当前多乐器的另一个子通道，来改变外部 MIDI 乐器声部的 MIDI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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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子通道是 16 个可被多乐器对象播放的可能性 MIDI 通道或声部之一。毫无疑
问，多乐器对象代表的外部 MIDI 合成器必须能够播放多个 MIDI 通道，才能使子
通道选择有用。

实际上，您并不能在多音色合成器中更改子通道的接收通道。这仅在几种型号中
可以做到（无论如何，在使用 Logic Pro 时这并不是特别有用）。

如果 MIDI 通道设定为“全部”，您可以编辑整个多乐器对象的参数。例如，全局更
改 MIDI 端口（端口 A、B 等）时，这将是非常有用的功能。

• 音色、音量和声相： 传达音色变化、音量控制器 (CC #7) 和声相控制器 (CC #10)
信息。如果相应框未被选择，则使用 MIDI 设备本身的默认值。

通过弹出式菜单，可以在右侧选择音色变化（预置或 MIDI 模块补丁编号）。处
理多乐器子通道时，可以在弹出式菜单中根据名称选择声音。

或者，您可以连按轨道名称（例如，“通用 MIDI 设备 1”）。这将打开“多乐器”窗
口。

点按您想要使用的声音（合成器补丁）的名称。点按左上角的关闭按钮以关闭窗
口，或者按下 Command-W。有关此窗口的更多详细信息，包括音色名称的自定
义，请参阅多乐器”窗口。

音色编号的右侧是一个用于“音色库选择”的附加参数。如果声音来源接收“音色库
选择”信息（MIDI 控制器 #0 或 #32：请查阅合成器使用手册以获得格式的详细信
息），您可以在最多包含 128 种声音的各个不同音色库之间进行切换。

有关其他乐器参数的信息，请参阅标准乐器”对象。

• “延迟”>“自动补偿的延迟偏移”： 这与“延迟”>“延迟（毫秒）”设置相同，除了当
前插件延迟补偿以及音频硬件输出延迟被添加到 MIDI 数据传输之外。当使用外
部混音台将标准 MIDI 声源的输出与 Logic Pro 的输出混音时，此设置十分理想。
使用“自动补偿的延迟偏移”设置，可确保来自 Logic Pro 的音频和来自 MIDI 控制
外部硬件的音频同时出现在外部混音台上。关闭此设置时，参数标签将从“延迟”
变为“自动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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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音色变化、音量和声相作为 MIDI 事件
“MIDI”>“插入乐器 MIDI 设置作为事件”命令可让您将音色变化、音量和声相设置（在
检查器的“通道参数”框中）作为真实 MIDI 事件插入到一个或多个选定的 MIDI 片段
中。事件处于相关 MIDI 片段开头前四分之一音符处。只有“轨道参数”框中被激活
（已选定）的设置会作为事件添加。如果片段（或这些片段）中已经现有相同种类
的任何事件，它们将被覆盖。

“音色”、“音量”和“声相”参数的值不会在每次回放这些控制改变事件时更新。在您开
始录制调音台自动化数据之前，当载入项目，或是选取“MIDI”>“插入乐器 MIDI 设置
作为事件”命令时，这些参数是初始值。

利用效果处理外部 MIDI 乐器
可以通过 Logic Pro 调音台发送外部 MIDI 声音发生器，让您利用 Logic Pro 效果对其
进行处理。这通过使用外部乐器插件来完成。理想情况下，您使用一个多输入和输
出音频接口可以避免设备经常性的重新打补丁。

若要利用效果处理外部 MIDI 乐器
1 将 MIDI 模块的输出（或输出配对）连接至音频接口的输入（配对）。

备注： 如果音频接口和效果单元装备了模拟或数码连接，或者两者，那么这里的
连接就是模拟或数码的。

2 创建软件乐器轨道。

3 点按软件乐器通道条的“乐器”插槽，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External Instrument”。

4 从“MIDI 目的地”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多乐器子通道。

5 从“输入”弹出式菜单中选取 MIDI 声音发生器已连接至的输入（音频接口的）。

6 如果需要，请调整“输入音量”。

7 将效果插入通道条的“插入”插槽中。

由于轨道被发送至乐器通道条（该通道条正用于外部 MIDI 声音模块），它的操作
将如标准软件乐器轨道一般，这意味着您可以在其上面录制和回放 MIDI 片段，同
时又有以下优点：

• 您可以利用 MIDI 模块的声音和合成引擎，而不需占用系统处理器（除了通道条
上使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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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您可以使用插入效果，但也可以通过将乐器通道条发送至辅助通道条来
使用“发送”效果。

• 您可以将外部 MIDI 乐器声部（有或没有效果）实时并轨至音频文件。这使得包
括所有内部和外部设备和轨道的混音创建只需一个步骤就能完成。

备注： 您不能在这些轨道上使用冻结功能，也不能执行脱机并轨。

播放软件乐器
软件乐器插件对 MIDI 音符信息有反应，而效果插件没有。

软件乐器的输出信号被发送至乐器通道条的输入（“乐器”插槽），在那里可以通过
插入的效果插件对其进行处理或者发送至总线。

Logic Pro 支持多达 255 条离散乐器通道条。您可以同时操作的软件乐器数量取决于
可用的电脑处理资源。

插入乐器插件后，乐器通道条可以通过录制的 MIDI 片段或直接的 MIDI 输入进行驱
动，换句话说，就是操作您的 MIDI 键盘。

了解现场模式
当音频引擎正在运行（Logic Pro 处于回放或录制模式）时，现场模式乐器必须保持
在现场模式下，因为将软件乐器轨道切换出现场模式会在音频流中产生一个间隙
（或噪音）。显然，这是不能接受的。

与只是回放已存在的片段相比，软件乐器处于现场模式（准备进行播放）时需要的
处理能力要高很多。如果选择软件乐器轨道会自动激活现场模式，在多个乐器轨道
之间切换时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可能导致系统过载。

使用选定软件乐器轨道的“录音”按钮，能够直观地反馈软件乐器的当前状态：

将乐器切换到软件乐器现场模式
当您选择一个软件乐器轨道时，该轨道并不立即切换到现场或演奏模式。您必须在
激活现场模式之前发送 MIDI 事件。但是，激活现场模式需要用 100 毫秒，这段时
间足够破坏最先播放音符的时序。

如果您需要给最先播放的音符进行精确定时，则需要提前发送无声的 MIDI 事件；
例如，按下延音踏板，或稍微移动一点弯音器或调制轮。这样会打开现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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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软件乐器处理资源
“并轨”功能可以将整个乐器轨道录制为一个音频文件。此并轨后的音频文件随后可
以在标准音频轨道上使用（作为音频片段），可让您为进一步的软件乐器轨道重新
分配可用的处理能力。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并轨项目。

您也可以利用“冻结”功能以捕捉软件乐器轨道的输出，这也将节省处理能力。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在编配区域中使轨道冻结。

调音软件乐器
“文件”>“项目设置”>“调音”>“软件乐器音高”参数以 ±50 音程远程控制所有软件乐器
（例如 ES1 或 EXS24 mkII）的主要调音参数。

默认情况下，它被设定为 440 Hz 的音乐会音高 A。只需将滑块拖到想要的值。这样
做时，音分和 Hz 值将会更新。

备注： 一些 Audio Unit 乐器不识别这种远程命令。

Logic Pro 允许所有软件乐器被全局调音至不同律的比例，包括“Hermode Tuning”。
（请参阅什么是和声调音？）然而，可能出现您想把单个软件乐器从这个全局调音
系统中去掉的情况。

若要避免单个软件乐器轨道跟随全局 Hermode Tuning 音阶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来打开“调音”项目设置：

•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调音”（或使用“打开调音项目设置”键盘命令）。

• 点按编配工具栏中的“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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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按“Hermode Tuning (HMT)”按钮。

所有乐器通道条的“轨道参数”框中将出现“没有和声调音”注记格。

3 选择此注记格以防止所选软件乐器轨道跟随全局 Hermode Tuning 音阶。

对于 EXS 架子鼓之类的乐器，您不想像有旋律的软件乐器声部那样进行调音，此功
能将非常理想。

处理 ReWire 应用程序
Logic Pro 可以作为 ReWire 应用程序的主机，如 Propellerhead Reason。

重要事项： 先打开 Logic Pro，然后打开 ReWire 应用程序。

当这些应用程序与 Logic Pro 一起打开时，它们将同步音频信息发送到 Logic Pro 调
音台的辅助通道条中，在那里它可以与其他轨道结合，通过效果运行以及并轨到新
音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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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处理这些 ReWire 程序与您处理内部 Logic Pro 音频数据的方式差不多。同
步将自动发生，所以您除了设置辅助通道条（如果需要），并不真的需要做什么来
处理 ReWire 应用程序。

除了将 ReWire 应用程序的输出发送至 Logic Pro 之外，您也可以直接播放、录制和
回放这些程序中可用的软件乐器。例如 Propellerhead Reason，该软件就等于一个
带合成器和采样器的机柜。

您可以直接在 Reason 机柜中播放各个合成器，也可以在 Logic Pro 轨道上将这些声
部录制为 MIDI 片段，正如您使用 Logic Pro 的内部或外部 MIDI 乐器时的操作一样。

若要访问 ReWire 乐器
1 在编配区域中选择“外部 MIDI”轨道。

2 连按“资源库”标签中的 ReWire 应用程序名称（例如“Reason”）。

这将打开 ReWire 应用程序，同时“资源库”中出现一个关于所有可用 ReWire 乐器的
列表。

3 在“资源库”中点按乐器轨道。

若要手动设置辅助通道条以使用 ReWire
1 在“编配”窗口的底部点按“调音台”按钮。

2 在调音台的窗内菜单栏中选取“选项”>“创建新的辅助通道条”。

3 创建所必需数量的通道条，使其带有合适的“格式”、“输入”和“输出”设置。在此例子
中，创建一个立体声通道条，使其发送至“输入/输出”12。

4 在辅助通道条的“输入”菜单中选取 ReWire 通道。

单个“RW 通道”条目在“通道”菜单中可以访问。这些可以单个分配，以使各个 ReWire
通道可被发送至 Logic Pro 调音台中的一个特定辅助通道条。这提供了扩展的混音
和处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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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设定 ReWire 操作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音频”偏好设置：

•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音频”（或使用“打开音频偏好设置”键盘命令）。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音频”。

2 在“设备”面板中，从“ReWire 操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以下一项：

• 回放模式（较少 CPU 负载）： 当通过 ReWire 对通道进行流操作时使用此模式。
此设置需要较低处理能力，应该在 ReWire 应用程序中回放轨道时使用。

• 现场模式（较高 CPU 负载）： 当您想要实时播放 ReWire 乐器（在外部 ReWire 应
用程序中运行的乐器）时使用此模式。此设置需要较多系统资源，但会减少延
缓，以确保 ReWire 乐器可播放。

使用外部音频效果
可采用与内部 Logic Pro 效果相似的方式使用外部音频效果设备。用 I/O 插件来完
成，同时结合了一个多输入/输出音频接口。

若要在 Logic Pro 中整合和使用外部效果设备
1 将音频接口的输出（或输出配对）连接至效果单元的输入（配对）。

2 将效果单元的输出（或输出配对）连接至音频接口的输入（配对）。

备注： 如果音频接口和效果单元装备了模拟或数码连接，或者两者，那么这里的
连接就是模拟或数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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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按您想用外部效果单元进行处理的通道条的“插入”插槽，然后选取“实用工
具”>“I/O”。

4 在 I/O 插件窗口中，同时选取效果单元已连接至的“输出”和“输入”（显示为编号）。

5 根据所需调整“输入”和“输出”音量。

6 点按“延迟检测 (Ping)”按钮（如果要检测），并补偿所选输出和输入之间的任何延
迟。

当您开始回放时，音频通道条的信号将接受外部效果单元的处理。

一些音频接口特有自身的发送软件，您可能需要使用它们来设置选取的输入和输出
以进行此类使用。请参阅音频接口制造商所提供的文稿。

大多数硬件效果单元是 MIDI 控制的。如果您的效果单元也是如此，您可以将其 MIDI
输入和输出电缆连接至 MIDI 接口。这可让您选取效果预置，也可以让您远程控制、
录制和自动化 Logic Pro 效果设备的参数。

使用其他制造商的插件
Logic Pro 可以作为其他制造商提供的（兼容并正确安装和授权）Audio Unit 效果和
乐器插件的主机。

重要事项： Logic Pro 不可以用作 VST 或 RTAS 格式插件的主机。然而，存在像“VST
至 Audio Unit 适配器”(http://www.fxpansion.com) 这样的实用工具，它可以“覆
盖”Mac OS X 版本的 VST 插件以创建虚拟的 Audio Unit。一旦被绕排，这些插件的大
多数将跟 Audio Unit 一样的操作和使用。

载入预置
其他制造商的许多插件为其预置使用一种专有的储存格式（等同于 Logic Pro 插件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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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情况下，插件接口中将会有一个单独的“预置”（或相似名称的）菜单。一旦载
入后，您可以将这些预置的任何一项存储为 Logic Pro 设置。

在所有情况下，插件窗口标头的全局“比较”、“拷贝”和“粘贴”选项将如其处理 Logic Pro
的本地插件时一样起作用。

使用 Audio Unit 管理器
Logic Pro 使用“Apple AU 验证工具”以确保仅与 Audio Unit 规格完全兼容的插件才能
在 Logic Pro 中使用。这可以将第三方 Audio Unit 插件导致的问题减到最少。

验证过程在下列情况下自动进行：

• 首次打开 Logic Pro 时。

• 安装更新版本的 Logic Pro 时。

• 安装新 Audio Unit 插件或更新现有的 Audio Unit 插件时。

您可以在“Audio Unit 管理器”窗口的“兼容性”栏中查看所有 Audio Unit 插件和绕排的
VST 插件的验证扫描结果。

重要事项： 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制造商的网站，以获得没通过验证的 Audio
Unit 插件的更新版本。

若要打开“Audio Unit 管理器”
µ 在主菜单栏中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Audio Unit 管理器”（或使用“Audio Unit

管理器”键盘命令）。

手动启用插件
未通过验证测试的 Audio Unit 可以在“Logic”栏中通过选择注记格手动激活，但要注
意，这些插件可能会导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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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手动激活未通过测试的插件时遇到问题，请在“Audio Unit 管理器”窗口中点
按“停用失败的 Audio Unit”按钮。

警告： 使用未通过验证的插件可能对后面扫描的插件的测试结果产生负面影响。
它们还可能妨碍 Logic Pro 打开，导致其意外退出，甚至导致数据丢失（损坏的项
目文件）。

停用插件
“Audio Unit 管理器”也可让您停用不想在 Logic Pro 中使用的 Audio Unit 插件，即使
它们已通过了验证扫描。只需取消选择“Logic”栏中相应的注记格即可停用任何插
件。您可以通过点按“完成”按钮来储存对 Audio Unit 插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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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Pro 或“Audio Unit 管理器”打开时，在安装插件/更新程序或移动 Finder 中的组
件后，点按“还原并重新扫描选定部分”按钮，以重新扫描所选插件。如果它们通过
了验证扫描，则将自动被激活。

备注： 如果在打开 Logic Pro 时按下 Control-Shift，则将使用“Audio Unit 安全”模式。
仅通过了验证的插件可用，没通过验证的插件手动激活后也将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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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录制媒体在现代音频制作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现有的音频循环与其他文件的
结合为制定项目基础提供了快捷的方法。Logic Pro 带有大量音频循环，为许多项目
提供了良好的起点。本章说明了如何在 Logic Pro 中添加预录制媒体，包括音频文
件、MIDI 文件、Apple Loops 以及其他通用循环格式。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了解 Logic Pro 支持的文件格式 (第 271 页)

• 在浏览器上访问媒体文件 (第 273 页)

• 在循环浏览器中查找 Apple Loops (第 278 页)

• 添加并移走音频文件 (第 287 页)

• 添加 MIDI 文件和项目文件 (第 295 页)

了解 Logic Pro 支持的文件格式
Logic Pro 可让您访问硬盘上所有数码储存的音频录音（音频文件），它们大多数是
Mac 文件格式，个别是其他文件格式。

导入 Logic Pro 项目的音频文件可以是任何一种支持的位长度和采样速率。Logic Pro
支持的位长度包括 16 位、20 位和 24 位，采样速率包括 44.1 kHz、48 kHz、88.2 kHz、
96 kHz、176.4 kHz 和 192 kHz。Logic Pro 可以使用文件的采样速率，或进行实时采
样速率转换。请参阅设定项目速度。

除了导入音频文件，Logic Pro 还可以导入 MIDI 和项目信息。

下面部分将描述 Logic Pro 支持的所有文件格式：

WAVE 和 AIFF 文件
Wave (WAV) 音频文件与音频交换文件格式 (AIFF) 的音频文件很相似。它们都能以单
声道、立体声或环绕声的形式用不同的位长度（Logic Pro 支持 16 位和 24 位）来储
存，采样速率高达 192 kHz。

Logic Pro 也支持广播 Wave 文件，这种文件可以包含时间戳信息。提供时间戳信息
的文件可以通过时钟符号识别，时钟符号显示在音频媒体夹中音频片段名称的旁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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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 Wave 文件的扩展名是 .wav，因此任何支持标准 Wave 文件格式的应用程序都
可以读取它们。在这些程序中，附加的广播 Wave 文件信息被忽略了。

Core Audio 格式文件
Core Audio 格式 (CAF) 文件是容器，它支持整数型和浮点型 PCM 格式、A-law、u-law
以及许多其他格式，包括 AAC 和 Apple Lossless 音频编解码器 (ALAC)。文件大小不
受限制是可能的，并且采样速率和位长度都很高。

Sound Designer 文件
Sound Designer I 和 Sound Designer II (SDII) 音频文件在结构上与 AIFF 文件相似，并
且可以包含带时间戳的片段信息。使用 Sound Designer 格式文件，可以使 Logic Pro
和 Digidesign Pro Tools 软件之间的传递更方便。

MP3、Apple Lossless 和 AAC 文件
MP3 和 AAC 文件包含压缩的音频信息。这两种文件通常远远小于等效的 WAV 文
件、AIFF 文件或 SDII 文件。文件大小的缩小是由于不同的编码技术“扔掉”了一些音
频信息。因此，MP3 文件和 AAC 文件听起来就没有 WAV 文件、AIFF 文件或 SDII 音
频文件的音质好，取决于源音频素材。

Apple Lossless 文件还包含压缩的音频信息。顾名思义，压缩使用的无损音频编解
码器 (ALAC) 不会像 MP3 文件那样丢弃音频信息。压缩后的音频文件的声音与原始
录音的声音相同。

Apple Loops
Apple Loops 是包含以下附加识别信息的音频文件：  时间和日期、类别、情绪、调
和速度等等。Apple Loops 也包含许多瞬变标记，这些标记把文件分成小的时间片
区。Apple Loops 音频文件的主要优点是它们可以自动与 Logic Pro 项目的速度和调
匹配。

Logic Pro 也支持另外一种 Apple Loops 文件类型。这种文件类型包含能触发音乐短
语或即兴重复音乐片段的 MIDI 音符信息。照原样，把这些 Apple Loops 类型添加到
一条音频轨道上时，音乐主题将会被播放。与将 MIDI 音符信息添加到任何 MIDI 片
段一样，当把这些 Apple Loops 类型添加到 Logic Pro 的乐器轨道上时，无论如何都
可以编辑 MIDI 音符信息。

ReCycle 文件
ReCycle（REX 和 RCY）文件是由 Propellerhead ReCycle 软件生成的。与 Apple Loops
音频文件相似，ReCycle 文件包含许多片区，并且与项目的速度相符。当导入 ReCycle
文件时，一个包含几个片段的小文件夹就被创建了，其中的片段与片区是一一对应
的。您可以像处理任何音频片段一样来处理这些片区片段。与 Apple Loops 文件不
同，ReCycle 文件不会跟随项目的调。

标准 MIDI 文件
标准 MIDI 文件 (SMF) 是 MIDI 音序器中使用的标准文件格式。它们可以读取并存储
在 Logic Pro 中。标准 MIDI 文件可能包含音符、歌词、控制器和 SysEx 数据。它们
被添加到 Logic Pro 中的 MIDI 轨道或软件乐器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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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Logic Pro 也可以导入 GarageBand（Mac 版、iPad 版和 iPhone 版）文件、
OMF Interchange 文件、AAF 文件、OpenTL 文件和 XML 文件。然而这些文件类型通
常被用来交换项目，因而超出本章范围。有关导入这些文件类型的完整详细信息，
可在项目和文件交换中找到。

在浏览器上访问媒体文件
首先您需要定位音频和其他文件，然后再将其添加到项目中。浏览器是浏览、预览
以及搜索预录制媒体的第一个端口。

备注： 尽管在浏览器上可以访问所有支持的媒体类型，您最好在循环浏览器上处
理 Apple Loops。请参阅在循环浏览器中查找 Apple Loops。

若要在“编配”窗口中访问浏览器
µ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媒体”按钮，然后点按“浏览器”标签（或使用“开关文件浏览器”

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F）。

浏览器导航
可以在两种视图间切换浏览器：  列表视图和分栏显示。

• 列表视图以列表的形式显示文件夹及文件夹内容。连按一个文件夹，以打开它。

• 在分栏显示中，文件夹内容在所选文件夹右边的新框架中显示。仅需要点按文件
夹一次，即可打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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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列表视图和分栏显示间切换
µ 点按“列表”按钮，以访问列表视图。点按“分栏”按钮，以访问分栏显示。

在浏览器中导航与使用 Mac OS X Finder 相似。所有文件类型的导航方法都相同。
书签按钮、“路径”弹出式菜单以及向前、向后按钮都可以帮助导航。

若要使用书签按钮在浏览器中导航
µ 点按书签按钮：  “电脑”、“个人”或“项目”。

• 电脑： 显示电脑内以及电脑附带的全部卷（包括硬盘、CD 或 DVD）。

• 个人： 显示个人文件夹内的所有文件夹。

• 项目： 显示项目文件夹的内容。

若要使用“路径”弹出式菜单在浏览器中导航
1 点按“路径”弹出式菜单，以显示当前文件夹或文件的路径。

2 点按“路径”弹出式菜单中的其中一个条目，以导航回先前点按的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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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导航历史记录中向前或向后查看记录
µ 点按向前或向后按钮。

在浏览器上搜索文件
“浏览器”标签有完善、快捷的搜索功能。使用“浏览器”标签，您可以在本地或是网
络附带的储存设备上查找 Logic Pro 支持的任何类型的文件。

若要在浏览器上执行基本的搜索
1 单独点按“路径”弹出式菜单（或连带点按书签按钮），确定您要搜索的内容：  特定

文件夹、整个硬盘、用户根目录和电脑等等。

将搜索限制到某个特定的文件夹或宗卷，以加快搜索的速度。

2 在“搜索”栏中键入搜索词，然后按下 Return 键。

提示： 例如，如果您在“路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Macintosh HD”，并键入“80s”，在
查看区域就会显示许多 Apple Loops 文件。

若要对搜索结果进行排序
µ 点按任何一个栏标题，以按名称、日期或大小来对文件列表进行排序。

通过拖移栏标题之间的垂直线，可以调整栏的大小。

若要清除搜索词
µ 点按搜索栏右边的小“X”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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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查看最近使用的搜索词
1 点按“搜索”栏左边的放大镜图标。

2 从菜单中选取任一搜索词，显示搜索结果。

若要清除最近使用的所有搜索词
µ 点按搜索栏左边的放大镜图标，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清除最近的搜索”。

若要执行高级搜索
1 单独点按“路径”弹出式菜单（或连带点按“电脑”、“个人”和“项目”按钮），以确定您

想要搜索的内容。

2 点按搜索栏右边的加号 (+) 图标。

此操作会展开搜索区域。扩大的搜索区域显示的弹出式菜单用来缩小或限制搜索特
定文件类型、文件格式、日期、大小和其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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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符合以下”弹出式菜单指出了您指定的所有高级搜索条件，必须满足
它们才能显示符合条件的文件。如果您想要显示符合以下一个指定条件的所有文
件，您可以将“符合以下”弹出式菜单设定为“任意”。

3 点按“文件类型”弹出式菜单，然后选取“格式”。

请注意，右边的弹出式菜单会更新（AIFF 文件被显示），以反映左边的弹出式菜单
的所选内容。

4 点按显示 AIFF 的弹出式菜单右边的“+”图标。

下面会显示更多的搜索条件弹出式菜单。

5 在搜索条件的第二行点按“文件类型”弹出式菜单，然后选取“长度”。

更新后，右边的栏和弹出式菜单显示 30.0 秒。

6 高亮显示 30.0 栏，然后键入 8。

7 现在点按搜索栏，输入搜索词，然后按下 Return 键。

显示一个更短的 AIFF 文件列表，AIFF 文件的长度为 8 秒，并且名称中包含搜索词。

若要去掉单个高级搜索条件行
µ 点按行旁边的减号图标 (–)。

如果您的搜索有点过于具体，或者没有搜到符合条件的结果，本功能就方便了。

备注： 该行仅仅是被隐藏，未被激活，而不是被彻底删除。点按该行右边的“+”图
标，可以恢复该行。

若要在显示几行高级搜索条件时返回基本搜索
µ 点按搜索栏右边的“–”图标。

将隐藏所有高级条件行。

若要恢复所有高级搜索条件行
µ 点按搜索栏右边的加号图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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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条件进一步缩小搜索范围
在浏览器中搜索特定文件比在浏览器中导航到该文件要快很多。您可以定义多达
10 行高级搜索条件，以使您的搜索更精确。搜索行提供下列条件。

附加的弹出式菜单/栏二级菜单一级菜单

输入栏包含、不包含、是、
不是、开头为、结尾
为

注释

弹出式菜单，您可以在其中选取音频、影片或
项目

是、不是文件类型

弹出式菜单，您可以在其中选取下列选
项：  AIFF、Apple Loops、WAV (BWF)、Apple
Lossless、AAC、MP3、CAF、Sound Designer I、
Sound Designer II、Logic 项目、MIDI 文件、
ReCycle、OMF 文件、AAF 文件、Open TL 文
件、XML 文件以及 Notator SL 乐曲

请注意 AIFF 格式搜索不包括 Apple Loops。

是、不是格式

• “数字”输入栏
• 附加的弹出式菜单，您可以在其中选取秒

钟、分钟和小时

是、不是、小于、大
于

长度

输入栏是、不是、晚于、早
于

修改的日期

输入栏包含、不包含、是、
不是、开头为、结尾
为

名称

弹出式菜单，您可以在其中选取下列选
项：  44.1 kHz、48 kHz、88.2 kHz、96 kHz、
176.4 kHz 或 192 kHz

是、不是、小于、大
于

采样速率

• 输入栏
• 附加的弹出式菜单，您可以在其中选取字

节、千字节、兆字节、十亿字节和千兆字节

是、不是、小于、大
于

大小

弹出式菜单，您可以在其中选取 8 位、16 位和
24 位

是、不是、小于、大
于

位长度

在循环浏览器中查找 Apple Loops
循环浏览器中仅显示 Apple Loops 格式文件。使用乐器、类型、情绪以及其他描述
符的关键词，您可以搜索 Apple Loops。也可以在循环浏览器中浏览 Apple Loops。

与标准音频循环相比较，Apple Loops 具有显著的优势：  Apple Loops 包含 Logic Pro
用于以下多种用途的附加信息，包括自动改变时间和音高、编入索引以及执行搜索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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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Loops 可能包括两种重要的数据类型：“元数据标签”和“瞬变标记”。在使用循
环浏览器的“搜索”功能时，Logic Pro 利用元数据标签来帮助定位文件。瞬变标记指
示文件中有节拍发生的地方。Logic Pro 配合使用这些信息和元数据标签，使文件的
速度和调与项目的速度和调相符合，从而保证最佳的回放质量。有了这种功能，即
使速度和调不同，您仍可以同时回放几个 Apple Loops，而且声效很好。

若要在“编配”窗口中访问循环浏览器
µ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媒体”按钮，然后点按“循环”标签（或使用“开关循环浏览器”键

盘命令，默认分配：  O）。

了解绿色 Apple Loops 和蓝色 Apple Loops
循环浏览器包含两类 Apple Loops：  标有蓝色声波图标的 Apple Loops 和标有绿色
音符图标的 Apple Loops。

这两种循环都包含音频数据，都可以包含诸如时间伸展、变调、索引和搜索的附加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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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将绿色 Apple Loops 和蓝色 Apple Loops 添加到音频轨道，也可以将它们直
接添加到空白编配区域或轨道中。在编配区域，这两种 Apple Loops 看起来像一般
的音频片段，但是通过右上角的 Apple Loops 符号，您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出它们。
与标准的音频片段不同，这两种循环要与项目的调和速度相符合。

您可以将蓝色（音频）Apple Loops 直接拖到空白编配窗口中（不带轨道），也可
以拖到现有轨道下方的空白区域中。音频轨道和相应的通道条都是自动创建的，并
且 Apple Loops 片段（即文件的总长度）放置在轨道上。另外，Apple Loops 文件被
添加到音频媒体夹，且会自动创建相应的片段。

绿色的 Apple Loops 称为软件乐器 Apple Loops (SIAL)。它们与蓝色（音频）Apple Loops
的区别在于它们同时包含 MIDI 片段加上软件乐器和效果设置。

将软件乐器 Apple Loops 置于乐器轨道之后，您可以像编辑其他 MIDI 片段（包括编
辑单个音符）一样编辑显示在编配区域中的片段。

当您将软件乐器 Apple Loops 拖到空白乐器轨道（带有空通道条）后，相应的乐器
设置和效果设置就会自动被插入。

您也可以将软件乐器 Apple Loops 直接拖到空白编配窗口中（不带轨道），或者拖
到现有轨道下方的空白区域中。乐器轨道和相应的通道条将自动创建，然后
Apple Loops 会被加载（乐器会与所有效果一起插入乐器通道，而 Apple Loops 片段
会置于轨道上）。

当您将软件乐器 Apple Loops 置于音频轨道上后，它们将作为音频片段导入（作用
就像蓝色 Apple Loops 一样）。如果绿色 Apple Loops 已添加到音频轨道，就不需
要处理加载。

备注： 如果将蓝色 Apple Loops 置于乐器轨道上，它们将不能被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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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 Apple Loops 之前设定限制
如果您的硬盘里安装了上千条循环，那么要查找某个特定 Apple Loops 文件会是一
件令人头疼的事情。幸运地是，许多选项有若干个关键标准，您可以通过这些标准
限制搜索或浏览的结果。

您可以同时使用多个标准，这将直接影响在循环浏览器中使用浏览和搜索功能得到
的结果。

若要限制循环显示，使其只显示某个特定的 Jam Pack 或其他类别
µ 从“视图”菜单中选取设置。您可以选取：

• 显示全部： 选取该默认选项，系统中所有 Apple Loops 都会被显示出来。如果您
知道某个循环已在系统中安装并被编入索引，但是不知道它属于哪个 Jam Pack，
因此无法定位该循环，“显示全部”选项会很方便。

• 我的循环： 选取此选项，会显示“~/Library/Audio/Apple Loops/User Loops/Single
Files”文件夹（~ 表示用户名称）中的所有 Apple Loops。

• 我的 Mac 上共享的循环： 选取该选项，在“/资源库/Audio/Apple Loops/User
Loops/Single Files”文件夹目录下会显示所有 Apple Loops。只有当 Apple Loops 与
系统中的 GarageBand 共享时，此设置才可见。

• GarageBand： 选取该选项，所有与 GarageBand 一起安装的 Apple Loops 都会被
显示出来。

• Jam Pack x： 选取该选项，某个特定的 Jam Pack 的所有 Apple Loops 都会被显示
出来。Jam Pack 是专业创建的类型或者是乐器专用的 Apple Loops 集，可从 Apple
公司获得。

• 厂商 x： 选取该选项，来自于某个特定的第三方厂商的所有 Apple Loops 都会被
显示出来。

• 其他： 选取该选项，通过拖移循环到循环浏览器来手工添加到循环库里的所有
循环都会被显示出来。

若要限制循环浏览器，使其仅显示特定的音阶
µ 打开“音阶”弹出式菜单，然后从“任意”、“小调”、“大调”、“都不适用”、“都适用”中选

取一个选项。

通过这些选项，在选取的类别范围内将 Apple Loops 搜索限定到所选音阶类型。例
如，如果您选择乡村、原声和悠闲音阶类型，会找到大约 20 个符合选择条件的文
件。如果您选定“小调”设置，符合条件的 Apple Loops 可能会减少到 10 条，这会让
您很快试听并选定最合适的材料。

若要限制循环浏览器，使其仅显示特定的拍号
µ 从“拍号”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拍号。

浏览 Apple Loops
循环浏览器中有三种可用的浏览视图：  分栏显示、音乐视图和声音效果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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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浏览视图间切换
µ 点按循环浏览器右上角的其中一个视图按钮。

点按左按钮激活分栏视图；点按中间按钮激活音乐视图；点按第三个按钮激活声音
效果视图。

音乐视图显示有 54 个按钮的矩阵，每个按钮代表一个与音乐有关的类别。声音效
果视图提供与效果相关的类别按钮，例如“爆裂声”、“动效”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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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栏显示提供标准的 Mac OS X 分栏文件目录，该目录按层次将搜索标准分为“全
部”、“按类型”、“按乐器”、“按情绪”和“收藏”。

若要在分栏显示中浏览 Apple Loops
1 点按左边栏中显示的任何类别的文件夹。

在本例中，选取“按类型”。

2 在第二栏中点按“电子乐”。

3 在第三栏中点按“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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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括号内的值表示此子类别（节拍）的文件数量。子类别中的文件被显示在下面的
文件列表中。

若要在音乐和声音效果视图中浏览 Apple Loops
1 点按任一类别按钮。

所有属于所选取类别的 Apple Loops 都被显示在文件列表中。符合条件的文件的数
量将显示在循环浏览器的底部。

2 点按另一个类别按钮。

文件列表更新后，显示属于两种类别的所有 Apple Loops。

3 点按其他类别按钮，以进一步将分类精确化。

符合（吉他、原声和乡村音乐）所有三个标准的文件数量将会进一步减少。

备注： 再次点按任何选取的类别按钮，可以取消选择该按钮。

由此例可知，使用多个类别按钮很容易限制显示在文件列表中 Apple Loops 的数量。
这样，依次查找符合特定条件或风格的 Apple Loops 就变得更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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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清除所有的类别选择
µ 点按“还原”按钮，以清除所有所选类别按钮。

当您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任一类别按钮时，可以借助打开的快捷键
菜单替换显示的类别。

若要自定音乐或声音效果视图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任一类别按钮，然后选取：

• 类型： 该子菜单提供摇滚/蓝调和电子乐等音乐类别。

• 乐器： 包括贝司、FX、嗓音、纹理、过场音乐等其他设置。

• 描述符： 此子菜单中的项目涵盖了 Apple Loops 的基调，包括低沉、轻松、音乐
套路等等。

试听 Apple Loops
不管您用什么浏览（或搜索）方式查找 Apple Loops，您都可以在循环浏览器中预
览结果。

若要试听 Apple Loops
1 在“搜索结果”列表中点按任一文件名称。

开始自动持续循环播放。

2 点按另一个文件名称，它将开始回放。

正在播放的 Apple Loops 文件将停止。一次只能试听一个 Apple Loops 文件。

若要调整回放音量
µ 拖移文件查看区域底部的电平推子。

若要调整回放调
µ 打开文件查看区域底部的电平推子右边的“播放方式”弹出式菜单，然后选取一个

调。

默认为项目的调，但是您可以选取原始调、C 调或 B 调来试听循环。

若要停止回放
µ 点按所选 Apple Loops 文件名称左边的扬声器图标。

285第 11 章 添加预录制媒体



对 Apple Loops 进行排序
您可以使用以下类别来对 Apple Loops 搜索或浏览结果进行排序：

• “名称”栏： 按名称显示 Apple Loops。

• “速度”栏： 按速度显示 Apple Loops。

• “调”栏： 按调显示 Apple Loops。

• “节拍”栏： 按节拍显示 Apple Loops。

• “符合以下”栏： 在项目速度和 Apple Loops 原始速度之间按相符百分比显示
Apple Loops。例如，如果项目速度为 104 bpm，则原始速度为 100 bpm 的
Apple Loops 的符合度为 94%。

• “收藏”栏： 为标记为“收藏”的 Apple Loops 显示活跃的注记格，从而成为“收藏”类
别的一部分。

若要对循环浏览器的结果进行排序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点按任一栏标题，以根据该栏的类型对结果列表进行排序。

µ 点按任一所选栏标题上的箭头，以按升序或降序（字母、速度、调、节拍、相符百
分比或收藏的顺序）排列列表。

提示： 您可以通过左右拖移栏名称字段，来随意交换栏位置。拖移分隔栏名称字
段的垂直线，可以调整栏宽度。

创建个人 Apple Loops 收藏
“收藏”栏为每个显示的循环都提供了注记格。只需选择此框以将循环添加到“收藏”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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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功能非常适于编辑您常用的一系列 Apple Loops。如果您是一个舞曲制作者，您
可能经常要从鼓循环开始创建项目。您可能想拥有基本的 four on the floor 脚鼓模
板音符、八分或十六分音符踩镲以及两拍或四拍小军鼓或拍手模板音符等等。收藏
这些循环作为音乐摸板套件使用，至少在您创建 shell arrangement 时会用到。

虽然这些循环在项目进行中很容易进行替换或添加，但是使用收藏可以为许多乐曲
创作提供一个良好的开始点。

搜索 Apple Loops
使用 Apple Loops 的名称或部分名称，可以在搜索栏中查找 Apple Loops。搜索栏可
以与浏览 Apple Loops 之前设定限制中讨论的选项同时使用。

若要搜索 Apple Loops 文件
µ 在搜索栏中输入搜索词，并按下 Return 键。

搜索词可以按字母或数字排序。所有与搜素词匹配的文件都将显示在文件列表中。

右边的“取消”按钮（一输入文字，该按钮就会出现）可以清除所有键入的文字。“取
消”按钮也会清除搜索历史。

左侧的“搜索”菜单（放大镜）将保留最近使用的搜索词的历史记录。点按此菜单可
以选择以前用过的搜索词。

添加并移走音频文件
使用本节介绍的方法，您既可以将音频直接添加到编配区域，也可以将音频添加到
音频媒体夹。

• 音频媒体夹就像一个中央仓库，不管音频文件会不会在编配区域被使用，所有添
加到项目中的音频文件都会被储存在音频媒体夹内。即使不是所有文件都会在最
后的制作中被用到，音频媒体夹可以将所有与项目有关联的文件保存在同一个位
置，因此很有用。

• 添加音频文件到编配区域后，它们会被自动添加到音频媒体夹中，而且在编配过
程中它们会作为音频片段出现。音频片段有一默认长度，可以容纳整个音频文
件。在编配区域中，您可以调整音频片段的大小、剪切并移动音频片段。

本部分中概述的所有方法都可用于导入 WAV、AIFF、CAF、MP3、SDII、AAC、Apple
Lossless 和 Apple Loops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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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添加到编配区域后，Apple Loops 提供了一些特性。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了
解绿色 Apple Loops 和蓝色 Apple Loops。

您应该区别处理 ReCycle 文件。请参阅在项目中添加 ReCycle 文件。

将音频文件添加到编配区域
使用下面任何一种方法，可以将音频文件直接添加到编配区域中：

• 按住 Shift 键并使用铅笔工具点按编配音频轨道的任何位置。

• 使用“导入音频文件”命令。

• 在浏览器、音频媒体夹或循环浏览器（或 Mac OS X Finder）中定位（浏览或搜
索）特定的文件名称，然后将它们拖到编配区域。在浏览器中连按文件名称，会
将该文件添加到当前所选编配轨道的播放头上。

若要使用铅笔工具将音频文件添加到编配区域
1 在编配区域中选择铅笔工具。

2 按住 Shift 键在适当的编配区域位置点按音频轨道。

3 在“打开文件”对话框中，浏览并选择您想要插入的文件。

4 点按“播放”按钮，以试听所选音频文件。

“播放”按钮将被重新命名为“停止”。点按“停止”按钮，以暂停回放。

5 在编配区域点按“打开”按钮，将文件添加到所选轨道。在该轨道上，文件位于点按
的位置。

若要使用“导入音频文件”命令将音频文件添加到编配区域
1 在编配区域选定一条音频文件。

2 选取“文件”>“导入音频文件”（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3 在“打开文件”对话框中，浏览并选择您想要插入的文件。

4 点按“播放”按钮，以试听所选音频文件。

“播放”按钮将被重新命名为“停止”。点按“停止”按钮，以暂停回放。

5 在编配区域点按“打开”按钮，将文件添加到所选轨道。在该轨道上，该文件处于播
放头的位置。

若要通过拖移将音频文件添加到编配区域
µ 将文件从浏览器、循环浏览器或 Finder 中直接拖到编配区域的音频轨道上。

可以将音频文件拖到所有类型的轨道上，但是您只能回放音频轨道上的音频文件。

备注： 将音频文件直接拖到空白编配窗口（不带轨道），或拖到现有轨道下方的
空白区域。一条音频轨道和相对应的通道条被自动创建，同时一个音频片段（即文
件的总长度）被置于轨道上。另外，该文件被添加到音频媒体夹，同时相应的片段
被自动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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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通过拖移将多个音频文件添加到编配区域
1 在音频媒体夹、Finder 或浏览器中，按住 Shift 键点按连续的文件，或按住 Command

键点按非连续的音频文件。

2 将音频文件拖到编配区域位置，然后释放鼠标键。

备注： 如果在音频媒体夹中添加文件，您也可以使用“音频文件”>“将文件添加到编
配窗口”菜单项。播放头的位置决定首个音频片段的创建位置。

3 在“将选定的文件添加到编配窗口”对话框中选定下面任一选项：

• 创建新轨道： 为每个拖移的文件创建新轨道（和音频通道条）。

• 使用现有的轨道： 从当前所选轨道开始，按顺序将拖移的文件（作为片段）置
于现有的轨道上。例如，如果将三个音频文件拖到编配区域（在已选择轨道 4 的
情况下），则第一个文件将被置于轨道 4 上，后面的两个文件分别被置于轨道 5
和轨道 6 上。

• 将所有文件置于一条轨道上： 所有文件将按顺序（一个接一个地）放置于所拖
到的轨道上。

• 将音频文件名称拷贝为轨道名称： 使用文件名称给轨道重新命名。只有与“创建
新轨道”和“使用现有轨道”功能同时使用，该选项才可用。

• 创建新音频片段： 将文件添加到编配区域，然后为每个文件创建一个新音频片
段。在编配区域中，每个音频片段都将被追加一个数值，同时在音频媒体夹中，
会为每个文件创建一个新片段。例如，一个名为“民歌-04”的片段会变成名为“民
歌-04.1”的新片段。原片段会保留在音频媒体夹中（如果使用了编配区域，也会
保留在编配区域中）。

添加并移走项目音频文件
音频媒体夹就像一个中央仓库，不管音频文件会不会在编配区域被使用，所有添加
到项目中的音频文件都会被储存在音频媒体夹内。即使不是所有文件都会在最后的
制作中被用到，音频媒体夹可以将所有与项目有关联的文件保存在同一个位置，因
此很有用。

上述所有添加音频文件的方法都会自动地把文件置于音频媒体夹中。对于将文件直
接添加到编配区域的方法，在音频媒体夹中会自动创建一个与文件有关联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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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媒体夹也提供一些功能，使您既可以将文件添加到项目（音频媒体夹）中，也
可以将音频媒体夹中的文件添加到编配区域。

若要使用浏览器或 Finder 将音频文件添加到项目
1 在 Finder 或浏览器中，按住 Shift 键并连续点按文件，或用命令非连续性地点按音

频文件。

2 将文件拖到音频媒体夹中，然后释放鼠标键。

备注： 如果从浏览器中添加文件，您也可以在操作菜单中选取“将选定的音频文件
添加到媒体夹”。

若要使用音频媒体夹将一个或多个文件添加到项目
1 选取“音频文件”>“添加音频文件”（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F）。

此时会在下面打开一个对话框。

2 浏览并选择一个音频文件。

点按“播放”按钮，您可以试听音频文件。

3 点按“添加”按钮。

文件就显示在文件查看区域的下方。

4 浏览并选定另一个音频文件，然后点按添加按钮。

5 重复上面的步骤，直到所有您想要的文件都被列在文件查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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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不小心添加了一个文件，在文件查看区域选定该文件，然后点按去掉按钮。

备注： 选定文件夹并点按“全部添加”按钮，可以将所有文件添加到文件夹中。如果
不小心添加了错误的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按下“全部去掉”按钮，可以将它们从列
表中去掉。但是这样并不能将它们从硬盘中移走。

7 点按“完成”，将所选文件添加到音频媒体夹。

备注： 已经添加到音频媒体夹的文件呈灰色显示，不能选择。这样可以避免混淆
和重复。

若要从当前项目中去掉一个或多个文件
1 在音频媒体夹中选择文件名称。

2 按下 Delete 键。

这将从项目中删除文件，但不会从硬盘中删除。您只能在音频媒体夹中将音频文件
从项目中彻底去掉。（使用橡皮工具，按下 Delete 键）将音频片段从编配区域去
掉，并不能将其从项目中去掉：这样仅会去掉音频文件的参考。

警告： 若要特别慎用“音频文件”>“删除文件”命令（或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ntrol-Delete）。这不仅会将所选文件从项目中删除，而且还会将其从硬盘
中删除。删除的音频文件被移到废纸篓，它们会保留在那里，直到您清空废纸篓。

导入压缩的音频文件
Logic Pro 可让您直接回放下列格式的压缩音频文件：

• AAC

• 压缩格式：  MPEG-4 AAC

• 采样速率：  8 kHz、11.025 kHz、12 kHz、16 kHz、22.05 kHz、24 kHz、32 kHz、
44.1 kHz、48 kHz、64 kHz、88.2 kHz 或 96 kHz

• MP3

• 44.1 kHz 文件

• 立体声文件以 48 或更高的 kbps 编码，单声道文件以 32 或更高的 kbps 编码

• iTunes/Logic 编码文件

• Apple Lossless 文件

将这些文件导入 Logic Pro 时，它们不能自动转换。将压缩音频文件添加到编配区
域后，会创建一个包含完整音频文件的片段。在编配区域，您可以像编辑一般的音
频片段一样编辑此片段：您可以剪切片段、使片段形成循环、给片段重新命名等
等。

备注： 不能让压缩音频文件产生渐变，也不能破坏性地编辑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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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以下符号表示指向压缩音频文件的音频片段：

若要转换压缩的 AAC、MP3 和 Apple Lossless 音频文件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编配区域中，选择指向音频文件的音频片段，然后在本地编配区域菜单中选取
“音频”>“将片段转换成新的音频文件”（或使用“将片段转换成新的音频文件”键盘命
令，默认分配：  Option-Command-F）。

音频片段跨越的那部分音频文件被转换为一个新音频文件。

µ 在音频媒体夹中，选择音频文件，然后在本地音频媒体夹菜单中选取“音频文件”>“拷
贝/转换文件”（还可通过按住 Control 键点按音频媒体夹，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实现）。

重要事项： 在 Logic Pro 上不能打开受 DRM（数码版权管理）方案保护的压缩音频
文件。根据从 iTunes Store 购买的音乐类型，您可以选择购买不受 DRM 保护的乐
曲。某些乐曲只能在受 DRM 保护的格式下使用，而其他乐曲在受保护或不受保护
的格式下均可使用。

概览计算
在项目中添加音频文件后，Logic Pro 会自动创建该音频文件的概览。概览是用于显
示波形的图形文件。

音频文件概览数据的计算被显示于一个窗口内。计算在后台进行，您可以继续在
Logic Pro 中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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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更快的概览计算”选项能显著加快计算的速度，但同时其他运算速度会减慢，
但是这不会完全阻断用户的互操作。Logic Pro 会记住不同项目间的“更快的概览计
算”选项的状态。

在已经“替换”文件录音（和用过的片段）或在外部样本编辑器中编辑过的情况下，
您可以手动刷新所选文件的概览，步骤为“选项”>“音频”>“刷新概览”。

在项目中添加 ReCycle 文件
ReCycle 是由制造商 Propellerhead 提供的一个软件应用程序的名称，主要用来编辑
和生成循环文件（来回重复的音频文件）。使用可以导入的特殊文件格式，并可以
直接为 Logic Pro 所用，或者 ReCycle 文件也可以转换为 Apple Loops。

备注： 在 Logic Pro 中使用 ReCycle 文件时，您需要安装 REX Shared Library ©
Propellerhead 软件。有关 ReCycle 文件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Propellerhead 网站。

Logic Pro 可以导入以下格式的 ReCycle 文件：

• 旧的 ReCycle 文件： 这些文件带有后缀 .rcy。文件类型缩写为 RCSO。

• 旧的 ReCycle 导出文件： 这些文件带有后缀 .rex。文件类型缩写为 REX。

• ReCycle 2.0 文件： 这些文件带有后缀 .rx2。文件类型缩写为 REX2。

若要在编配区域导入 ReCycle 文件
1 执行下列一个过程，以选择您想导入的 ReCycle 文件：

• 选取“文件”>“导入音频文件”并选定一个 ReCycle 文件，而非 AIFF、SDII、MP3 或
WAV 音频文件。

• 按住 Shift 键并使用铅笔工具点按音频轨道，然后选择 ReCycle 文件。

• 将一个 ReCycle 文件从 Finder 拖到一条音频轨道上。

2 在“导入 ReCycle 文件”对话框中选取设置，然后点按“好”。

• 不解决： 导入文件并保持原文件不变。文件所有的片区会重叠，以与 Logic Pro
的速度相符。

• 添加轨道： 跨多条音频轨道分配片段，这样您就可以随意调整位置或者删除片
段。“附加音频轨的数目”栏确定用于片段分配的轨道数。这些轨道是除 ReCycle
文件被添加到的原始轨道之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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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渐入渐出： 该文件所有的片段都导入到同一轨道，并且是自动进行交叉渐
入渐出的。交叉渐入渐出长度由显示在“交叉渐入渐出长度”栏的值（以毫秒为单
位）确定。

• 渲染到单个文件： 此功能将所有 ReCycle 片段写入单个音频文件。当前的 Logic Pro
项目速度用于渲染过程。

• 渲染为 Apple Loops： 将 ReCycle 文件导入为 Apple Loops 文件。

如果未将 ReCycle 文件作为 Apple Loops 或音频文件导入，Logic Pro 会在折叠夹轨
道上创建一个 ReCycle 文件折叠夹。该文件夹包含合适位置的 ReCycle 文件的片段
（您可以视它们为文件夹内的微型片段）。

每个片段都参考同一个音频文件，该音频文件可在音频媒体夹中找到。

备注： 如果将 ReCycle 文件折叠夹移到另一个音频轨道，音频通道条的目的位置
（折叠夹内轨道的）不会相应地改变。如果要听到 ReCycle 音频数据，您需要手动
打开折叠夹，并更改音频通道条的目的位置。

若要将 ReCycle 文件转换为 Apple Loops 文件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ReCycle 文件导入”对话框中使用“渲染为 Apple Loops”选项。

µ 在浏览器的“工具”菜单中选取“将 ReCycle 文件转换为 Apple Loops”命令。

在 Logic Pro 和 ReCycle 之间移动音频
不用文件选择器对话框，您也可以将数据从 Logic Pro 转移到 ReCycle，反之亦然。

若要将音频片段拷贝到夹纸板以便在 ReCycle 中使用
1 在编配区域选定一个音频片段。

2 在“编配”菜单中选取“音频”>“拷贝为 ReCycle 循环”。

所选音频片段数据就被拷贝到夹纸板中。

3 在 ReCycle 中使用“粘贴为新文稿”命令，以创建一个新 ReCycle 文稿（包含在编配区
域中的所选音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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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转移音频片段的大小应限制在 10 MB 之内，10 MB 对大多数 ReCycle 循环来
说已经够大（例如，对于一个 8 小节，四四拍，即每分钟 70 节拍的立体声循环来
说，其占据的空间大约为 5 MB。）

若要将 ReCycle 循环从 ReCycle 粘贴到编配区域
1 在 ReCycle 中使用“拷贝循环”命令。

这样，可以将 ReCycle 中当前编辑的循环拷贝到夹纸板。

2 在“编配”菜单中选取“音频”>“粘贴 ReCycle 循环”，以将此循环粘贴到编配区域。

结果与 ReCycle 文件导入选项相同。

添加 MIDI 文件和项目文件
您也可以在编配区域中添加 MIDI 文件和项目文件（例如 OMF 交换、AAF、打开 TL
和 XML 文件）。然而这些文件类型通常被用来交换项目，因而超出本章范围。有
关导入这些文件类型的完整详细信息，可在项目和文件交换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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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音频或 MIDI 文件添加到或录制到编配区域时，它们显示为片段。本章介绍音频
片段和 MIDI 片段之间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并提供了关于片段处理的高级信息。有
关使用片段创作歌曲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编配。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什么是片段？ (第 297 页)

• 比较 MIDI 片段和音频片段 (第 299 页)

• 在音频媒体夹和样本编辑器中处理片段 (第 301 页)

什么是片段？
编配区域中的音频和 MIDI 数据处理非常相似，都是通过称为片段的矩形块。这些
块是数据的图形显示。音频片段表示音频数据。MIDI 片段表示 MIDI 数据。

音频片段和音频文件
音频片段仅表示（指向）关联的音频文件。音频片段只用作回放标记（开始点和结
束点），其可以与整个音频文件等长或只有几秒钟长，仅播放（片段）开始和结束
标记包含的一小部分音频文件。

在 Logic Pro 中使用的任何音频文件（已添加到项目，因此也位于音频媒体夹中）
至少自动链接到一个默认为整个音频文件长度的音频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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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片段包含一个称为定位符的时间参考点。移动音频片段时，在帮助标记（与
MIDI 片段相同）中显示的不是开始点，而是定位符点。

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创建多个音频片段。举例说明此功能的用途，假设项目中运行有
现场立体声鼓轨道。在第二次合声中，鼓手的演奏非常完美，但是在其他合声部分
中不太整齐。

Logic Pro 可让您创建一个指向整个（鼓轨道）音频文件第二个合声部分的音频片
段，并将此完美片段放置在项目中的多个位置。

若要这样做，请创建一个音频片段（指向鼓轨道音频文件的第二个合声部分），然
后在编配区域中将其拷贝到该合声出现的每个位置。

使用音频片段而不是音频文件的一个主要好处在于其占用很少的内存，但音频文件
相同部分的多份副本则需要大量硬盘储存空间。

当然，可以直接编辑、拷贝、移动和管理音频文件。可以在样本编辑器和音频媒体
夹中完成此操作。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音频文件。

MIDI 片段和事件
MIDI 片段实际上包含了 MIDI 数据事件。它们与外部文件中储存的信息没有关联。
MIDI 片段可以存储为单个文件，但通常还可以与 Logic 项目一起储存。

MIDI 片段中储存的 MIDI 数据事件可包括音符、控制器、系统专用信息及其他信息。
这些数据事件表示已录制或导入到 Logic Pro 中的 MIDI 演奏。MIDI 演奏一般是用
MIDI 键盘创建的，当然也可以用 MIDI 控制器、MIDI 吉他、电脑键盘或鼠标生成。

通过处理包含 MIDI 数据事件的 MIDI 片段，可以对这些事件进行组操作。在“检查器
片段参数”框中进行的此类操作包括移调、量化、延时等。

还可以编辑 MIDI 片段内的单个事件。通过打开 Logic Pro 中提供的任一 MIDI 编辑器
中的片段来完成编辑。这些编辑器使您可以精确改变 MIDI 音符事件的位置、长度
和音高。也可以采用不同方式改变其他 MIDI 事件类型。还可以使用 MIDI 键盘、鼠
标或电脑键盘在这些编辑器中输入 MIDI 数据。

文件夹片段
文件夹是包含其他片段的片段，与 Finder 中包含其他文件夹或文件的文件夹类似。

形象说明文件夹的一种方法是将其作为项目中的项目。文件夹可以包含尽可能多的
包含片段的轨道以满足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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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夹位于在轨道列表中分配给文件夹的轨道，而不是某个乐器或音频轨道。文件
夹片段看起来与 MIDI 片段类似，但文件夹名称前有一个文件夹图标。

文件夹打开时看起来就像是项目的编配区域和轨道列表。

替身和克隆片段
可以为 MIDI 片段和文件夹片段创建替身。MIDI 或文件夹片段替身与 Finder 中的替
身类似。其看起来像一个片段，但不包含实际数据。替身只是原始片段数据的引用
（原始片段的虚拟“映像”）。由于名称采用斜体字，因此非常容易识别。

如果原始（来源）片段中的数据发生改变，则会立即影响片段的所有替身。但是，
每个替身均具有独立片段参数。

可以为音频片段创建克隆（按住 Option-Shift 并拖移）。克隆与 MIDI 片段替身类
似，不同之处在于调整任何克隆片段的开始点或结束点会以相同方式影响所有其他
克隆片段。对来源片段的调整不会影响克隆。

当然，也可以创建音频片段的独立拷贝（按住 Option 键并拖移），从而在不影响
来源片段其他拷贝的情况下对其做出调整。

有关进一步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编配。

比较 MIDI 片段和音频片段
以下概览总结了音频片段和 MIDI 片段之间的主要差别。

音频片段MIDI 片段特点

否。音频片段只是对音频文件部分的引用。是由离散数据组成

是是可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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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片段MIDI 片段特点

是，用于启用了伸缩的音频片段。是“量化”参数可用

是，用于启用了伸缩的音频片段。是Q -“摇摆”参数可用

是是“循环”选项可用

否，但可以使用 Time Machine 和音高移位功能
（在样本编辑器和“编配”窗口中）。可以对音
频 Apple Loops 进行变调。

是“变调”参数可用

是是“延迟”参数可用

否是“力度”参数可用

是否“增益”参数可用

否是“动态”参数可用

是否“淡入”/“加速”参数可用

否是“门时间”参数可用

是否“曲线”参数可用

否是“片段长度”参数可用

是否“渐变”/“减速”参数可用

否是“乐谱”参数可用

是否“跟随速度”参数可用

是是可以自由定位

是，此操作影响音频片段，但不影响音频波形
相对于音序器时间轴的位置。

是左角或右角编辑

是，创建新音频片段。是可以使用“剪刀”工具剪
切

是，这些称为克隆（音频）片段，以区分替身
(MIDI) 片段。

是可以由替身组成

是否可以拖移左角来隐藏
开始数据。

是，具有可变定位符。此定位符影响从指定音
频文件导出的所有片段，并且可以改变音频相
对于音序器时间轴的位置。

否具有可变音乐参考点

是是可以使用静音功能关
闭

是是可以放在文件夹中

是是可以独奏

通常，可以应用于 MIDI 事件的检查器回放参数（例如“变调”）对音频信号没有影
响。针对这些参数的大多数等效操作在样本编辑器中用作破坏性编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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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例如自由确定位置和长度，在文件夹的帮助下创建复杂编配的功能，以
及命名、静音和独奏的功能）通常可以用于所有片段类型（MIDI 片段、音频片段、
文件夹片段或这些片段的拷贝，以及替身或克隆片段）。

在音频媒体夹和样本编辑器中处理片段
可以使用音频媒体夹管理片段以及对与音频文件相关的片段（或多个片段）进行粗
略编辑。音频媒体夹中的图形显示进行了优化，以快速且简单地组织音频文件和片
段。

在音频媒体夹中，定位片段开始和结束标记或定位符的最佳精度限制为 256 个样本
步长。此步长通常符合要求，特别是在打开“编辑”>“将编辑吸附到过零点”时。

但是，有时需要进行非常精确的调整（精确至单个样本文字级别）。鼓循环就是一
个例证。样本编辑器最适合此类精确编辑任务。

若要针对特定片段打开样本编辑器
µ 连按音频媒体夹或编配区域中的片段。

样本编辑器随即打开，同时选定整个片段。

在音频媒体夹中管理片段
音频媒体夹列出了已添加到或录制到项目中的所有音频文件和片段。

本节介绍“音频媒体夹”标签和“音频媒体夹”窗口中提供的片段处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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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音频媒体夹的音频文件操作和选项在管理音频文件中讨论，本节只介绍一
些基本知识。

由于不会遮盖工作空间，因此音频媒体夹标签是将文件快速添加到编配区域的理想
选择。每个音频文件都显示一个指示条，表示文件的总长度。指示条中的彩色区域
表示片段长度。不能在“音频媒体夹”标签中执行诸如调节音频文件内的片段大小或
移动片段之类的任务。如果需要进行这些类型的调整，请使用“音频媒体夹”窗口。

可以自由调整音频媒体夹窗口的大小，并且以波形形式显示音频文件。音频文件中
的片段被高亮显示。有关文件的进一步详细信息（包括完整文件路径）显示在音频
媒体夹窗口中。该窗口还显示包含“剥离无声”命令的“选项”菜单。

总之：

• “音频媒体夹”标签最适合处理诸如在创建编配时添加音频文件和片段之类的任务。

• 音频媒体夹窗口也是进行音频文件和片段管理任务的首选。

若要打开“音频媒体夹”标签
µ 在“编配”窗口的媒体区域中点按“音频媒体夹”标签（或使用“开关媒体夹”键盘命令，

默认分配：  B）。

若要打开“音频媒体夹”窗口
µ 选取“窗口”>“音频媒体夹”（或使用“打开媒体夹”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mmand-9）。

若要查看与音频文件相关的片段
µ 点按音频文件名称旁的显示三角形。

302 第 12 章 了解片段



所有片段都列在父音频文件名称下面。

• 编配区域中使用的片段由片段名称右侧的彩色指示条指示。指示条的颜色来自编
配片段的颜色。片段的长度（彩色部分）与音频文件指示条成比例显示。

• 编配区域中未使用的片段显示为灰色。

若要查看音频媒体夹中的所有片段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视图”>“显示所有片段”（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µ 按住 Option 键并点按任一音频文件旁的显示三角形。

随即显示音频媒体夹中所有音频文件的所有片段。

选取“视图”>“隐藏所有片段”（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或再次按住 Option 键并
点按任一音频文件显示三角形来隐藏所有片段。

若要对音频文件的片段进行排序
µ 选择音频文件，然后选取“视图”>“片段排序方式”：

• 开始点： 根据片段在音频文件中的时间位置排序。

• 长度： 根据片段各自的长度排序。

• 名称： 按字母顺序排列片段。此方式为默认设置。

若要在“音频媒体夹”窗口中更改片段的长度显示
µ 在“视图”>“显示长度为”菜单中选取以下设置之一：

• 无： 不显示长度。

• 分：  秒：  毫秒： 以小时、分钟、秒和毫秒的形式显示片段的绝对时间。

• 样本： 显示片段中样本文字的编号。

• SMPTE 时间： 显示 SMPTE 长度，与绝对时间的不同之处在于使用帧和位代替毫
秒。

• 小节/节拍： 以音乐单位显示片段：  小节：  节拍：  等份：  音位。如果项目速
度、拍号或等份设置发生变化，则自动重新计算显示。

若要检查片段在编配中的使用次数
µ 选取“视图”>“显示片段使用次数”。

创建和删除片段
将音频文件添加到项目时，Logic Pro 会自动创建一个包含整个文件长度的片段。可
以根据需要从同一音频文件创建多个片段。片段没有长度限制，只要其超过来源音
频文件的长度即可。

从同一音频文件创建多个片段可以用于多种任务，例如使用跨越项目长度的声部的
不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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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音频媒体夹、样本编辑器和“编配”窗口中创建片段。本节重点介绍音频媒体
夹和样本编辑器的选项。

备注： 有关所有“编配”窗口片段编辑选项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编配。

若要在音频媒体夹中从音频文件创建片段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音频媒体夹中选择音频文件，然后选取“音频文件”>“添加片段”（或使用“添加片
段”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R）。

µ 在主菜单栏中选取“编辑”>“拷贝”(Command-C)，然后选取“编辑”>“粘贴”(Command-V)。

新片段将出现在列表中现有片段的下面。

每个片段都分配了唯一的数字后缀。例如，organ.wav 为父音频文件。自动创建的
片段叫做 organ，新创建的片段叫做 organ.1，organ.2，以此类推。

若要在样本编辑器中从音频文件创建片段
µ 选取“编辑”>“创建新片段”(或按下 Command-R)。

新创建的片段将出现在音频媒体夹列表中。

若要从音频媒体夹中删除片段
µ 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然后按下 Delete 键。

去掉片段不会删除父音频文件。

若要从当前项目去掉音频文件
1 在音频媒体夹中选择音频文件名称（不是片段名称）。

2 选取“音频文件”>“删除文件”（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这样可以从项目中删除文件，但不能从硬盘中删除。

警告： 如果编配区域中存在任何被删除的片段，这些片段也会被删除。因此，删
除片段（或父音频文件）时必须小心。但是，如果无意中删除了某个需要的片段，
“撤销”功能一直是可用的。

试听音频媒体夹中的片段
以下概述的回放模式仅适用于音频媒体夹中的片段（当窗口具有键盘焦点时），对
项目回放无影响。

若要播放整个片段
1 高亮显示列表中的片段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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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音频媒体夹”底部的“试听”按钮，然后从快捷键
菜单中选取选项：

• 自动选择通道条： 指定给所选编配轨道的音频通道条会用于回放。

• 试听通道条： 环境的“试听”通道条会用于回放。您可以访问环境调音台层中的
“试听”通道条。它位于最高编号的音频通道条右侧。

3 点按“试听”按钮（或按下空格键）以开始回放。

4 再次点按“试听”按钮（或按下空格键）以停止回放。

若要循环片段回放
µ 点按音频媒体夹底部的循环回放按钮（带有循环箭头符号）。再次点按此按钮停止

循环回放。

若要从“音频媒体夹”窗口中的特定位置播放片段
µ 使用鼠标点按并按住片段显示中的片段。

一个扬声器图标会代替鼠标。

随即在点按位置开始回放。此操作允许您播放特定部分。释放鼠标按键随即停止回
放。

备注： 此功能仅在“音频媒体夹”窗口中可用。

调整片段大小
可以在“音频媒体夹”窗口、样本编辑器和“编配”窗口中调整片段大小。本节重点介
绍音频媒体夹和样本编辑器的选项。

备注： 有关所有“编配”窗口片段编辑选项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编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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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音频媒体夹”窗口中调整片段的大小
µ 点按并按住左或右片段边界的下部三分之一处，然后向左或向右拖移。

若要精确调整片段大小
µ 如果需要准确调整，请在样本编辑器（而不是音频媒体夹）中拖移片段的开始点或

结束点。确保关闭了样本编辑器中的“编辑”>“将编辑吸附到过零点”。（请参阅将编
辑吸附到过零点。）

样本编辑器波形显示下边缘的小标记提供对片段边界的直接访问。

将编辑吸附到过零点
如果“编辑”>“将编辑吸附到过零点”处于打开状态，对片段开始或结束位置的调整将
会吸附到波形穿越零轴的最近点。换言之，样本（例如鼓循环）中有一些与样本中
的其他点水平相当的交叉点。如果极其相符的两个点用作样本的开始点和结束点，
则循环回放时音频中不会出现明显干扰。

调整开始点时，系统会扫描选定点之前的区域以寻找一个平滑的交叉点。调整结束
点时，系统会扫描片段后的区域以寻找一个平滑的交叉点。

若要将音频编辑吸附到过零点
1 点按音频媒体夹或样本编辑器的标题栏使窗口具有键盘焦点。

2 选取“编辑”>“将编辑吸附到过零点”（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备注： 可以单独设置样本编辑器和音频媒体夹的“将编辑吸附到过零点”选项。

移动音频文件中的片段
还可以在“音频媒体夹”窗口中移动音频文件内的整个片段。

若要移动音频文件中的片段区域
1 将指针放在片段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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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指针变成双向箭头时，向左或向右拖移片段。

备注： 如果想要在不移动定位符的情况下调整片段边界，请在操作时按住 Option
键。此方法适用于移动开始点或结束点，以及移动整个片段。

编辑音频片段锚点
定位符是音频片段的时间参考点。移动音频片段时，在帮助标记（与 MIDI 片段相
同）中显示的不是开始点，而是定位符点。

在大多数情况中，定位符应位于振幅峰值处，而不是声音的启音相位。一个很好的
例子就是铜管乐器的录音，它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达到峰值。将定位符移到峰值会强
制片段吸附到编配网格，并将定位符作为轴旋转点。灵活的缩放设置可让您在使用
最高放大系数时精确达到每个位的层次。

例如，为了保证一个小节鼓循环和 MIDI 片段之间完美同步，定位符必须分配到精
确定义的音乐点。如果循环以较高峰值开始（如脚鼓节拍），则将定位符设定到节
拍音量正好处于精确峰值的点。

每次录制音频或添加音频文件时，定位符和片段开始点始终处于音频文件的开头。
移动片段开始点时也会移动定位符，因为定位符不能位于片段开始位置之前。

您可以在“音频媒体夹”窗口和样本编辑器中编辑片段的定位符。定位符用片段波形
下面的黑色指示器表示（在样本编辑器中为橙色）。

若要在样本编辑器或“音频媒体夹”窗口中移动定位符
µ 抓取片段下面的小指示器，然后移动定位符。

对定位符点的任何修改均会改变音频片段在项目中的相对位置。如果片段的开始点
为定位符的默认位置，则在修改片段开始点时务必小心。

移动结束位置时保护定位符点
如果将片段的开始点或结束点移过定位符点，则定位符点也会移动。您一定不希望
这种情况经常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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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结束标记时按住 Option 键来防止定位符移动。

备注： 定位符不能位于片段开始点左侧（之前），因此将片段开始点拖移过定位
符（右侧）时定位符也会移动，即使按下 Option 键。

更新音频片段编配位置
在样本编辑器中修改定位符点时，可以使用“补偿片段位置”功能来确保给定音频片
段的位置停留在编配中的同一位置。

若要打开或关闭“补偿片段位置”功能
1 点按样本编辑器的标题栏，以确保其具有键盘焦点。

2 选取“编辑”>“补偿片段位置”。

• 如果“补偿片段位置”处于活跃状态，则移动定位符将不会改变可聆听的效果。在
样本编辑器中移动定位符的结果与在编配区域中拖移片段开始位置的结果相同。

• 如果“补偿片段位置”未处于活跃状态，移动定位符会改变音频片段在编配区域中
的位置。片段会相对于时间轴移位，而定位符保持相同的小节值，并用虚线标
记。

保护音频片段
通过在音频媒体夹窗口中锁定片段，可以防止意外更改片段的开始点和结束点，或
定位符位置。

若要保护片段的开始、结束和定位符位置
µ 在“音频媒体夹”窗口中，点按片段旁边的挂锁图标来关闭（锁定）片段。再次点按

即可解除片段锁定。

如果片段被锁定，可以播放但不能编辑。

警告： 请勿将此功能与删除保护混淆。受保护（锁定）的片段仍然可以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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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音频和 MIDI 片段添加到编配区域后，您就可以编辑和重组这些音频和 MIDI 片
段，以创建一个总编配或项目。音频和 MIDI 片段的大多数编配和编辑操作都相同。
您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处理 Apple Loops。如果处理方式不同，本章会在相应部分
指出这些差异。请注意，上述所有操作，如果标题为复数（如：多个片段），则适
用于一个或多个选定的片段。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了解编配区域 (第 310 页)

• 将片段编辑吸附到时间位置 (第 311 页)

• 使用拖移模式 (第 314 页)

• 搓擦编配 (第 315 页)

• 使用快捷键菜单 (第 316 页)

• 使片段静音 (第 316 页)

• 将片段设为独奏 (第 317 页)

• 给片段命名 (第 318 页)

• 给片段分配颜色 (第 321 页)

• 选择片段 (第 322 页)

• 添加、录制和去掉片段 (第 325 页)

• 恢复移走的片段 (第 326 页)

• 移动片段 (第 327 页)

• 调整片段大小 (第 332 页)

• 剪切、拷贝和粘贴片段 (第 337 页)

• 添加或移走编配段落 (第 338 页)

• 创建片段替身 (第 342 页)

• 创建片段克隆 (第 344 页)

• 将片段转换成新的采样器轨道 (第 345 页)

• 创建多个片段拷贝 (第 3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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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片段循环 (第 347 页)

• 分开片段 (第 350 页)

• 将 MIDI 片段解混 (第 353 页)

• 合并片段（通用工具和命令） (第 354 页)

• 合并 MIDI 片段 (第 355 页)

• 合并音频片段 (第 355 页)

• 处理折叠夹 (第 357 页)

• 在音频片段上创造交叉渐变和渐变效果 (第 360 页)

• 设置片段参数 (第 364 页)

了解编配区域
编配区域提供项目结构的可视概览。它显示音频和 MIDI 片段开始播放的时间及其
持续时间。通过移动、剪切、拷贝、改变大小以及将片段添加到编配区域，您可以
控制播放片段的时间和方式。

片段在编配区域的轨道通道上水平显示，自左向右运行。片段在这些通道上的位置
决定它们的播放时间，与窗口上方的“小节”（和“时间”）标尺对齐。

轨道通道垂直堆叠，形成由轨道通道与特定小节线或时间位置组成的网格。

若要查看编配区域网格
µ 在编配区域的窗内菜单栏中，选取“视图”>“网格”（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ntrol-G）。

您可以通过改变编配区域的背景颜色来增强网格对比度。

若要改变编配区域的背景颜色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显示”偏好设置：

•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显示”（或使用“打开显示偏好设置”键盘命令）。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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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按“编排”标签，然后从“背景颜色”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亮的”。

3 或者，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自定”，然后点按右侧的颜色栏。

4 在打开的“颜色”窗口中，使用调色板轮、对比度和不透明度滑块来创建自定颜色。

5 点按窗口左上角的关闭按钮，以关闭“颜色”窗口，并分配您的自定编配区域的背景
颜色。

将片段编辑吸附到时间位置
在编配区域移动片段和调整片段大小，可以使片段在特定的时间点开始和结束。例
如，在基于音乐的项目中，您可能想要将片段的开始点与小节和节拍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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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Pro 提供吸附功能，当您移动片段或调整片段大小时，它会自动将片段的开始
点和结束点与所选网格值对齐。

提示： 在编配区域的窗内菜单栏中，打开“视图”>“网格”项，这样可以帮助您看到
“吸附”弹出式菜单项如何将片段自动对齐到特定的网格位置。

若要将片段吸附到网格上
µ 在“吸附”弹出式菜单（位于编配区域顶部）中选取以下值之一：

• 敏捷： 编辑操作将吸附到最近的小节、节拍、子节拍等等，这取决于当前的“小
节”标尺等份值和缩放比例。

• 小节： 编辑操作将吸附到最近的小节。

• 节拍： 编辑操作将吸附到某小节中最近的节拍。

• 等份： 编辑操作将吸附到最近的等份值。（这是“走带控制”和“小节”标尺中显示
的拍号。）

• 音位： 编辑操作将吸附到最近的时钟音位（一个节拍的 1/3840）。

• 帧： 编辑操作将吸附到最近的 SMPTE 帧。

• 1/4 帧 (QF)： 编辑操作将吸附到最近的 SMPTE 1/4 帧。

• 样本： 编辑操作将吸附到最近的样本。

备注： 样本的精确编辑与缩放比例直接相关。如果缩放比例不足，就不可能精确
地编辑样本。使用编配窗口底部的缩放滑块，以及存储和恢复缩放设置键盘命令，
来加快工作流程。

吸附功能是相对的，也就是说编辑操作会被吸附到最近的小节、节拍等等，但片段
与其原始位置的距离保持不变。例如，如果一个片段位于 1.2.1.16 处，您将此片段
向前移到第 2 小节（将“吸附”弹出式菜单设定为“小节”），此片段将自动吸附到
2.2.1.16 处，而不是 2.1.1.1 处（第 2 小节的开始点）。您可以通过“吸附到绝对值”选
项覆盖相对吸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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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吸附到绝对位置，而非相对位置
µ 请从“吸附”弹出式菜单（位于编配区域顶部）中选取“吸附到绝对值”选项。

激活此选项后，它的左边会出现一个音位。该功能与选取的吸附网格分隔线同时使
用。

例如，如果在“吸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小节”，并且“吸附到绝对值”处于活跃状态，
将片段（从 1.2.1.16 处）移到第 2 小节附近会使该片段吸附到 2.1.1.1 处（第 2 小节
的开始点），而不是相对位置 (2.2.1.16)。

“吸附”弹出式菜单设置适用于下列编辑操作：

• 移动和拷贝片段

• 调整片段大小

• 剪切片段

• 移动、添加和调整标记大小

• 设定循环边界

覆盖吸附网格
您可以暂时覆盖吸附网格，以进行更精确地编辑和调整。

若要覆盖吸附网格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执行编辑操作时按住 Control 键：

• 在走带控制条中选取的等份值（如 1/16）决定缩放比例较低时的编辑网格比例
（宏观或宽阔视图）。

• 在较大缩放比例（微观或近观视图）时，编辑网格将切换到样本。

µ 在执行编辑操作时，按住 Control 键和 Shift 键：

• 如果以较小的缩放比例（宏观或宽阔视图）进行编辑，编辑网格将切换成音位。

• 如果缩放比例较大（微观或近观视图），编辑网格将切换到样本。

理解缩放比例和吸附值之间的关系
如果缩放比例太大（微观），使得选取的“吸附”值会导致大范围移动或编辑，则“吸
附”值会暂时变暗，并转为使用“敏捷”吸附。

如果缩放比例太小（宏观），并选取了精确的吸附值（如“等份”或“帧”），正常的
鼠标移动也会产生较大的网格单元。在这些情况下，要么改变缩放比例，要么按住
Control 键来使用实际选取的吸附值。

使用 Control-Shift 键会打破鼠标与片段（或编辑工具）移动之间一比一的关系。这
就意味着，您可能需要将鼠标（水平）移动很长一段距离才能使片段（或编辑工
具）移动一个像素。请查看帮助标记以获得精确的数字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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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要缩短 4/4 拍的片段，使该片段只播放最后一个小节的强拍，而不播放弱拍。

若要在将“吸附”设定为“小节”时，将片段缩短一个等份值
1 水平缩放屏幕显示器，直到您可以看到“小节”标尺上的四分之一音符。

2 抓取片段的右下角，并向左移动鼠标，直到片段缩短四分之一音符。

3 按下 Control 键，并小心向右移动鼠标，直到片段延长一个等份的长度。

在您执行上述操作时，帮助标记会显示片段开始位置、轨道编号、以及以小节、节
拍、分隔线和音位为单位的片段长度。右边的三个数字应为 3 1 0。

使用拖移模式
Logic Pro 提供多种拖移模式，决定编辑片段时片段的反应。您可以在“拖移”弹出式
菜单中设定拖移模式，该菜单在编配区域和其他几个编辑器中都可以找到。

备注： 本部分讨论的“拖移”弹出式菜单选项都是针对片段的。对于在编辑器窗口中
拖移的事件而言，下面介绍的有关片段的表现是相同的。编配区域和每个编辑器窗
口的“拖移”弹出式菜单设置是独立的。

若要更改拖移模式
µ 从“拖移”弹出式菜单（位于编配窗口的顶部）中选取以下一个设置：

• 重叠： 可让您将一个片段拖到另一个片段上，同时保留原始片段边界。此方式
为默认设置。

• 无重叠： 将早先时候放在轨道上的片段缩短，幅度为重叠长度。如果您不想使
片段重叠，您可以使用此模式。

• 交叉渐入渐出： 将两个片段移到重叠位置时，使这两个片段交叉渐入渐出。

备注： 此设置适用于音频片段和 Apple Loops 音频片段，但不适用于 MIDI 片段
或软件乐器 Apple Loops 片段。

• 右靠齐与左靠齐： 当您移动、删除片段或调整片段大小时，（分别向右或向左）
对齐片段。

• 当您使用“右靠齐”（或“左靠齐”）时，向右（或向左）移动片段，使片段的结
束点与开始点对齐，确保两个片段之间没有间隔。

• 相向拖移片段会使片段交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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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删除片段时，其他片段（位于已删除片段左侧或右侧）会向左或向右移动，
移动的距离为已删除片段的长度。

• 当任何一个靠齐选项处于活跃状态时，如果延伸或缩短一个片段，则轨道上的
其他片段也会移动，以适应新长度。

• 在“右靠齐”模式下，片段左边会被拉伸或缩短，被编辑片段左边的片段会被移
动。对于被编辑片段前面的片段，最远能移到项目的开始点上。如果拉伸一个
片段，使其前面的片段被迫移到项目的开始点，并超过了可用空间，被编辑片
段会与已有片段重叠。

• 在“左靠齐”模式下，片段右边会被拉伸或缩短，被编辑片段右边的片段会被移
动。

备注： 一次只能通过轨道的通道条播放一个音频片段。在一条轨道上，当两个音
频片段互相重叠时，先播放较晚的片段。

搓擦编配
搓擦让您可以听到播放头位置的片段音频和 MIDI 信号，帮您找到特定音速事件。
这使独特的脚鼓或小军鼓打击的瞄零校准变得很容易，例如：在剪切一个音频片段
之前。

备注： 在搓擦 MIDI 片段之前，您需要打开“文件”>“项目设置”>“MIDI”>“通用”>“与编
配窗口中的音频一同搓擦”。

若要搓擦项目
1 设定缩放比例，以最佳视图显示您想要搓擦的部分。

2 点按走带控制条上的暂停按钮。

3 在编配区域或小节标尺上，抓取播放头，并在您想试听项目的声部向前或向后移动
它，速度为您想要搓擦该部分的速度（或使用“向后搓擦”和“向前搓擦”键盘命令）。

在搓擦时，音频和 MIDI 数据回放完全同步。

备注： 当您在编配区域（通过剪刀工具）等分片段时，会自动激活搓擦，从而更
易于识别剪切位置。

搓擦特定片段
下面列表列出了搓擦和片段选择之间的关系：

• 如果没有选择片段，所有片段都会被搓擦。

• 如果选择特定的音频片段，则只搓擦该片段。

• 如果通过拖移选择或按下 Shift 键选择不同轨道上的音频片段，则只搓擦选定的
音频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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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DI 片段（软件和外部 MIDI）始终会被搓擦，不管选择状态如何（假如“与编配
窗口中的音频一同搓擦”项目设置处于活跃状态）。

• 搓擦时，所有轨道和片段的静音或独奏状态都对您所听到的乐曲产生影响，因此
您可以利用它们分别搓擦音频声部（或利用特定的软件或外部 MIDI 乐器轨道）。

MIDI 控制搓擦
“通过 MIDI 搓擦”值 (-2-) 功能（可从“控制器分配”窗口访问它；请参阅《Logic Pro 控
制表面支持》手册）用于允许通过外部 MIDI 控制搓擦。您可以将任何 MIDI 控件编
号分配到此功能上。多于 64 个字节的数据向前搓擦，少于 64 个字节的数据向后搓
擦。

使用快捷键菜单
可以通过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编配区域中的任意位置来访问多个选
择部分、编辑和其他命令。使用此功能可以加快工作流程。

备注： 若要使用按住 Control 键点按（右键点按）功能，请选取“Logic Pro”>“偏好
设置”>“通用”>“编辑”面板，并从“鼠标右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打开快捷键菜单”。

使片段静音
通常情况下，在编配片段时，您不妨通过使某些片段静音来尝试某些音乐创意。

若要使单个或选定的片段静音或取消静音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从“工具”菜单中选择静音工具，然后点按您想要使用静音工具静音的片段。

µ 从“工具”菜单中选择指针工具，选择您想要静音的片段，然后使用“让音符/片段/折
叠夹静音打开/关闭”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M）。

静音的片段有以下三种特征：

• 片段名称前面有一个圆点。

• 音频或 MIDI 数据部分显示为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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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段用片段颜色加框（这样更容易识别与静音的片段相关联的轨道和片段）。

用静音工具点按静音后的片段，或选择这些片段然后通过使用“打开/关闭音符/片
段/折叠夹静音”键盘命令来改变此状态（取消静音）。

将片段设为独奏
独奏允许您单独听一个或多个选定的片段，这样您就很容易识别可能需要编辑的特
定元素。

若要通过独奏工具将片段设为独奏
µ 使用独奏工具点按住您想要独奏的片段。

从点按点单独播放片段（标为黄色），直到您放开鼠标按键，独奏回放才停止。

若要通过独奏工具将几个片段设为独奏
1 使用指针工具选择片段。

2 使用独奏工具点按住任一选定的片段。

若要使用独奏工具搓擦
1 使用独奏工具水平拖移。

2 放开鼠标键，以结束独奏搓擦。

若要使用独奏模式将一个或多个片段设为独奏
1 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独奏按钮（或使用“独奏模式”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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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独奏功能被激活时，“小节”标尺用黄色遮蔽起来，很容易看出在使用独奏模式。

2 使用指针工具，通过拖移选择或按住 Shift 键选择您想要独奏的片段。选定的片段
列为黄色。

再次在走带控制条上点按独奏按钮（或使用“独奏模式”键盘命令）关闭“独奏”模式，
这样您可以再次听到所有片段。

在一些情况下，您可能想要锁定一些片段的独奏状态。例如，当您想要在欣赏特定
独奏轨道组时改变片段的回放参数，独奏锁定会很有用。

若要保持几个选定片段的独奏状态（可以在“回放”模式下完成）
1 用指针工具选择几个片段。

2 在走带控制条上按住 Option 键点按独奏按钮（或使用“设定独奏锁定模式”键盘命
令，默认分配：  Option-S）锁定选定片段的独奏状态。

“走带控制”上独奏按钮显示挂锁图标，指明“独奏锁定”模式。

“再次选择锁定独奏的片段”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Shift-Option-S）可以选择所有当
前锁定独奏状态下的片段。如果您想要从选定的锁定独奏的片段中移走几个片段，
此命令会很有用。

给片段命名
根据名称识别片段会使片段编配容易些。您可以给单个片段命名，也可以同时给几
个片段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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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通过文字工具给片段命名
1 选择文字工具。

2 使用文字工具点按片段。

此时会出现一个文字输入框。

3 键入名称，并点按 Return 键，或者点按另一个片段或编配区域背景，以退出文字
输入框。

若要使用“片段参数”框，给片段命名
1 在检查器中连按“片段参数”框的顶线。

会出现一个文字输入栏，您可以编辑片段名字。

2 键入名称并按下 Return 键，或点按文字输入框外的任何位置。

若要将同一个名称分配给多个片段
1 使用指针工具选择一组片段（通过拖移选择或按住 Shift 键点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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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择文字工具，然后使用文字工具点按任何一个选定的片段。

• 连按“片段参数”框的顶线（显示 x 个选定的片段，其中 x 表示所选片段的数量）。

此时会出现一个文字输入框。

3 键入名称，并点按 Return 键，或者点按另一个片段或编配区域背景，以退出文字
输入框。

所有片段将被分配同一名称。

若要将带有递增数字的名称分配给多个片段
1 使用指针工具选择一组片段（通过拖移选择或按住 Shift 键点按）。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择文字工具，然后使用文字工具点按任何一个选定的片段。

• 连按“片段参数”框的顶线（显示 x 个选定的片段：x 表示所选片段的数量）。

此时会出现一个文字输入框。

3 键入名称，名称以数字结尾。

4 点按 Return 键，或者点按另一个片段或编配区域背景，以退出文字输入框。

所有选定的片段分配的名称都相同，但是名称后面的数字依次递增。

若要使所有片段以同一数字结束
1 使用指针工具选择一组片段（通过拖移选择或按住 Shift 键点按）。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择文字工具，然后使用文字工具点按任何一个选定的片段。

• 连按“片段参数”框的顶线（显示“x 个已选定”：“X”表示所选片段的数量）。

此时会出现一个文字输入框。

3 键入名称，名称以数字结束，后跟一个空格。

4 点按 Return 键，或者点按另一个片段或编配区域背景，以退出文字输入框。

所有选定的片段分配的名称都相同，并以同一数字结束。当您需要识别某个特定日
期的汇整时，此功能很有用；例如：低音线 030806。

您可以以片段所在轨道的名称给片段命名。

若要将片段所在轨道的名称应用于片段
1 选择轨道列表中的轨道名称。

会自动选择轨道上所有片段。

2 选取“片段”>“按轨道/通道条给片段命名”（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Shift-Option-N）。

轨道名称应用于所有选定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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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片段分配颜色
颜色有助于识别编配中的各个部分，或识别特定的轨道类型。新录制或添加的片段
最初采用轨道通道条的颜色。

默认情况下：

• 音频通道条的颜色是蓝色。

• 软件乐器通道条是绿色。

• ReWire 和外部 MIDI 通道条是红色。

• 辅助、输入、输出通道条是黄色。

若要改变一个或多个片段的颜色
1 选择片段（例如，通过拖移选择或按住 Shift 键点按）。

备注： 如果您选择某特定轨道上的所有片段，且没有选择其他轨道上的任何片段，
则为这些片段着色会改变所有选定片段的色调。这样还会更改所选轨道的通道条的
颜色。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调色板：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颜色”按钮。

• 在编配区域中选取“视图”>“颜色”（或使用“打开调色板”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Option-C）。

3 点按颜色。

4 如果您想要创建自定颜色：

a 在调色板中，连按任何一个颜色方块，可以打开“颜色”窗口。

b 使用颜色轮、对比度和不透明度滑块创建自定颜色。

c 点按“好”按钮，以替换调色板中的颜色方块，并关闭“颜色”窗口。

备注： 虽然系统会为所有项目记住自定颜色，但是您可以随时将调色板还原为其
原始颜色。若要进行此操作，请连按调板，然后选取“还原颜色”。

若要将通道条颜色应用于片段
1 选择片段。

提示： 如果所有片段都在一条轨道上，在轨道列表中点按轨道名称，以选择所有
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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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编配区域中选取“片段”>“按通道条/乐器给片段着色”（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默认分配：  Shift-Option-C）。

所有选定片段的颜色都会被替换为相应通道条的颜色。

提示： 在轨道间拷贝或移动片段后，当您发现编配区域颜色杂乱得像一块拼布时，
使用该功能很方便。

选择片段
在您进行任何编辑、使用任何功能或执行任何操作之前，您需要选择一个片段。您
可以选择单个或多个片段，包括不同轨道上的片段和不同类型的片段。在选定时，
黑色条会显示在片段的上部，指明片段的选定状态。

Logic Pro 提供很多复杂的选择方式。有关此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选择技
巧。

选定部分片段
您可以使用以下任何一种工具来选择和编辑一个或多个片段的某部分：

• 框选择工具，外观像一个十字

• “小节”标尺选择框条，这是一种显示在“小节”标尺顶部的细选择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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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选择框区域内才被选定。换言之，您可以使用框选择工具或选择框条，在
现有片段或其各部分间进行选择；您的选择完全取决于选定的选择框区域。在选
定的区域内，您可以执行几乎所有编配编辑选项，包括删除、移动、剪切和拷
贝。

备注： 在片段上使用框选择工具或选择框条后，一旦应用操作，选定的区域就会
成为新片段。

如果选定区域介于两个音乐相关值之间，框选择工具选定的矩形会自动吸附到最近
的音乐相关位置处。吸附解析度由当前“吸附”弹出式菜单设置决定。

若要使用框选择工具进行框选择
1 选定框选择工具。

2 拖移选择框矩形进行选择，与已有片段边界不同。

若要使用选择框条进行框选择
1 点按“小节”标尺右端的音符图标，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选择框条”设置。

2 在“小节”标尺的此区域中拖移，以创建选择框条选择区域（也会显示在选定的编配
轨道上）。

若要去掉选择框
µ 点按选择框的外部。

若要从选择框中添加或去掉单个轨道
µ 在轨道列表中，按住 Shift 键点按轨道名称。

若要更改选择框的开始点或结束点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使用框选择工具：

• 按住 Shift 键以从左右上下各个方向改变当前的选择框。

µ 使用选择框条：

• 使用左箭头键或右箭头键来修改选择框的结束点。

默认的“选择上一个（或下一个）片段/事件”，或者“将选取框末端设定到上一个
（或下一个）瞬变”键盘命令的功能如上所述，取决于所选片段的类型（选择框
条可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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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住 Shift 键，同时使用左箭头键或右箭头键来移动选择框的开始点。

当选择框条可见时，有默认的“切换上一个（或下一个）片段/事件”，或者“将选
取框开头设定到上一个（或下一个）瞬变”键盘命令，它们的功能如上所述。

若要移动整个选择框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按住 Shift 键和左箭头键，即默认的“选择第一个或将选取框选择范围左移”键盘命
令。

µ 按住 Shift 键和右箭头键，即默认的“选择第一个或将选取框选择范围右移”键盘命
令。

若要在选取的吸附模式下吸附到最佳吸附解析度
µ 按住 Control 键和 Shift 键，同时用选择框进行选择。

在编辑 MIDI 或音频片段时，此操作会吸附到单位或样本上，这取决于当前的缩放
比例。请参阅覆盖吸附网格。

若要吸附到走带控制条上显示的等份值
µ 按住 Control 键并使用选择框进行选择。

在编辑 MIDI 或音频片段时，此操作会吸附到单位或样本上，这取决于当前的缩放
比例。请参阅覆盖吸附网格。

若要使用选择框设定定位符
µ 在编配匹配中，选取“片段”>“按片段设定定位符”（或使用“按片段/事件/选取框来设

定定位符”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

此操作会将定位符设定在选择框的边界，而不是设定在整个片段。

若要将选择框以外的片段部分全部去掉
µ 使用“裁剪片段上处于定位符或选择框以外的部分”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ntrol-C）。

此操作将部分被选择框选定的片段的未选定部分全部去掉。

用活跃的选择框进行回放
回放从活跃的选择框的左边界开始，到右边界结束。如果在 Logic Pro 处于运行状
态时创建选择框，那么回放不会在选择框的末尾结束。

用活跃的选择框进行录制
如果您在选择框活跃时开始录制，将会出现以下情况：

• 自动插入模式会自动激活，且会设定自动插入定位符以符合选择框。将去掉选择
框（由自动插入定位符替换）。

• 选择框中的所有轨道都会启用录音；其他所有轨道都会停用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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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选择框来创建轨道自动化节点
当您编辑选择框跨越的自动化数据时，在选择框的左边界和右边界处会各自动创建
两个自动化节点。这样通过将选择框转换为自动化节点，就可以快速确定和创建自
动化数据。

添加、录制和去掉片段
添加和录制片段对于创建项目来说很重要。

有关 Logic Pro 中可用的片段和文件导入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预录制媒体。

有关 Logic Pro 中可用的各种录音技术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Logic Pro 中录音。

在做项目时，您可能认为某个片段不再适合编配。通过删除片段，您可以从编配区
域移走片段。

若要从编配中去掉片段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用橡皮工具点按片段。

µ 使用指针工具选择片段，然后选取“编辑”>“删除”（或按下 Delete 键）。

若要从编配中去掉多个片段
1 使用指针工具选择片段。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用橡皮工具点按一个选定的片段。

• 选取“编辑”>“删除”（或按下 Delete 键）。

若要从编配中去掉所有静音片段
1 选择所有静音的片段，方法是：在编配区域中选取“编辑”>“选定静音的片段”（或使

用“选定静音的片段/事件”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Shift-M）。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用橡皮工具点按一个片段。

• 选取“编辑”>“删除”（或按下 Delete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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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删除所有选定的片段，并自动选择下一个片段
1 选择您想删除的一个片段（或多个片段）。

2 使用“删除并选定下一个片段/事件”键盘命令。

所有选定的片段都被删除，并且会自动选择下一个片段。

备注： 从编配区域移走音频片段和 MIDI 片段的结果不同。请参阅恢复移走的片
段。

恢复移走的片段
虽然大多数编辑操作大同小异，但从编配窗口去掉音频片段和 MIDI 片段时操作却
有所不同。

• 音频片段仅从编配中移走，而没有从项目中移走。它们还保留在音频媒体夹中，
而且还可以从中恢复，您也可以使用“撤销”功能。

• MIDI 片段已被删除。您可以通过“编辑”>“撤销历史记录”功能恢复 MIDI 片段。

当您移除在打开项目后录制的音频片段时，Logic Pro 会询问您是否也想删除相应的
音频文件。这样避免对硬盘空间不必要的使用，如果保留坏掉的汇整或不想要的录
制将发生该情况。

如果事先进行了录制（预录制文件），并且已导入当前项目，则不会出现此对话
框。这样可以防止您意外删除有价值的录音（可能会在其他项目中使用的录音）。

备注： 当您从项目中移走预录制的音频文件时（通过在音频媒体夹中按下 Delete
键），指向此文件的所有片段也会被移走。将此文件恢复到项目的唯一方法是手动
将文件添加到音频媒体夹。

若要恢复已删除的音频片段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编辑”>“撤销历史记录”，并点按合适的步骤。

µ 将音频片段手动从音频媒体夹中添加回编配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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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片段
您既可以在轨道上水平移动片段，也可以在轨道间垂直移动片段。您还可以在两个
编配窗口之间移动片段，甚至在不同项目之间移动片段。

若要移动一个或多个片段
µ 选择片段，并将它们拖到新的位置。

拖移的片段会自动吸附到“吸附”弹出式菜单设置所定义的增量。（请参阅将片段编
辑吸附到时间位置。）如果在其他片段上拖移，“拖移”弹出式菜单中的设置会对操
作产生影响。

若要精确移动片段（覆盖“吸附”弹出式菜单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按住 Control 键同时拖移片段，将它们以一个等份（例如第 16 等份）为单位移动。

µ 按住 Control 和 Shift 键，同时拖移片段，将它们以一个音位或样本为单位移动。
（请记住，最大解析度取决于缩放设置。）

限制片段移动
您可以将片段的初始移动限制为水平轴或垂直轴。若要执行此操作，请选择
“Logic Pro”>“偏好设置”>“通用”>“编辑”>“在编配中限制单向拖移”注记格。如果在抓
取一个片段之后第一次是向左或向右移动，则只能在水平平面上移动。如果您想要
在轨道之间移动片段，请松开鼠标按键，再次选择该片段，然后上下拖移它。

备注： 在移动片段时按下 Shift 键，您可以忽略此方向限制偏好设置。

以数字方式改变片段的回放位置
您可以以数字方式编辑片段的回放位置（及其长度）。您可以在配置为显示编配层
次的片段的事件列表中执行此操作。（请参阅改变事件列表视图层次。）

若要通过在事件列表中调整片段位置来移动片段
1 执行下面一项操作，打开事件列表：

• 在主菜单栏中，选取“窗口”>“事件列表”（或使用“打开事件列表”键盘命令，默认
分配：  Comman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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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按编配工具栏右上角的“列表”按钮，然后点按“事件”标签（或使用“开关事件列
表”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E）。

• 拖移“事件”标签，当您拖移时，此标签会更改为事件列表。

• 选取“选项”>“打开事件浮动窗口”（或使用打开事件浮动窗口键盘命令）。这会打
开新的单行事件列表，将其设定为编配层次视图。

2 点按事件列表左上角的层次按钮（不适用于事件浮动窗口 - 缩略的事件列表），使
片段在层次结构上向上移动一个层次。

3 编辑片段的位置值。在编配区域中选择片段时，事件列表（或事件浮动）窗口会更
新，以反映您的选择部分。

提示： 通过输入一个值并按下 Return 键，您可以将片段的开始点快速移到小节的
开头。例如，键入“9”，选定的片段会移到第 9 小节的开头。键入“112”，片段会移
到第 112 小节的开头。键入“1 空格 1 空格 2”，片段会移到第 1 小节第 1 节拍的第 2
子节拍。

在事件列表和事件浮动窗口，你可以使片段的起始位置显示为 SMPTE 值。处理视
频或电影时，此功能特别方便。

若要用 SMPTE 值显示片段位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点按第一个片段事件（在事件浮动窗口只有一个事件）左侧的音符图标按钮。

图标会变为一个时钟，并且显示 SMPTE 位置和事件的长度。

µ 在事件列表中，选取“视图”>“以 SMPTE 为单位的事件位置和长度”设置（或使用相
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Shift-R）。

在将音乐同步到图片时，此设置让您能够根据需要设定 SMPTE 位置。

您也可以通过 SMPTE 值显示和调整片段的结束点。

若要将片段结束点显示和调整为 SMPTE 值
µ 在事件列表中，选取“视图”>“长度为绝对位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ntrol-A）。

将片段移到当前播放头位置
您可以使用“获得时钟点”（移动事件到播放头位置）键盘命令将选定的片段（或几
个选定片段中的第一个）移到当前播放头位置。如果已选定多个片段，后面所有片
段都会被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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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如果对音频片段使用此命令，会将片段的锚点放置在当前播放头位置。（请
参阅编辑音频片段锚点。）

将音频片段移到原来的录音位置
通过选取“音频”>““将片段移到原来的录音位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Shift-Command-R），您可以将任何一个选定的音频片段移回原始录音位置。

备注： 只在当音频文件包含时间戳时，此命令才有效。带有时间戳的文件示例包
括在当前项目中录制的文件，以及导入的广播 Wave 或 SDII 文件。标有时间戳的文
件由同时位于“音频媒体夹”窗口和标签中的时钟符号指示。

使用键盘命令挪动片段
通过预定义挪动值，您可以根据此值来移动选定的片段。使用以下键盘命令设定挪
动值：

• 将挪动值设定为音位

• 将挪动值设定为等份

• 将挪动值设定为节拍

• 将挪动值设定为小节

• 将挪动值设定为 SMPTE 帧

• 将挪动值设定为 0.5 SMPTE 帧

• 将挪动值设定为 5 SMPTE 帧

• 将挪动值设定为样本

• 将挪动值设定为 1 毫秒

• 将挪动值设定为 10 毫秒

若要使用预定义的值来挪动选定的片段
µ 按住 Option 键并按下左箭头键或右箭头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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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使用以下键盘命令（向左或向右移动），将选定的片段挪动相应的网格数
量：

• 将片段或事件位置向右挪动一个 SMPTE 帧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一个 SMPTE 帧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二分之一 SMPTE 帧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 1/2 SMPTE 帧1/2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五个 SMPTE 帧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 5 个 SMPTE 帧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一个 SMPTE 位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一个 SMPTE 位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一个音位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一个音位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一个等份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一个等份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一个节拍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一个节拍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一个小节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一个小节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 1 个挪动值的距离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 1 个挪动值的距离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 1 个样本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 1 个样本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 1 毫秒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 1 毫秒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 10 毫秒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 10 毫秒

选定的片段向左 (+1) 或向右 (-1) 移动一步，幅度为特定命令名称所指定的单位。

移动片段的回放位置
检查器的“片段参数”框中的“延迟”参数允许您在轨道上移动片段的回放位置。正值
表示延迟（推迟播放样式或拖移），而负值导致预延时（向前驱动或推动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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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延迟或提前轨道上所有选定的片段
µ 在“片段参数”框中，将“延迟”参数设为期望值。

可以用毫秒或音符值为单位来显示延迟量，这取决于“延迟（毫秒）”设置。

若要以毫秒为单位显示延迟量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编配区域中选取“视图”>“延迟（毫秒）”（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检查器的“片段参数”框，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
选取“延迟（毫秒）”。

检查器中的“延迟”参数主要用于进行创造性音乐制作，诸如：在节奏上偏移音乐声
部（片段）等。也可以用于修正各种原因导致的时间问题。例如：

• 声音的起音相位太慢。一位好的音乐家会自己稍微提前播放音符的时间，以弥补
这点时间。如果声音很慢，您可能需要预延迟超过 100 毫秒，使声音平稳。

• 声音发生器对传入音符信息反应太慢。旧式的多音色声音发生器通常需要几十毫
秒才能输出声音。

• 输出延迟取决于音符到达外部 MIDI 声音发生器的顺序，因此十分不稳定。因此，
对节奏要求严格的轨道，应该以音位为单位进行预延迟，您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时
间效果。

将片段移到轨道上
“片段”>“将所选片段移到所选轨道”命令（也可以使用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为：  Shift-Command-T）可以将所有选定片段（从不同轨道）移到所选轨道上。保
留所有片段的时间位置。

在不同项目之间移动片段
如果您将片段从一个项目移到另一个项目的编配区域，片段会被自动拷贝。这在很
大程度上，与在硬盘间拖移和放置文件时 Mac OS X 自动拷贝文件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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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片段大小
通过拖移片段的开始点或结束点，您可以缩短或延长任何一个片段的长度，从而决
定在项目中回放来源（音频文件或 MIDI 文件）的哪个部分。

缩短片段绝对不会删除片段中的数据；回放只是片段结尾处停止。

若要调整片段大小
1 选择指针工具或铅笔工具，然后将鼠标指针放在片段的左下角或右下角。

指针将变为调整大小指针。

2 向左或向右拖移片段的角。

备注： 如果激活了超级画笔或自动化，您需要抓取片段标题区域的左边或右边。

若要同时调整两个相邻片段的大小
1 选择指针工具或铅笔工具，然后将光标放置在两个相邻片段的左上角或右上角。

光标变为连接指针。

备注： 如果片段之间有空隙，当鼠标指针移过前一个片段的右上角时，会显示循
环工具。

2 向左或向右拖移。

两个片段的大小都会相应地调整，之间不会有空隙。

备注： 使用上述任何一种调整大小操作时，音频片段调整后的大小都不能超过基
础音频文件的大小。

调整音频片段的开始点
调整音频片段的开始点，可能还会移动片段锚点，从而影响其时间参考点，使它与
其他轨道的回放不同步。如果您想稍后开始回放片段，您最好向右移动整个片段，
这样也较为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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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要去掉片段的早期部分，您可以使用如下选项：

• 选择框和静音

• 剪切和静音或删除

• 创建新片段，并在“音频媒体夹”窗口中调整它的大小

• 通过样本编辑器调整编配片段的大小并替换编配片段

若要在样本编辑器中调整编配音频片段大小
µ 在样本编辑器底部的“片段”行中直接编辑开始标记和结束标记。

此操作会立即影响相应编配片段的大小。

若要在样本编辑器中调整编配音频片段大小并替换编配音频片段
1 通过直接在波形显示上拖移，在样本编辑器中选择音频文件中的部分。

2 在样本编辑器中选取“编辑”>“选择”>“片段”（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这样，您可以将音频段落定义为所选内容，然后将其转换为一个片段，取代原始选
定的片段。

若要在编配区域中调整样本编辑器所选内容的大小
1 在编配区域中选择片段（假设与当前样本编辑器所选内容的长度不同）。

2 点按样本编辑器标题，确定样本编辑器有键盘焦点。

3 在样本编辑器中选取“编辑”>“片段”>“选择”（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如果打开了“音频”>“搜索过零点”，对音频片段开始点或结束点长度的任何调整都会
吸附到波形的最近过零点。

此选项的缺点是改变后的开始点或结束点永远不会准确落在选定的音乐网格内。如
果由于这样而出现问题，您只需关闭“音频”>“搜索过零点”设置。打开此设置的最主
要原因是它可以防止片段的开始点和结束点产生咔嗒声和爆裂声。

调整 MIDI 片段的开始点和结束点
在 MIDI 片段中，您可以将左角移到第一个事件之外。此操作会从 MIDI 片段开始处
隐藏事件，但这些隐藏的事件将继续回放。

333第 13 章 创建编配



如果您确实想从 MIDI 片段开始处移走信息，则需要剪切信息，并使新的起始段静
音或将其删除（新 MIDI 片段）。

如果您想在音乐乐句开始之前触发 MIDI 控制器事件（如延音），但又不想使用不
适用于当前编配区域网格（基于小节）的 MIDI 片段（因为这样会使编配更复杂），
隐藏功能会很有用。

检查器的“片段参数”框中的“片段长度”设置确定是否：

• 片段结束时正在播放的音符突然切断（活跃）。

• 音符应播放到其正常结束点（默认：  非活跃的），而不考虑片段的结束位置。

此功能使您可以通过调整 MIDI 片段长度，直接在编配区域改变一个片段中最后音
符的长度。片段长度对文件夹片段没有影响。

将多个片段设为同一长度
即使这些片段的原始尺寸不一样，您也能够将多个片段的长度改变为相同的绝对
量，使它们长度一致。

若要使所有选定片段的绝对长度相同
µ 在使用指针工具改变片段长度时按住 Option-Shift 键。

将片段开始点和结束点设在播放头位置
通过下列键盘命令，您可以将选定片段的开始点或结束点移到当前播放头位置：

• 将片段/事件/选取框开头设定到播放头位置

• 将片段/事件/选取框末端设定到播放头位置

备注： 在音频片段上使用“将片段/事件/选取框开头设定到播放头位置”时，也会移
动锚点。

调整片段长度，使其适合其他片段
有时，您可能想要缩短或扩展轨道上或定位符之间所有片段的长度，以确保这些片
段可以没有空隙地直接相连。

若要缩短轨道上重叠片段的长度
1 在轨道列表中点按轨道名称，选择轨道上的重叠片段，或选择轨道上所有片段。

2 选取“片段”>“去掉重叠”（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此功能搜索轨道上的所有选定片段，查看是否有重叠。如果发现重叠片段，重叠片
段中（时间上）较早的那个片段长度被缩短。这样，片段就不再重叠。

您可以扩展所选片段，使其恰好在轨道下一个片段开始点处结束。

备注： 您不能使音频片段的长度大于底层音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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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扩展片段（移除片段之间的空隙）
1 选择要扩展的片段。

2 选取“片段”>“将片段结尾修剪到下一个片段”（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延长选定片段的长度，使其恰好在轨道上下一个片段的开始点结束。

您可以将对所有选定片段的长度改变限制在定位符边界内。

若要扩展定位符之间的所选片段
1 进行下面一项操作，设置左定位符位置和右定位符位置：

• 在“小节”标尺的一部分中从左向右拖移。

• 在走带控制条的“定位符”栏中，设定值。

2 在定位符边界内选择片段。

提示： 通过选取“编辑”>“选定定位符以内的”（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Shift-L）。

3 选取“片段”>“修剪片段以在定位符内填充”（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此功能延长所有选定的片段（定位符边界内），消除片段间的空隙。每条轨道上的
最后一个片段（定位符边界内）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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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变片段长度时，在时间上伸展片段的内容
正常使用情况下，MIDI 片段内事件位置不受片段长度改变的影响。同样，音频片
段的长度不受影响，只是会在特定项目位置处开始或停止回放。

不过，您可以在改变片段长度时对片段内容进行时间伸展或压缩。

若要对 MIDI 片段内的事件位置进行时间伸展或压缩
µ 按住 Option 键并拖移 MIDI 片段的结束点。

片段内事件根据 MIDI 片段长度的改变量，按比例伸展或压缩。

通过将片段长度伸展为原始长度的两倍，您可以将 MIDI 片段的播放时间“减半”；或
者通过将片段长度缩短到原来长度的一半，可以使片段播放时间翻倍。

若要对音频片段进行时间伸展或压缩
µ 按住 Option 键并拖移音频片段的结束点。

此操作按片段的长度改变量伸展或压缩音频，并使用新的 PCM 音频文件替换原片
段（如果原文件格式不是 PCM，则使用原文件格式或 AIFF）。

备注： “吸附”弹出式菜单中的当前设置会影响长度更改。

通过将片段长度伸展为原来长度的两倍，您可以将 MIDI 片段的播放速度“减半”；或
者通过将片段长度缩短到原来长度的一半，可以使片段播放速度翻倍。

您可以在编配区域的“音频”>“时间伸展算法”菜单中选取用于此功能的时间伸展和压
缩算法。有关每种算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样本编辑器的“Time and Pitch
Machine。

对多个片段进行时间伸展
在选定多个片段时，修饰键对时间伸展或压缩的工作方式有影响。下表扼要介绍了
所有修饰键选项，以及在更改多个片段长度时它们的影响（或其他）：

结果修饰键

绝对长度改变相同；不校正时间无

绝对结束位置相同；不校正时间Shift

绝对长度改变相同，校正时间Option

绝对片段长度相同，校正时间Option-Shift

可以在点按之后用它进行更精确的长度更改，但不能与 Option
结合使用；不校正时间

Control

MIDI 片段专用长度改变操作
下列功能仅适用于 MIDI 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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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将 MIDI 片段开始点取整到小节
µ 使用“MIDI”>“将片段开头设定为小节”命令（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以将选定的

MIDI 片段的开始点四舍五入到最近的小节。

“MIDI”>“设定最适宜的片段大小（按小节取整）”命令（或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Shift-Command-B），可以缩短或延长选定的 MIDI 片段的长度，使 MIDI 片段
足以包含其中的事件（如果是文件夹，则为片段）。将片段边界四舍五入到最近的
小节。

在使用此功能将片段边界四舍五入到最近的分母值时，按住 Option 键（或使用“设
定最适宜的片段大小（按拍号分母取整）”键盘命令）。

剪切、拷贝和粘贴片段
您可以从选择或移走编配中的一部分，或将其复制到编配的另一部分。事实上，如
果您愿意，您可以在两个项目的编配之间使用剪切、拷贝和粘贴命令。

若要剪切片段
µ 选择片段，然后选取“编辑”>“剪切”（或使用“剪切”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mmand-X）。

此操作会将片段从编配区域移走，并将其放置在夹纸板上。

若要拷贝片段（方法 1）
µ 按住 Option 键，将片段拖到编配区域中的所需位置。

如果激活了超级画笔或自动化，您需要抓取片段名称区域，以拷贝片段。

若要拷贝片段（方法 2）
1 选择片段，然后选取“编辑”>“拷贝”（或使用“拷贝”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mmand-C）。

此操作会将选定的片段拷贝到夹纸板上。

2 通过点按“小节”标尺，设定播放头位置。

3 选取“编辑”>“粘贴”（或按下 Command-V），以将夹纸板内容粘贴到编配区域。夹
纸板内容会被粘贴到选定轨道的播放头位置。

如果选择了几个片段，那么它们的相对时间和轨道位置会被保留。

拷贝的片段实际上是原片段的真实独立复制品。改变父片段，不会影响子副本。

但是，如果您想要进行这种操作，即对父片段的更改会影响子片段，您可以使用
“循环”功能（请参阅创建片段循环），或创建克隆片段或替身片段（请参阅创建片
段替身）。

337第 13 章 创建编配



当您拷贝音频片段时，将自动在音频媒体夹中创建新片段。新片段会保留原片段的
名称，还会添加一个序号。例如，如果给原始片段命名为“kickingloop”，则片段拷
贝的名称就为“kickingloop.1”。第二份拷贝称为“kickingloop.2”，第三份拷贝为
“kickingloop.3”，等等。

若要将片段粘贴到与拷贝的片段相同的位置
µ 选择您想要将片段粘贴到的轨道，然后选取“编辑”>“在原来的位置粘贴”（或使用相

应的键盘命令）。

Logic Pro 会将拷贝的片段插入所选轨道，位置与源片段的位置相同。如果要将片段
拷贝到其他轨道的同一点上，例如为了单独处理或加厚某个声部，此功能很有用。
此功能还非常适用于制作分层 MIDI 或软件乐曲声部。

添加或移走编配段落
有时，您将要从编配中去掉整个段落，例如，包含从第 16 小节到第 20 小节间所有
轨道的片段的合唱或独唱。所有现有片段、小节变化、速度变化以及全局乐谱符号
都（从第 21 小节向上）向左移动 4 小节，从而去掉剪切操作后留下的空隙。

您也可以在编配中插入空隙，形成几个空白小节，用作八小节乐句，为其他合唱或
独唱，也或许“过门音乐”创造空间。随着剪切时间的流逝，所有已有速度变化等都
将根据插入的小节数向右相应移动。

您也可以使用标准“编辑”菜单命令（“剪切”、“拷贝”和“粘贴”）将编配中的某个部分
（如合唱）从一个位置移到另一个位置，或重新使用此部分。

您还可以将变化限制在一些选定的片段上。如果您这样做，而不移走项目部分的所
有片段，系统会询问您是否想要移动全局事件，如小节改变、速度改变和乐谱符
号。如果使用这种全局编辑，则它会在所有片段上执行。

重要事项： 编配工具栏中有很多部分编辑按钮，可用于执行以下某些操作。每次
使用这些工具栏按钮时，操作都会影响到定位符之间的所有片段，不管是否选中此
区域中的片段。如果您想要对定位符中的选定片段执行这些操作，您不应该使用编
配工具栏按钮。而应该在选择片段之后，使用相应的“片段”>“剪切/插入时间”菜单
命令（或键盘命令）。

若要使用定位符（循环长度）在编配插入空隙
1 进行下面一项操作，设置左定位符位置和右定位符位置：

• 在相应的“小节”标尺的一部分中从左向右拖移。

• 在走带控制条的“定位符”栏中，设定值。

2 选择您想移动的片段（幅度为一个循环长度）。如果没有做选择（或者您使用了自
定编配工具栏中的“插入无声片段”按钮），所有介于定位符之间的片段都会受到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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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取“片段”>“剪切/插入时间”>“在定位符之间插入无声片段”（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
令）。

• 对于长于循环长度的选定片段：  此操作会在左侧定位符位置处剪切片段，并将
第二个片段（从剪切处新创建的片段）移到右侧定位符位置的右侧，以在两个片
段之间创建空隙。

• 对于完全处于定位符之间的选定片段：  原来在左侧定位符位置处开始的片段现
在从右侧定位符位置处开始。

• 对于处于定位符之内的部分和整体选定片段的组合：  包含的部分将被剪切，并
移到右侧定位符位置。

您也可以移走选定片段之间的空白空间，实现无缝结合。

若要去掉片段之间的空隙
1 选择片段。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片段”>“在选择范围内向左随机播放片段”（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在每个轨道上选定的第一个片段会保持不变。后续选定的所有片段会移到左侧，
直到它们碰到第一个片段，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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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取“片段”>“在选择范围内向右随机播放片段”（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在每个轨道上选定的第一个片段会移到右侧，直到它碰到下一个选定的片段，如
下所示。

若要使用定位符移走编配的一部分
1 设定定位符，以包括您想要移走的部分（例如：第 5 小节到第 8 小节）。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剪切定位符之间的所有片段：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剪切部分”按钮，或使
用“片段”>“剪切/插入时间”>“剪开：  剪切定位符之间的部分”（或使用相应的键盘
命令）。

• 剪切定位符之间的选定片段：  选取“片段”>“剪切/插入时间”>“剪开：  剪切定位符
之间的部分”（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剪切跨越循环区域的任何片段（例如：从第 1 小节开始，到第 17 小节的开始结束，
长为 16 小节的片段）。

所有选定的片段中定位符之间的部分（第 5 小节到第 8 小节）会被删除。（事实
上，该部分被拷贝到夹纸板，并从编配中移走。）

右定位符右侧所有片段都向左移动一个循环长度（4 个小节）。这包括因此操作创
建的新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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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 16 小节片段示例，它被剪切为两个片段：

• 一个片段跨越第 1 小节到第 4 小节。

• 另一个片段现在长度为 8 小节，从第 5 小节到第 13 小节的开始。

提示： “剪开”命令非常适合于您想从编配中去掉一个整体部分（比如合唱）的情
形。

若要在编配中插入剪切部分
1 设定定位符，以包括您想要移走的部分（例如：第 5 小节到第 8 小节）。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剪切定位符之间的所有片段：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剪切部分”按钮，或使
用“片段”>“剪切/插入时间”>“剪开：  剪切定位符之间的部分”（或使用相应的键盘
命令）。

• 剪切定位符之间的选定片段：  选取“片段”>“剪切/插入时间”>“剪开：  剪切定位符
之间的部分”（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3 将播放头设定在您想要插入剪切部分的位置。

4 您既可以点按编配工具栏上的“插入部分”按钮（不管选择与否都会影响所有轨道），
也可以选取“片段”>“剪切/插入时间”>“接合：  在播放头插入剪开的部分”。

在左定位符处剪切所有选定片段，并插入一个循环长度的段落。当前夹纸板上的片
段即被粘贴到播放头位置。

提示： 当您想要在编配中的另外一点上插入部分片段（例如：合唱部分），“接合”
命令会十分有用。若要确保所有轨道都被移动，包括速度、拍号改变以及标记，请
确定事先作好选择（使用 Command-A 或 Shift-I）。

若要使用定位符重复编配的一部分
1 设定定位符，以包括您想要重复的部分（例如：第 5 小节到第 8 小节）。

2 选择您想要重复的片段。如果没有做选择（或者如果使用编配工具栏上的“重复部
分”按钮），所有介于定位符之间的片段都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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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取“片段”>“剪切/插入时间”>“剪开：  重复定位符之间的部分”（或使用相应的键盘
命令）。

全部或部分位于定位符之间的所有片段部分都会被拷贝，并粘贴到右侧定位符位
置。

创建片段替身
Logic Pro 中的替身与 Finder 中的替身相似。其看起来像一个片段，但不包含实际数
据。替身只是原始片段数据的引用（原始片段的虚拟“映像”）。

了解父片段与替身片段之间的关系
如果原始片段的数据改变，会立即影响片段的所有替身。替身在以下情况中很有
用：

• 如果一个即兴重复乐段或短语在编配中重复出现，那么使用替身要比拷贝原片段
快得多。

• 如果某部分不太准确，您只需改变原来的部分，改正就会在整个编配中自动生
效。

然而，如果您想要改变编配中某个细节点（比如改变独唱的音高），您可以将该替
身转变为一个独立的片段（片段拷贝）。

在某种程度上，替身确实独立于其父片段：

• 替身有其自己的一套片段参数。

• 可以为替身单独命名。替身片段名称用斜体表示。如果为一个替身片段命名，其
父片段名称会显示在替身名称的下面（前提是缩放比例合适）。

对父片段名称作出的任何改变都会在所有替身片段中显示出来。

备注： 不能编辑 MIDI 片段替身。如果您连按替身，Logic Pro 会认为您要么想编辑
原始片段，要么想将替身转变为一个真实的片段。系统会询问您是想要创建和编辑
一个真实拷贝，还是想要编辑原始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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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MIDI 片段替身
可以为 MIDI 片段和 MIDI 文件夹创建替身。片段在此部分仅指 MIDI 片段和折叠夹。

备注： 只能为音频片段创建克隆音频片段（或独立的片段拷贝）。（请参阅创建
片段克隆。）

若要创建替身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按住 Option-Shift 键，并将原始片段拖到某个位置作为替身。

µ 选择要放置替身的轨道，设定播放头位置，再选择您想创建替身的原片段，然后选
取“MIDI”>“替身”>“制作”（或使用制作替身键盘命令）。

替身出现在选定的轨道上，在当前播放头位置处开始。

如果选择了几个片段，那么它们的相对时间和轨道位置会被保留。选定的轨道是时
间线上第一个片段的目的轨道。

您也可以使用“重复片段”命令。（请参阅创建多个片段拷贝。）

重新分配 MIDI 片段替身
您可以将一个新的原始片段分配给已有的替身。如果结构正确，但声部错误，使用
该功能进行编配特别方便。您可以将片段拷贝到新轨道的合适位置上，创建替身，
将已有片段静音，然后点击“播放”，或使用下列更简单的方法：

若要重新分配替身
1 选择替身以及您想要的新原片段。

2 选取“MIDI”>“替身”>“重新分配”（或使用重新分配替身键盘命令）

搜索原来的片段或替身片段
如果您忘记了某个替身的原文件位置，可以搜索该原文件。

若要查找并选择替身的原始片段
µ 选择该替身，然后选取“MIDI”>“替身”>“选定原文件”（或使用“查找替身的原文件”键

盘命令）。

若要查找您制作的片段替身
µ 选取“MIDI”>“替身”>“选定片段的所有替身”（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Shift-A）。

所有已有替身都会被找到，并被选定。

选择并删除孤替身
如果您删除从中产生一个或多个替身的源片段，Logic Pro 会询问您是想要将替身转
换为独立的 MIDI 片段，还是保持为替身。

• 点按“取消”以取消此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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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按“转换”以将所有替身 MIDI 片段转换为真实拷贝。

• 点按“保留”以删除父片段，并保持所有（孤）替身片段。尽管这样的孤替身没有
什么用途，但 Logic Pro 不会自动删除它们，因为您以后可能要将它们重新分配
给新的原文件。

如果您的项目文件包含几个没用的替身，您可以快速选择并删除所有的孤替身。

若要选择所有孤替身
µ 选取“MIDI”>“替身”>“选定所有孤替身”（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若要删除所有孤替身
µ 选取“MIDI”>“替身”>“删除所有孤替身”（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将替身转换为真正的片段
您可以使用“MIDI”>“替身”>“转换成片段拷贝”（或使用“将替身转换成片段拷贝”键盘
命令）从替身中制作真正的片段；其内容与替身参考的原始片段的内容一致，但是
其回放参数是替身的参数。您可以自由编辑该真实片段（您也可以编辑原始父片
段，而不会影响新的真实片段）。

备注： 您也可以连按以打开一个对话框，询问您是想要创建和编辑真实拷贝，还
是想要编辑原文件。

创建片段克隆
在编配区域，您可以创建音频片段的另一个版本，即克隆片段，该片段与 MIDI 片
段替身相似。

若要创建克隆的片段
µ 按住 Option-Shift 键，同时拖移音频片段。

每当您调整这些克隆片段中任意一个的开始点或结束点时，所有其他克隆片段也会
以同样方式调整。

若要制作几个彼此独立的克隆片段
µ 在编配区域，选择您（克隆的）片段，并选取“音频”>“将片段转换成新片段”（或使

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Option-Control-R）。

对于用这种方法制作的独立克隆片段，其开始点和结束点可以改变，而不会影响其
他克隆片段。

若要将多个选定的片段转换为音频文件
1 选取“音频”>“将片段转换成新的音频文件”（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Option-Comman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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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为目的文件设定采样速率、位长度、文件格式、立体声转换和
假噪声类型。

新音频文件在与原音频文件相同的文件夹创建。这些文件也会添加到音频媒体夹，
且对这些新编配片段的所有引用会根据新创建的文件相应改变。

您可以单独编辑新创建的文件，以便进行倒转、时间伸展等操作，这些操作不会影
响基于同一原文件的其他片段。

将片段转换成新的采样器轨道
您可以将一个或多个片段或轨道转换成新的 EXS 乐器的单音符/单样本区域。此 EXS
乐器在新的软件乐器轨道上设置，此轨道包含触发音符，以在区域的原始位置播放
它们。

若要将一个或多个片段转换成新的采样器轨道
1 在编配区域中选择一个或多个音频片段。

2 选取“音频”>“将片段转换成新的采样器轨道”（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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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对话框看起来如下：

3 选取您是否想要创建来自片段或瞬变标记的区域：

• 片段： 将整个选定的片段转换成 EXS 区域。

• 瞬变标记： 仅将瞬变标记之间的部分转换成 EXS 区域。

备注： 如果创建来自瞬变标记的区域，将会在音频片段上执行瞬变检测流程（如
果之前没有执行过）。

4 在文字输入栏中输入 EXS 乐器的名称。默认名称为第一个选定片段的名称。

5 从“触发器音符范围”弹出式菜单（新的采样器乐器中创建的单音符区域的最低和最
高音符）中选取设置。

6 点按“好”以执行转换。

在选定轨道的下面会创建一个新的软件乐器轨道，其中插入了 EXS24。在此轨道上
创建了带升序触发音符的 MIDI 片段。会选定新的轨道和片段，同时使已处理的片
段静音，并取消选择它们。

备注： EXS 乐器被存储到项目文件夹，不受“文件”>“项目设置”>“资源”>“将 EXS 乐
器拷贝到项目文件夹”设置影响。但是，如果打开了“文件”>“项目设置”>“资源”>“将
EXS 乐器拷贝到项目文件夹”设置，EXS 样本只会存储到项目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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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多个片段拷贝
您可以使用“重复片段”命令为音频片段和 MIDI 片段制作多个拷贝。

若要制作片段的多个拷贝
1 选择您想制作多个拷贝的片段。

2 在编配区域的窗内菜单栏中选取“片段”>“重复片段”（或使用“重复片段/事件”键盘命
令，默认分配：  Command-R）。

3 在“重复片段/事件”窗口，设置下列参数：

• “拷贝的份数”弹出式菜单： 选取您想要的拷贝份数（不包括原文件）。

• “调整”弹出式菜单： 选取是要将片段副本放置在所选片段的末尾，还是将原始副
本吸附到选取的网格设置（小节、节拍、等份、1/96、秒、帧、1/4 帧）。

• 作为按钮： 选择要重复原文件的拷贝、替身（MIDI 片段）还是克隆（音频片
段）。

创建片段循环
“循环”功能使片段自动重复，而不需拷贝片段。循环的片段会一直重复，直到与同
一轨道的另一片段相遇，或项目结束。如果循环的片段在文件夹内，循环也会在文
件夹的结束标记号处结束。（请参阅处理折叠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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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重复显示为原始片段的扩展段，但显示的颜色更浅。每个分段的长度与原始片
段长度相同，而且会随着原始片段长度的改变而改变。

提示： 如果您想要创建多节奏结构，不妨尝试使用原片段的长度。

若要使用“循环”参数将片段设为循环
1 在编配区域选定片段。

2 在检查器的“片段参数”框中，选择（打开）“循环”选项（或使用“循环片段/折叠夹打
开/关闭”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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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会一直循环，直到在同一轨道上与另一片段相遇（或项目或文件夹结束）。

若要关闭“循环”参数
µ 在“片段参数”框中，选择“循环”选项（或使用“循环片段/折叠夹打开/关闭”键盘命

令，默认分配：  L）。

若要使用鼠标将片段设为循环
1 将指针移到您想要其循环的片段结尾处。

当把指针放置在片段上方区域时，它会变为一个循环箭头（循环长度编辑工具）。

2 将片段结尾向右拖移，以设定循环片段的长度。

在整个循环片段内，循环重复显示为分段（与原片段长度相同）。自动激活“片段
参数”框中的“循环”参数。

备注： 取消激活“循环”参数会还原手动创建的循环长度。下次使用“循环”参数时，
片段会被重复，直到在同一轨道上遇到另一个片段，或者项目（或文件夹）结束。

只有轨道足够高时，指针才会变为循环箭头（并提供循环长度编辑功能）。使用任
何一个缩放选项来调整大小（如果需要）。

如果要选择循环片段（比如要移动它），点按循环区域的下半部分或按住 Shift 键，
点按循环区域上方。

备注： 大多数其他工具也可以用来设定循环的长度，当放置在片段的右上方区域
时，它们也显示为循环箭头的形状。然而，您应该使用指针工具，因为在选择了橡
皮工具的情况下，在某个片段上的错误位置点按会删除该片段，而不是设定您想要
创建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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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重复只是原片段的指针。它们不能被移调，在检查器的“片段参数”框中没有显
示任何回放参数。只有真实的片段（或拷贝）才提供回放参数，并可以移调。如果
您想要对每个循环重复使用不同的回放设置，您需要将循环转变为真实拷贝。

若要将已有循环转变为一个真实拷贝
1 选定原片段。

2 选取“片段”>“循环”>“转换成真实拷贝”（或使用“将循环转换成真实拷贝”键盘命令，
默认分配：  Control-L）。

新片段将替换循环重复分段。

真实拷贝的优点是可以单独改变它们的大小。如果您想要调整乐曲长度内数百个循
环拷贝中一部分的大小，这个功能很有用。

若要将循环转换为替身或克隆
1 选定原片段。

2 选取“片段”>“循环”>“转换成替身”（或使用“将循环转换成替身”键盘命令）。

MIDI 片段循环重复被转换为替身。音频片段循环重复被转换为克隆音频片段。

这样，对原片段长度的任何改变都会影响到替身和克隆片段。

分开片段
您可以使用剪刀工具分开一个或多个选定片段。

若要分开一个或多个片段
1 选择您想分开的片段。

2 选择“剪刀”工具。

3 点按住您想要分开的片段。

帮助标记显示当前分开位置。

4 放开鼠标键。

所有选定的片段都在帮助标记显示的位置处被剪切。

使用剪刀工具选择剪切点时，可以按每步一等份前后移动。网格基于“吸附”弹出式
菜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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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更精确地进行分开操作（覆盖当前的吸附值）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用剪刀工具选择片段之后，按住 Control 键，以按等份值分开片段（1/16、1/32
等，如走带控制条中所示）。

µ 按住 Control-Shift，以更精确地（按音位或样本）分开片段。

新创建的音频片段的分段以原片段命名，在名称后面添加一个顺序编号。

分开的 MIDI 片段以原片段命名，但是没有顺序编号。分开所形成的每个 MIDI 片段
都是独立的，并且包含数据。

若要将片段分开为多个长度相等的部分
µ 按住 Option 键，同时使用剪刀工具剪切片段。

“剪刀”工具旁边出现一个加号，并且帮助标记上显示“分开多个”。

选定的片段被剪切成多个片段，每个分段的长度都与第一个分段的长度相等。

例如，若要将一个长度为 16 小节的片段分成 8 个长度为 2 小节的片段，请在第 3
小节开始处剪切，同时按住 Option 键。

若要在定位符位置处分开片段
1 根据您的需要设定左右定位符的位置。

2 选择您想在定位符边界内分开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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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取“片段”>“分离”>“按定位符分离片段”（或使用“按定位器或选取框所选内容分离
片段/事件”键盘命令）。

部分的或全部落入定位符之间的所有选定片段都在左右定位符的位置处被剪切。通
过分离操作在定位符位置之间创建的所有片段将被自动选定。

提示： 在“小节”标尺上，用鼠标定义循环，同时按住 Command 键，您可以获得同
样的效果。

若要在播放头位置处分开片段
1 选择您想分开的片段。

2 选取“片段”>“分离”>“按播放头分离片段”（或使用“按播放头位置分离片段/事件”键
盘命令）。

恰好在播放头位置分离所有选定的片段。

提示： 若要在最近的小节剪切片段，您可以使用“分离片段/事件（按播放头位置取
整）”键盘命令。

处理分开的 MIDI 片段中重叠的音符
在分开的 MIDI 片段中，如果任何音符与其他音符重叠的幅度超过 1/16 音符，系统
会询问您是想要保留、缩短还是分离音符。

• 点按“保留”以便不更改所有音符。MIDI 片段会按照您的要求剪切，但是您也可以
将左半部分（较早片段）的音符作为结束，这些音符长于包含它们的 MIDI 片段。
这些音符会正常播放，除非激活“片段长度”。（请参阅调整 MIDI 片段的开始点和
结束点。）

• 点按“缩短”以截短所有重叠的音符，以使它们在原始 MIDI 片段分开的点上结束。

• 点按“分离”以分开跨越两个 MIDI 片段的重叠音符；创建两个音符，其音高和力度
与原文件相同，且总长度与原始音符相同。

重要事项： 使用上述任何方法分开音频片段时，编配区域的窗内菜单栏中的“音
频”>“将编辑吸附到过零点”设置没有任何影响。如果激活“音频”>“将编辑吸附到过
零点”，则仅应用于开始点和结束点的改变，而不用于分开操作。如果您想将音频
文件自动分开为多个片段，请使用“剥离无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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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剥离无声”功能将音频片段分开
编配区域的窗内菜单栏中的“音频”>“剥离无声”功能会打开一个窗口，您可以在其中
将一个音频录音分成多个不同的音频片段。分开应根据对音频文件中的振幅幅度分
析进行。有关此功能的详细描述，请参阅从音频片段中去掉无声段落。

将 MIDI 片段解混
您可以根据事件通道或音符音高，分离 MIDI 片段（或标准 MIDI 文件格式 1 或 0）。

若要按事件通道分离 MIDI 片段
1 选择您想要分离的 MIDI 片段。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MIDI”>“分离 MIDI 事件”>“按事件通道”（或使用“按 MIDI 通道分离 MIDI 片段”
键盘命令）。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MIDI 片段，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MIDI”>“按
MIDI 通道分离”。

Logic Pro 会搜索所选 MIDI 片段，查看是否存在带有不同 MIDI 通道的事件。

• 将会为找到的每条 MIDI 通道创建一个单独的 MIDI 片段，其中该包含所有匹配事
件。

• 每个此类片段都创建在一条轨道上，该轨道的乐器通道与 MIDI 通道相匹配。

• 如果不存在这样的轨道，则为每条通道创建一条新轨道。

若要按音符音高分离 MIDI 片段
1 选择您想要分离的 MIDI 片段。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MIDI”>“分离 MIDI 事件”>“按音符音高”（或使用“按音符音高分离 MIDI 片段”
键盘命令）。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MIDI 片段，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MIDI”>“按
音符音高分离”。

Logic Pro 会搜索所选 MIDI 片段，查看是否存在带有不同音符编号的音符。

• 将会为找到的每个音符编号创建长度相同的不同的 MIDI 片段。

• 为这些 MIDI 片段创建轨道，并将所有轨道分配到与原 MIDI 片段相同的通道条
上。

该功能很有用，尤其是在分离从电子鼓乐器录制到 Logic Pro 上的鼓声部时，此时
所有音符都在同一条 MIDI 通道上。然后，可将每个音符片段分配到另外的通道条
上，或者删除部分片段，以稀疏化原来的鼓乐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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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片段（通用工具和命令）
您可以将两个或多个选定的片段（类型相同，都是音频片段或都是 MIDI 文件）合
并成一个片段，使得片段处理更容易，或作为发挥创意的方法之一。

若要使用胶水工具合并两个或多个片段
1 选择“胶水工具”。

2 点按您想要合并的片段。（如有必要，请在选择时使用 Shift 键。）

若要使用“合并片段”命令来合并两个或多个片段
1 使用指针工具选择您想要合并的片段。

2 选取“片段”>“合并”>“片段”（或使用“合并片段/音符”键盘命令）。

此操作会将所有选定的片段（甚至是不同轨道上的片段）合并为一个片段。

若要创建多个合并文件，且每个文件在其自己的轨道上
1 使用指针工具在每条轨道上选择您想要合并的片段。

可以按住 Shift 键点按，拖移选择或使用 Command-A 来执行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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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取“片段”>“合并”>“每个轨道的片段”（或使用“分轨道合并片段”键盘命令）。

选定的片段分轨道组合成一个片段。例如，如果您想要合并轨道 1 到轨道 4 中的片
段，您可以在每个轨道通道中选择片段，点按 Shift-J，然后就会创建四个合并的片
段，每个轨道一个。

合并 MIDI 片段
当您合并 MIDI 片段时：

• 各个 MIDI 片段的所有事件都会保留其原始时间位置。

• 新的（合并）MIDI 片段采用原来 MIDI 片段中第一个片段（时间线上）的名称和
轨道。

• 如果移调、力度和动态片段参数在所有选定片段中不一致，应该在合并前统一。
即合并前，所有参数值都随着每个片段的数据改变。新创建的（合并的）MIDI 片
段参数都设定为中性（默认）值。

• 如果其中一个片段参数（比如“移调”值）在所有选定片段中一致，则该值将保留
在合并片段的“片段参数”框中，并且事件与其原值相同。

备注： 请注意：事件的单个 MIDI 通道（如果适用）被当前轨道乐器通道条的 MIDI
通道所替换。

合并音频片段
合并音频片段是非破坏性操作，因为 Logic Pro 会始终为合并的音频素材（有此称
为缩混）创建新的文件。

这个新的音频文件储存在您的硬盘上（项目文件夹内），并会自动添加到音频媒体
夹。合并后的片段替换原片段。

没有缩混情况
如果同一轨道上一行中的多个片段（单声道或立体声）是用剪刀工具从某个片段中
剪切而来的，则不会发生缩混。在这种情况下，在整个区域内只创建一个片段。这
样将达到预期效果，且不会占用额外的磁盘空间。

备注： 即使片段之间有空隙，Logic Pro 也能够识别关联片段。决定因素是编配区
域中片段的相关位置与基础音频文件中片段的相关位置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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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将声相相反的两条轨道上的片段混合时，不会发生缩混，因为所产生的两个缩
混文件将与原音频文件（在片段所在区域）相同。

通过削波扫描实现真正缩混
如果将两条或多条轨道上的音频数据（片段上）合并，则各条轨道上的当前声相和
音量值将定义新音频文件的声相和音量设置。

如果要合并立体声音频文件的两侧（两条轨道上各自的单声通道），首先将组件单
声道侧的声相控制分别设置为强制向左和强制向右。

在数码削波扫描（削波扫描）和缩混完成之后，Logic Pro 会用包含整个缩混音频文
件的片段替换先前所选片段。

如果您改变了对缩混的想法，您可以使用“编辑”>“撤销”功能 (Command-Z) 来恢复原
始音频片段。如果这样做，系统会询问您是想保留还是要删除新创建的混合音频文
件。如果选择保留，它们会保留在音频媒体夹中，并且可以进一步使用和处理。

在缩混过程中，32 位分辨率的削波扫描功能确保可能的最高色阶，而不需削波。

在轨道上缩混音频片段
如果在单条轨道上选定多个重叠的音频片段，那么不会发生缩混。系统会要求您创
建新的音频文件，并根据轨道上第一个片段的命名。然后，缩混选定的片段，不改
变音量，也没有削波扫描。

如果两个片段之间有空的部分，这些空的部分将作为无声段落添加到新音频文件。

数码缩混中的音频交叉渐变
数码缩混支持选定片段的交叉渐变。

交叉渐入渐出参数在“通用音频”偏好设置面板上定义，您可以通过选取“Logic Pro”>“偏
好设置”>“音频”>“通用”（或使用“用于合并的音频交叉渐入渐出选项”键盘命令）打
开它。

有两个推子：

• 交叉渐入渐出时间[毫秒]： 这是交叉渐入渐出的整体长度。若要关闭交叉渐入渐
出，请将此值设定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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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渐变曲线”： 若要获得线性交叉渐变，请将该值设为零。其他值（正值或负
值），会产生各种指数渐变。为避免色阶偏差，渐入和渐出总是对称的。预置值
为：时间 = 0 毫秒，曲线 = 0（线性）。

处理折叠夹
文件夹是包含其他片段的片段，与 Finder 中包含其他文件夹或文件的文件夹类似。
原则上，您可以像编辑 MIDI 片段一样编辑文件夹。

使文件夹可视的一个方法是将其作为编配区域的一个编配。一个文件夹可以包含任
意多的轨道（载有片段）。关闭后的文件夹看起来像 MIDI 片段，但它位于在轨道
列表中指派给该文件的轨道，而不是通道条。

打开后的文件夹看起来就像项目中的编配区域和轨道列表。

折叠夹中的所有片段将按照该折叠夹的轨道列表中设定的通道条进行路由和播放，
因为这些片段通常位于编配窗口的顶层。

备注： 如果将折叠夹拖到设定为乐器通道条的轨道上，其所有内容（即折叠夹中
的所有 MIDI 片段）都会由此乐器演奏。通常，只有当文件夹包含特定乐器或乐器
类型（诸如：架子鼓或通用音弦声音）的轨道时，该操作才有意义。例如，如果您
想要的部分声音源不可用时，通过此技术可以快速试听弦乐编配。

例如，铜管乐器部分折叠夹可能包含小号、萨克斯和长号轨道，或可能包含鼓乐器
的 14 条轨道，您不妨将此折叠夹视为一个单独的鼓类片段。

同样的，整个项目（包括所有轨道和片段）可以单独成为一个文件夹，在编配中显
示为灰色符杠。这样，您可以编配一个音乐会的几个项目。

文件夹不止有这些功能。例如，你可以用文件夹代表乐曲的合唱和独唱。如同
Finder，您可以在其他文件夹内放置任意多的文件夹，还可以将文件夹放置在更多
的文件夹内（比如不同乐器部分的乐器组），不限制创建文件夹的数量。

另一个用途是将同一项目的不同编配储存在不同文件夹，让您可以在编配间更快切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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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包文件夹和解开文件夹
您既可以将选定的片段打包到一个文件夹，也可以创建一个新文件夹，然后在其中
添加片段。

若要将选定的片段打包到一个折叠夹
1 选择片段。

2 选取“片段”>“折叠夹”>“打包折叠夹”（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Shift-Command-F）。

如果所有选定的片段位于不同的轨道上，将会创建一个新的折叠夹轨道。

如果所有选定的片段位于同一轨道上，将会在那条轨道上（而不是在各自的折叠夹
轨道上）创建折叠夹。

备注： 在类型相符的轨道间移动仅带有一条内容轨道的折叠夹时，内容会始终通
过托管轨道的通道条回放。

如果没有选择片段，Logic Pro 会创建一个空折叠夹。该文件夹不包含片段，仅包含
从当前层次分配到所有通道条的轨道。

若要解开折叠夹
1 选择该文件夹。

2 选取下列一个命令：

• 选取“片段”>“折叠夹”>“解开折叠夹”。

编配窗口将更新，以显示折叠夹的内容（轨道和片段）。

• 选取“片段”>“折叠夹”>“解开折叠夹（创建新轨道）”，或使用“将折叠夹解开到新
轨道”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U。

Logic Pro 会在放置折叠夹的同一层次上（前一折叠夹轨道下面）创建新轨道。

• 选取“片段”>“折叠夹”>“解开折叠夹（使用现有轨道）”，或使用“将折叠夹解开到
现有轨道”键盘命令。

折叠夹内包含的片段放置在分配到相应通道条的轨道上。

进入文件夹和退出文件夹
一旦您打包了文件夹，您会经常进入和退出文件夹，以在编配过程中修改数据。您
可以在编配窗口中轻易分辨您是处于折叠夹内还是折叠夹外：

• 处于最高编配层时（折叠夹外），折叠夹在轨道上可见，编配窗口标题栏将显示
项目名称，且层次按钮呈灰色显示。

• 在折叠夹内时，您看不到折叠夹轨道，编配标题栏将显示项目名称，其后是折叠
夹名称（例如“未命名：  合唱文件夹），且层次按钮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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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进入折叠夹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连按文件夹片段。

µ 选择您想进入的文件夹，然后使用“跳进文件夹或片段”键盘命令。

在使用该命令之前，您应该确保已选定此文件夹。如果选定一个 MIDI 片段，事件
列表编辑器（显示 MIDI 片段内容）会打开。

在轨道列表中，连按折叠夹轨道名称会打开调音台。

若要退出折叠夹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连按（折叠夹）编配区域背景（或使用“跳出文件夹或片段”键盘命令）。

µ 在编配区域的窗内菜单栏中，点按最左侧的层次按钮。帮助标记显示“离开文件夹”。

您会向上移动一个显示层次，并且可以看见编配窗口的内容（显示关闭的折叠夹）。

从折叠夹中添加和移走片段
您可以很容易地向现有文件夹内添加片段，或从文件夹中移走片段。处理编配时，
会发现需要添加或移走某些部分，因此经常发生这种情况。

若要将片段移到折叠夹内
µ 在编配层次的最顶层（折叠夹外），将片段拖到折叠夹中的所需位置。

如果折叠夹不包含与源片段使用同一通道的轨道，Logic Pro 会创建这样一条轨道。
如果折叠夹包含这样的轨道，则使用该通道。进入折叠夹时，您会看到拖移过来的
片段放在您放置的位置上。

若要将单个片段拖移出折叠夹
1 在主菜单栏中，选取“窗口”>“编配”以打开第二个编配窗口（或使用“打开编配窗口”

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1）。

2 在两个编配区域之一，进入您想从中移走片段的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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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片段从文件夹拖到另一个编配区域。

您也可以使用“编辑”>“剪切”命令，以将片段从文件夹中剪切掉。这会把片段转移到
夹纸板上。然后，您可以使用“编辑”>“粘贴”命令，将片段拷贝到编配区域中的所需
位置。

创建替身文件夹
您可以创建文件夹的一个拷贝，该拷贝包含原文件夹内片段的替身和克隆。这样做
的好处是，在此折叠夹内，您可以（例如）进行将片段静音，修改音色、乐器或回
放参数等操作。这给您提供一个“备用混合”文件夹，该文件夹可以设为静音和独奏
（跟其他片段一样），使您可以快速切换不同的编配版本。

若要创建替身折叠夹
1 选择一个文件夹。

2 选取“MIDI”>“替身”>“制作但也拷贝折叠夹”。

在音频片段上创造交叉渐变和渐变效果
您会经常在音频片段上创造渐入或渐出效果，包括 Apple Loops 音频文件，或者使
用交叉渐变使轨道上两个相邻的（或重叠的）音频片段可以平滑延续。

可以使用 Logic Pro 在重叠的音频片段上自动执行后一种类型的渐变，即交叉渐入
渐出。

若要启用自动交叉渐入渐出
µ 从“拖移”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交叉渐入渐出”设置。（请参阅使用拖移模式。）

您也可以手动使用渐变工具、检查器的“片段参数”框中的渐变参数或者现有渐变区
域的快捷键菜单来创建交叉渐入渐出，以及渐入和渐出。

提示： 两种方法您都应该使用，因为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优点。当片段组合起来时，
创建和编辑渐变过程会更快捷，更容易。

您可以同时为所有选定的音频片段调整渐变参数。

备注： 这些渐变参数不具有破坏性（它们不会改变原来的音频文件），这点与样
本编辑器中可用的渐变功能相反。

创建渐变
从音频片段的开始处开始淡入，并从片段的结束处淡出。仅当在设置了足够的缩放
比例，足以看到音频片段的波形时，“渐变”才是可见的。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或检
查器的“片段参数”框中的参数来创建渐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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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使用渐变工具创建渐入或渐出
1 选择渐变工具。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拖移音频片段的开始点或结束点。

这样会创建淡入或淡出。渐变拖移区域的长度决定渐变的长度，因此，拖移区域
越长，渐变时间越长，而拖移区域越短，渐变越快。

• 拖移某音频片段的结束点和下一个片段的开始点。

即使两部分没有直接相邻，此方法也很奏效。

使用检查器的“片段参数”框创建淡入或淡出
1 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

2 在“片段参数”框中设定“淡入”或“淡出”设置的值。将鼠标用作滑块，或连按并键入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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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时，会在选定的片段的开始处和结束处创建一个渐变。

备注： 渐变值决定渐变的长度。因此，值越大，渐变时间越长，而值越小，渐变
时间越短。

编辑和删除渐变
您可以更改现有渐变、渐变曲线形状、渐变类型和渐变的回放速度。您也可以删除
渐变。

更改现有渐变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或通过修改检查器的“片段参数”框中的参数来更改现有渐变。

若要更改现有渐变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使用渐变工具拖移渐变的开始点或结束点。

µ 选择片段，然后在“片段参数”框中编辑“淡入”或“淡出”的值。

更改现有渐变时，会保留前一个渐变的曲线形状。

更改渐变曲线形状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或通过修改检查器的“片段参数”框中的参数来更改渐变曲线
形状。

若要调整渐变曲线形状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使用渐变工具来拖移曲线。

µ 选择片段，然后在“片段参数”框中编辑“曲线”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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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的示例中，淡入和淡出都显示为正的曲线。

在下面的示例中，淡入显示为负的曲线，淡出显示为线性渐变（没有曲线）。

改变渐变类型
在检查器的“片段参数”框或编配区域中，您可以在四个不同的渐变类型中进行选
取：

• 出（淡出）： 每次使用渐变工具或渐变参数时，都会创建一个标准渐出。

• X（交叉渐变）： 当您使用渐变工具或渐变参数时，所选片段会与随后的片段交
叉渐入渐出。

• EqP（同等能量交叉渐变）： 产生“相同功率”的交叉渐变。这会最小化音频片段
之间的音量调节，使得音量稍有不同的片段间的渐变更平坦。

• X S（S 曲线交叉渐变）： 产生 S 曲线交叉渐变。顾名思义，该渐变曲线是 S 形状
的。

若要更改渐变类型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片段参数”框中打开“渐变类型”弹出式菜单，然后选取一种渐变类型。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渐变或交叉渐入渐出，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
取一种渐变类型。

备注： 后三个选项只能应用于两个连续的片段。还请注意：当选取 X、EqP 或 X S
中的任何一个选项时，淡入参数（和相应的曲线）都会变成冗余参数（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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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渐变回放速度
在检查器的“片段参数”框中或者在现有渐变区域的快捷键菜单中，Logic Pro 提供加
速和减速参数，可让您加快或减慢渐变的回放速度。在“片段参数”框中，加速参数
和减速参数与渐入参数和渐变参数共用弹出式菜单。

若要更改回放速度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加速参数，然后修改相应的值。

µ 选取减速参数，然后更改相应的值。

删除渐变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或修改检查器的“片段参数”框中的参数来删除渐变。

若要删除渐变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现有渐变区域，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去掉渐入渐出”。

µ 按住 Option 键，并使用渐变工具点按现有渐变区域。

µ 将“片段参数”框中的“淡入”或“淡出”参数设定为 0。

删除渐变文件
使用“选项”>“音频”>“删除所有渐变文件”命令来删除渐变文件。这样做不会丢失信
息，因为在下次回放开始时，Logic Pro 会根据每个音频片段的渐变参数自动创建一
个新的渐变文件。

渐变 Apple Loops
您将渐变应用到 Apple Loops 音频文件。选择 Apple Loops 音频文件时，渐变参数
会显示在“片段参数”框中。

设置片段参数
检查器的“片段参数”框中显示的参数取决于在编配区域选定的片段类型。其中一些
参数为：

• 可用于音频片段和 MIDI 片段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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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用于音频片段的参数

• 只用于 MIDI 片段的参数

备注： MIDI 片段参数也适用于文件夹，并全局影响文件夹内所有的 MIDI 片段。

公共音频片段和 MIDI 片段参数
选择音频片段或 MIDI 片段时，以下共同的参数可用。

• 量化： MIDI 片段中包含的所有音符事件都在时间上被纠正为（量化）网格格式
（在菜单中选取该格式）。有关 Logic Pro 的所有量化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量化音频和 MIDI。

• Q-摇摆： 此百分比值改变当前量化网格中每隔一个点的位置。超过 50% 的值延
迟节拍。低于 50% 的值则将它们预延迟。最可行的设置是在 50% 和 75% 之间，
使严格量化（或紧密弹奏）的音频片段或 MIDI 片段产生一种节奏感。

• 循环： 通过选择激活“循环”注记格，或使用循环工具，可以持续重复回放所有片
段类型。（请参阅创建片段循环。）

• 延迟： 所有片段类型的回放都能以音位或音乐格式变量为单位（例如，1/96、
1/16、1/192 等）延迟或提前（此值可正可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移动
片段的回放位置。）

• 高级量化：  Q-强度： 此百分比值确定音符向最近网格位置的移动距离。100%
产生完全量化；0% 将音符保持在其录制位置。

• 高级量化：  Q-范围： Q-范围是一种非常音乐化的量化策略，需要一定的技术音
乐能力。它非常适合于整体效果良好、但有些地方过于急促或随意的录音。它可
让您保留原始感觉，但在音乐套路中精确定位节奏中心。值 0 意味着每个音符都
被量化。如果您输入负的 Q-范围值，则只有设定范围之外的音符会被移到理想
的量化网格位置，而接近理想位置的音符保持不变。这会将弹奏得最差的音符
（范围外的那些）根据 Q-强度设置移到量化网格上的完美时间位置，或至少朝
着这些位置移动。

MIDI 直通：  MIDI 片段默认
如果没有选定片段，“片段参数”框的上边线会显示“MIDI 直通”。您可以使用在这里
选取的设置，播放任何现场 MIDI 输入（在“停止”模式下，以及在录音或回放过程
中）。当您录制一个新的 MIDI 片段时，“MIDI 直通参数”框内的设置会带到新的 MIDI
片段的“参数”框中。“MIDI 直通参数”框可以视为可调整的默认“参数”框。

在没有选定片段时，MIDI 直通参数是可以调整的。点按编配窗口背景，以取消选
定所有片段。

备注： 使用“通过片段/文件夹来设定轨道和 MIDI 直通参数”键盘命令，您可以设定
“MIDI 直通”参数，以与选定的 MIDI 片段相符。此操作也会选定片段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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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编辑几个片段
如果选定了多个片段，会显示选定片段数量，而不是片段名称。对任何一个片段参
数的更改都会影响所有选定的片段。如果某个特定参数在各个片段中的设置不同，
“参数”栏中会显示“星号 (*)”。您可以改变所有选定片段的此参数，不同的值将会保
留（相对改变）。如果要将所有选定的片段设为相同的值，请在更改该值（绝对改
变）时按住 Option-Shift 键。

音频片段参数
音频片段参数根据选定的音频片段的类型而改变：  基本上，可以分为标准音频片
段和 Apple Loops。

只有当选择了标准音频片段时，渐变和增益参数才可用。

• 增益： 此参数根据选取的调整量来调整单个音频片段的音量。

• 渐强/加速： 此参数允许您在渐强和加速参数之间切换，您可以在这两个参数中
分别应用音量和回放的渐变值。

• 曲线： 此参数调整淡入曲线形状。

• 渐变/减速： 此参数允许您在渐变和减速参数之间切换，您可以在这两个参数中
分别应用音量和回放的渐变值。

• 曲线： 此参数调整淡出曲线形状。

将 Apple Loops（绿色或蓝色）添加到音频轨道时，会显示变调和跟随速度参数。

• 变调： 此参数可以向上或向下调整 Apple Loops 音频片段的音高，幅度为您选取
的调整量。

• 跟随速度： （默认情况下）此参数允许 Apple Loops使用项目的速度。

MIDI 片段参数
如果您选择 MIDI 片段（在软件或外部 MIDI 轨道上），则“片段参数”框会显示下列
MIDI 片段专用参数。

将绿色的软件乐器 Apple Loops 文件添加到发送至乐器通道的轨道时，也会显示这
些参数。（Apple Loops 乐器被载入到通道条的“乐器”插槽中。）

• 变调： 回放时，MIDI 片段包含的所有音符事件都按选定的量向上或向下移调。
用这种方法，甚至完整的文件夹也能被立刻移调。如果文件夹内几个单独的 MIDI
片段已经被移调，会保留它们的相对差异。

如果您想要按八度音程移调，请点按移调参数右侧的箭头。打开一个弹出式菜
单，允许您直接按八度音程移调。

为了防止鼓类音符等被移调，乐器通道的“参数”框带有“没有移调”注记格。如果
您选择此选项，会忽略所有由此乐器通道条播放的 MIDI 片段上的移调参数（包
括已添加到发送至乐器通道的轨道上的绿色 Apple Lo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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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度： 相关 MIDI 片段上的所有音符将按选定值偏移。正值会使原来录制的力度
增加，负值使原来录制的力度降低，当然值不可能超过 MIDI 标准确定的界限（0
－127）。如果选定的力度偏移超过了特定音符的最大或最小可能值，此音符将
在可能的最大范围内播放。例如，将值设为 +20，则力度为 120 的音符会以 127
的力度播放。

• 动态： 此参数也会影响音符的力度值，但它不是增加或减去固定值，而是提高
或降低弱音符与强音符（动态）之间的差异。这与压缩程序或扩音器的功效相
似。大于 100% 的值会加强动态效果，从而增加强弱之间的差异。反之，小于
100% 的值会减弱动态效果，从而减少强弱之间的差异。

使用“修正”设置会使所有音符都在力度值为 64 时被转移。与力度参数（参考上
文）同时使用时，可以设置任意修正力度值。

• 门时间： 术语“门时间”源于模拟合成器使用的技术，指的是按下与放开键的相隔
时间。该参数影响绝对音符持续时间或长度。请不要与音符值混淆。音符值通常
指一个音符与下个音符之间的时间间隔。实际效果是使片段中音符有更多的跳音
或连音。参数范围与原来音符长度有关。“修正”可以产生强烈跳音。小于 100%
的值会缩短音符的长度。大于 100% 的值会增加音符的长度。“连音”设置对所有
音符都产生完整的连音效果，而不考虑原来音符长度，从而消除受影响片段中音
符之间的所有间隔。如果将此应用于折叠夹，就会影响折叠夹中所有 MIDI 片段
中的所有音符。

• 片段长度： 此功能使您可以通过调整 MIDI 片段长度，直接在编配区域改变一个
片段中最后音符的长度。打开时，片段结束时正在播放的音符会突然切断。关闭
时，音符会播放到其正常的结束点，而不考虑片段的结束位置。

• 乐谱： 此功能主要用于阻止显示仅包含乐谱中不能显示的 MIDI 事件的片段的乐
谱，例如控制器或 SysEx 数据。关闭时，乐谱中不会显示 MIDI 片段。

• 高级量化：  Q-琶音： 具有相同时间位置的音符（和弦）由此参数展开。正值产
生上升的（向上的）琶音；负值产生下降的（向下的）琶音。琶音中第一个音符
的位置（假设所有音符都从相同位置开始，最低音符或最高音符）不变。

• 高级量化：  Q-力度： 此参数（用百分比表示）确定模板 MIDI 片段的力度值对量
化音符力度值的影响量。取值 0% 时，音符保持它们的原始力度。取值 100% 时，
它们采用模板的力度值。负值改变力度，使其与模板的差异更大。

• 高级量化：  Q-长度： 此参数（也用百分比值表示）确定模板 MIDI 片段的对等音
符长度（位于相同位置的音符）影响量化音符长度的方式。值 0% 没有效果，而
取值 100% 时，音符采用模板片段的准确音符长度。负值进一步改变音符长度，
造成与模板间更显著的差异。

修复 MIDI 片段参数
使用“MIDI”>“片段参数”>“正常化片段参数”命令，您可以使所有选定的 MIDI 片段和
文件夹的 MIDI 片段参数设置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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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说所有设置实际上都写为数据，并且回放参数会复原到正常值。听觉效果保
持不变。但不会影响循环参数和扩展了的 MIDI 片段参数。在效果上，该功能类似
于“将这些 MIDI 片段/乐器参数值变成永久值”。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好不要这样做，
因为保留原数据，灵活性会更大。您可以随意改变对 MIDI 片段编辑的看法。

正常化和 MIDI 通道
同“合并”功能和胶水工具一样，“正常化”功能以智能方式处理储存的 MIDI 通道编
号。如果所有储存的事件都有相同的 MIDI 通道编号，则通道会更改为分配给当前
轨道的乐器通道。如果事件位于不同的通道上，则 Logic Pro 会询问您是否要转换
事件通道。

下列“正常化”选项也可以在“MIDI”>“片段参数”菜单中找到：

• 正常化但不影响通道： 保留储存的通道编号不动。

• 正常化但不影响通道和延迟： 保留储存的通道编号和延迟参数不动。

如果回放乐器有一个通道设置为“全部”，或者您正在处理类型完全不同的环境对象
（例如用作 A-Playback 的通道分离器），则一般的“正常化”功能也不会影响储存的
MIDI 通道编号。

备注： 如果您正在编辑 MIDI 片段，并且这些 MIDI 片段在复音乐谱风格上显示为
乐谱，推荐您使用“正常化但不影响通道”功能，因为在乐谱编辑器中，事件通道用
来将音符分配给单个复音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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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涵盖 Logic Pro 中的音频和 MIDI 录音的所有方面。您将了解到如何使用多种工
作流程功能，包括汇整录音、多轨道录音和替换录音。您还将了解到 Logic Pro 的
MIDI 逐个输入功能，它可以让您在没有处于实时录音模式时插入 MIDI 音符。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为录音检查硬件连接和设置 (第 370 页)

• 设定项目采样速率 (第 370 页)

• 设定项目位长度 (第 371 页)

• 为录音设置节拍器 (第 372 页)

• 为录音启用软件监视 (第 374 页)

• 为录音设定监视电平 (第 376 页)

• 定义录音文件夹 (第 376 页)

• 给音频录音命名 (第 377 页)

• 选取录制文件类型 (第 377 页)

• 设定录音格式 (第 378 页)

• 轨道的录音启用 (第 379 页)

• 了解音频录制 (第 380 页)

• 音频汇整录音 (第 380 页)

• 音频多轨道录音 (第 385 页)

• 音频插入录音 (第 386 页)

• 音频替换录音 (第 388 页)

• 删除音频录音 (第 389 页)

• 了解 MIDI 录制 (第 389 页)

• MIDI 汇整录音 (第 390 页)

• MIDI 多轨道录音 (第 394 页)

• MIDI 合并录音 (第 3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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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DI 替换录音 (第 398 页)

• 录制过去的 MIDI 片段 (第 399 页)

• 将乐器切换到软件乐器现场模式 (第 399 页)

• 录音时过滤 MIDI 事件 (第 400 页)

• 录音时关闭 MIDI 直通 (第 400 页)

• 使用高级录音命令 (第 401 页)

• 在录音时给汇整着色 (第 402 页)

• 录音时标记好的汇整 (第 403 页)

• MIDI 逐个输入录音 (第 404 页)

为录音检查硬件连接和设置
录音之前，确定您打算在录制会话中使用的所有声源（例如：调音台、CD 播放机
或麦克风）都已连接到系统的音频输入，并且正常工作。

您还应检查对录音很重要的硬件设置，比如系统内存要求、I/O 缓冲区大小等等。

有关硬件连接和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设置系统。

设定项目采样速率
您应该在项目开始时设定必需的采样速率。采样速率是指音频信号每秒钟被采样的
次数。大多数情况下，建议以 44.1 kHz 的采样速率进行录制。

若要设定项目的采样速率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音频”（或使用“打开音频项目设置”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Option-P），并在“采样速率”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所需的采样速率。

µ 点按走带控制条上的采样速率显示，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所需的采样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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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如果您看不到采样速率显示，则需要关闭走带控制条中的“自动插入”按钮，
或在“自定走带控制条”对话框中选择“采样速率或入出点定位符”注记格。若要选择
此注记格，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走带控制条，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
“自定走带控制条”，选择“采样速率或入出点定位符”，然后点按“好”。

将音频文件添加到项目时，如果在“文件”>“项目设置”>“资源”标签中选择了“导入时
转换音频文件的采样速率”选项，则这些音频文件的采样速率会自动与项目采样速
率匹配。

项目采样速率的重要性
如果以不相符的采样速率播放数码音频，则它的播放速度不同。例如，如果一个
文件创建时的采样速率为 96 kHz，回放时速率为 48 kHz，则回放速度是原来的一
半。这是因为在相同的时间帧中仅回放了一半的可用样本。

通常来说，创建以供项目内部使用的任何并轨都应采用项目的原始采样速率。如
果并轨速率为 96 kHz，然后导入并转换为 44.1 kHz，您不会达到您的目的。

设定项目位长度
您应该在项目开始时设定必需的位长度。位长度是指每个样本包含的数码位的数
量。大多数情况下，建议以 24 位的位长度进行录制，这也是 Logic Pro 的默认设
置。

如果您有合适的音频硬件，24 位录音的可用动态范围将显著增大。24 位文件占用
的磁盘空间是 16 位文件的 1.5 倍。

若要打开或关闭 24 位录音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音频”偏好设置：

•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音频”（或使用“打开音频偏好设置”键盘命令）。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音频”。

2 点按“设备”标签，然后点按“Core Audio”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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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开或关闭“24 位录音”选项。

为录音设置节拍器
如果您希望在录音时听到节拍器（发出规律的咔嗒声），您可以在“节拍器”项目设
置窗口中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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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打开“节拍器”项目设置窗口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节拍器”（或使用“打开节拍器项目设置”键盘命令）。

µ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设置”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节拍器”。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走带控制条中的“节拍器”按钮，并从弹出式菜
单中选取“节拍器设置”。

“节拍器”项目设置窗口包含用于以下用途的所有设置：

• KlopfGeist： 这是位于“乐器”插槽的“插件”菜单中的软件乐器节拍器声源。当选择
“软件打击乐器 (KlopfGeist)”注记格时，Logic Pro 将自动创建乐器通道条 256（插
入 KlopfGeist）。取消选择此注记格以关闭选项。理论上来说，可以将任何其他
Logic Pro 或第三方乐器配置为使用乐器通道条 256 的节拍器声源。有关 KlopfGeist
乐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Logic Pro 乐器》手册。

• MIDI 节拍对象： 环境的 MIDI 节拍对象（请参阅MIDI 节拍”对象）用于以小节、
节拍和等份间隔创建音符事件。可将其发送到 MIDI 端口或者内部扬声器。若要
关闭 MIDI 节拍器输出，请在“MIDI 端口”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关”。

您可以单独使用这些节拍声来源，也可以同时使用几个。

若要为录音设置节拍器
1 通过选择相应的“小节”、“节拍”和“等份”注记格，定义您想要听到节拍器咔嗒声的时

刻（在每个小节、节拍或等份处）。

2 打开“录音时打节拍”选项。您也可以根据需要设定“仅在预备期间”和“播放时打节拍”
选项。建议您保持“复音节拍器”选项处于启用状态，因为该选项允许重叠的节拍。

3 在“项目设置”窗口顶部点按录音按钮，以打开“录音”面板。

4 选择“预备拍”单选按钮。

5 打开弹出式菜单，并选取录音之前所需的预备时间：

• 无： 录音没有预备。

• n 小节： 在预备的 n 小节后开始录音。

• n/4： 可以在此处设定预备拍号。当预备（假设录音）跨越小节线时，这些设置
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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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节拍器”项目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节拍器设置。

为录音启用软件监视
软件监视功能允许您通过插入到准备好的音频通道条的任何效果插件，监视传入的
音频。音频输入必须分配到已启用录音的通道条，以执行软件监视功能。

请务必注意，监视但并不录制效果插件，这在录音区段中很有用。例如，在声乐录
制过程中，许多歌手喜欢用一点混响来播放他们的表演，但是轨道录音为干音（不
加效果）。

若要在录音过程中用效果插件监视轨道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音频”偏好设置：

•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音频”（或使用“打开音频偏好设置”键盘命令）。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音频”。

2 点按“设备”标签，然后点按“Core Audio”标签。

3 选择“软件监视”选项。

4 将所需的效果插入音频通道条，并开始录音。

效果是监听混音的一部分，但不会被录音。

为录音使用自动输入监视
如果打开“自动输入监视”，您只能在实际录音时听到输入信号，录音前后运行
Logic Pro 时，您会听到先前录制到轨道上的音频。这有助于您在插入录音时判断入
点和出点。如果关闭“自动输入监视”，您会一直听到输入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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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打开自动输入监视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从主菜单栏中选取“选项”>“音频”>“自动输入监视”（或使用“开关自动输入监视”键盘
命令）。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走带控制条上的“录音”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自动输入监视”设置。

是否使用自动输入监视将视个别的录音情况而定。考虑以下示例：

• 当 Logic Pro 处于回放模式时，歌手听不到他们自己的演唱，他们只能听到以前
的录音。在这种情况下，请关闭“自动输入监视”。

• 处于回放模式时不能听到录音。在这种情况下，请打开“自动输入监视”以听到轨
道上的音频。

在录音前使用“输入监视”按钮
您可以用输入监视按钮来监视没有准备好的音频轨道。对于在录音前设定音量或练
习声部，此功能十分有用。

只需在音频轨道上（或检查器或调音台中的通道条上）启用“输入监视”按钮。当
Logic Pro 停止或正在播放时，该功能会奏效。

提示： 您可以在录音前后以及录音过程中，都保持打开“输入监视”按钮。打开“输
入监视”按钮时，“录音启用”按钮和“自动输入监视”功能不会影响软件监视，就是
说，您始终可以听到传入的音频。然而，在您插入录音时，您应该使用“自动输入
监视”功能，而不是“输入监视”按钮。

使用输入监视避免延迟问题
请注意，输入监视始终会涉及一些延迟。延迟时间完全取决于音频硬件的性能和驱
动程序设置。在某些配置下，最好完全不通过 Logic Pro 进行监视，而获得可能的
最佳时序。将您想要录制的信号直接发送到耳机或监视放大器，以进行监视，并发
送到音频接口输入，以进行录音。您不会无意间使 A/D 转换器过载，因为发生过载
时，Logic Pro 的输入电平指示器会显示削波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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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录音设定监视电平
如果在 Logic Pro >“偏好设置”>“音频”>“设备”>“Core Audio”标签中启用了“独立监视
电平（用于已启用录制的通道条）”选项，当音频通道条启用录音时，会有独立监
视电平可用。准备好轨道后，将推子设定到所需的电平。停用通道条的录音按钮
后，将恢复原来的回放电平。

备注： 音量推子仅控制回放（或监视）电平，而不控制录音电平。您必须在外部
（在调音台上，或在原来的声源上）设定录音电平。在设定输入电平时，请务必小
心，因为如果过载，数码音频会发生削波。削波会导致特别刺耳的金属声失真，所
以除非您对沉重的音乐风格情有独钟，否则不建议使输入过载（请参阅了解通道条
的峰值电平显示）。

定义录音文件夹
虽然 MIDI 数据直接储存于项目文件中，但音频数据却不是。因此，录音前，您应
该在硬盘上为音频数据定义一个目标文件夹。

将项目与其资源一起存储时，Logic Pro 会将项目文件存储到项目文件夹中。项目文
件夹包含自动创建的“音频文件”文件夹，该文件夹作为默认的录音文件夹。

备注： 此文件夹的录音路径是“相对的”，这意味着它随项目移动，从而可以在
Finder 中移动项目文件夹或使用“存储为”命令。

您可以为每个项目设定不同的录音文件夹。您还可以为每个正在运行的音频硬件系
统定义不同的路径。

备注： 如果手动设定当前项目文件夹以外的录音路径，则录音路径为“绝对”。这意
味着音频数据的录音路径始终保持不变，即使在使用“存储为”命令将其存储为新项
目之后或当您在 Finder 中移动项目文件时也是如此。

若要定义录音文件夹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录音”项目设置：

•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录音”（或使用“打开录音项目设置”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Option-*）。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设置”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录音”。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走带控制条上的“录音”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录音设置”。

2 点按“设定”按钮，浏览至所需的录音文件夹，并点按“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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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音频录音命名
录音时，轨道名称将用作默认的文件名称。该轨道上的后续录音将分配以升序排列
的数字后缀。“音频 1”将命名为“音频 1_01”、“音频 1_02”等，依此类推。如果没有
给轨道命名，则使用该轨道发送到的通道条的名称。您可以在编配轨道列表和调音
台中给轨道重新命名（请参阅在编配区域中给轨道命名和在调音台中给轨道重新命
名）。

选取录制文件类型
您应该在录音前为音频数据选取首选文件类型（AIFF、WAV 或 CAF）。

若要选取录制文件类型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音频”偏好设置：

•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音频”（或使用“打开音频偏好设置”键盘命令）。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音频”。

2 点按“通用”标签。

3 在“录制文件类型”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文件类型。

根据文件类型，最大的录音大小如下：

• AIFF： AIFF 文件格式不能处理大于 2 GB 的音频文件录制：

• 对于 16 位、44.1 kHz 的立体声文件，这等同于大约 3 小时 15 分钟的录制时间。

• 对于 24 位、96 kHz 的 5.1 环绕声文件，这等同于大约 20 分钟的录制时间。

• WAVE (BWF)： WAVE 文件格式不能处理大于 4 GB 的音频文件录制：

• 对于 16 位、44.1 kHz 的立体声文件，这等同于大约 6 小时 30 分钟的录制时间。

• 对于 24 位、96 kHz 的 5.1 环绕声文件，这等同于大约 40 分钟的录制时间。

• CAF： 如果您的录音大小超过这些限制，则选取 CAF（Apple Core Audio 格式）
文件格式，它可以处理以下录制时间：

• 44.1 kHz 时，大约 13 小时 30 分钟

• 96 kHz 时，大约 6 小时

377第 14 章 在 Logic Pro 中录音



• 192 kHz 时，大约 3 小时

位长度和通道格式（单声道、立体声或环绕声）不影响 CAF 文件的最大录音大
小。

设定录音格式
Logic Pro 可让您设定如下通道条录音格式：

• 单声道： 一个圆圈代表一种单声道输入格式。电平指示器会显示一个单独的栏。

• 立体声： 两个互锁圆圈代表一种立体声输入格式。电平指示器分为两个相互单
独的栏。

• 左声道： 两个圆圈，左边的被填满，则表示左通道输入格式。选取此输入格式
时，只回放立体声音频文件的左通道。电平指示器会显示一个单独的栏。

• 右声道： 两个圆圈，右边的被填满，则表示右通道输入格式。选取此输入格式
时，只回放立体声音频文件的右通道。电平指示器会显示一个单独的栏。

• 环绕声： 五个圆圈表示环绕声通道输入格式。电平指示器分为多个链接起来的
栏（数量与项目环绕声格式相符）。

若要切换通道条的录音格式
µ 选择通道条的格式按钮并按住鼠标按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所需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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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的录音启用
您只能在已启用录音的（或准备好的）轨道上进行录音，而不用考虑在轨道列表中
选择了哪个编配轨道。启用轨道进行录音可以有多种方式。您可以单独启用轨道，
或者可以一起启用轨道（如果他们各自有唯一的输入）。您还可以启用发送到同一
个通道条的多个轨道。有时，您可能需要同时启用音频轨道和 MIDI 轨道。每个轨
道或通道条都有自己的“录音启用”按钮，它可以用于准备轨道和通道条进行录音。

备注： 如果在轨道列表中看不见“录音启用”按钮，请选取“视图”>“配置轨道头”（或
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并选择“录音启用”注记格。如果选择了此注记格但仍看不
到按钮，请在 Logic Pro >“偏好设置”>“音频”>“设备”中激活相关音频硬件。

录音启用的音频轨道
您只能激活具有唯一输入的音频轨道的“录音启用”按钮。不能使应用同一输入（在
“输入”插槽中选取）的多个轨道同时准备好录音。

如果将多个编配轨道发送到同一个通道条（例如，“音频 1”），则新的音频文件将
被录制到选定的轨道上（发送到“音频 1”）。如果没有选择这些轨道，但已启用录
音，则音频被录制到第一个（顶部）轨道上。

硬盘上为准备好的轨道保留空间，但不再有撤销文件的空间。因此，您在样本编辑
器中进行编辑时，或硬盘将满时，Logic Pro 会自动取消音频轨道的准备。

若要启用一个或多个音频轨道进行录音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轨道列表中点按所需轨道的“录音启用”按钮。

µ 在调音台中点按所需通道条的“录音启用”按钮。

µ 在编配区域中选定所需的轨道，并使用“录音启用的轨道”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ntrol-R。

若要停用录音启用的音频轨道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轨道列表或调音台中再次点按（红色的）“录音启用”按钮。

µ 使用“录音启用的轨道”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R。

若要停用所有录音启用的音频轨道
µ 按住 Option 键点按任何录音启用的音频轨道的（红色/闪动）“录音启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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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启用的 MIDI 轨道
您可以启用一个或多个软件乐器轨道进行录音。

若要启用一个或多个软件乐器轨道进行录音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轨道列表中点按所需轨道的“录音启用”按钮。

µ 点按没有启用录音的软件乐器轨道的轨道头。

备注： 此操作将关闭录音已启用的所有其他软件乐器轨道的录音准备状态。

若要停用录音启用的软件乐器轨道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轨道列表中点按（红色的）“录音启用”按钮。

µ 使用“录音启用的轨道”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R。

同时录音启用音频轨道和 MIDI 轨道
有时，您可能会想要同时录制音频和软件乐器轨道，目的可能是要通过使用一或多
个 Logic Pro 软件乐器的键盘播放程序来捕捉现场乐队录音。

重要事项： 您只能激活具有唯一输入的音频轨道或通道条的“录音启用”按钮。

若要启用多个音频和软件乐器轨道进行录音
1 点按您想要录制到的音频轨道的“录音启用”按钮。

2 点按您想要录制到的软件乐器轨道的“录音启用”按钮。

了解音频录制
录制音频素材时您可以从以下功能中选取：

• 汇整录音： 您可以使用基本的录音命令录制单个音频汇整，也可以在项目的同
一部分录制多个音频汇整。请参阅音频汇整录音。

• 多轨道录音： 您可以将音频同时录制到多个轨道。请参阅音频多轨道录音。

• 插入录音： 您可以通过手动或自动设定入点定位符和出点定位符，在定义的项
目位置录制音频。请参阅音频插入录音。

• 替换录音： 您可以用新录音替换原来的录音，或原来录音的一部分（通常与插
入录音结合使用）。请参阅音频替换录音。

音频汇整录音
您可以用以下方式进行音频汇整录音：

• 通过录制单个音频汇整： 在所选的编配轨道上创建单个音频片段。

• 通过录制多个音频汇整： 在项目的同一部分创建多个音频片段，全部打包到一
个汇整折叠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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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录制附加音频汇整： 创建汇整折叠夹或为现有汇整折叠夹创建附加的新录
音。

为简化工作流程（特别是随后编辑音频汇整录音时），可使用 Logic Pro 的汇整着
色和汇整标记功能。请参阅在录音时给汇整着色和录音时标记好的汇整。

录制单个音频汇整
录制单个音频汇整（也就是进行基本音频录制）时，录制在播放头位置开始，在您
点按停止按钮（或按下空格键）时结束。系统和 Logic Pro 中将出现以下内容：

• 音频文件创建在硬盘上。

• 代表整个录制音频文件的音频片段会自动创建到所选的编配轨道上。

• 音频文件和音频片段将添加到音频媒体夹。

若要录制单个音频汇整
1 将播放头设定到您想要开始录音的点上。

2 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录音按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

如果“文件”>“项目设置”>“录音”中定义有预备拍，则您可以听到。在录制过程中，
进度指示条会显示剩余录音时间和已用时间。

3 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停止按钮（或按下空格键），以停止录音。

录音将作为单个音频片段出现在选定的编配轨道上，且音频片段显示波形的图形概
览。您可以在创建概览的同时播放新的录音。

备注： 如果您通过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暂停按钮来暂停录音，则您可以通过点按
暂停或播放按钮来继续进行录音。但是会在新音频片段的当前播放头位置继续录
音。您可以在稍后选择片段，然后使用胶水工具合并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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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多个音频汇整
您可以在项目的同一部分录制多个音频汇整。这允许您在以后选取最佳的汇整或汇
整片段，以创建最终合成。

假设在项目的同一部分多次演奏和录制吉他独奏。第一个录音作为单个汇整片段出
现在选定的编配轨道中，如同录制单个音频汇整一样。如果在现有音频片段上进行
录音，则会创建一个汇整折叠夹（占据单个音频编配轨道），且会将两个片段都添
加到此折叠夹中。同一部分的每个后续录音都将添加到汇整折叠夹中。在汇整折叠
夹的顶部将显示汇整片段的合成部分，表示多个汇整的组合（通常这种最佳演奏可
用作最终片段的汇整）。

若要在项目的同一部分重复录制，您需要打开“循环”模式并定义循环区域。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阅使用循环模式。

若要录制多个音频汇整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循环”模式：

• 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循环”按钮（或“循环模式”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

• 点按小节标尺的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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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设定循环区域：

• 拖移小节标尺顶部的左定位符和右定位符。

• 使用走带控制条中的定位符栏。

3 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录音按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

备注： 从定义的循环区域开头自动开始录制，这样您就不需要设定播放头位置。

根据需要，录制所需数量的循环。当第二次循环过程结束，第三次循环过程开始
时，将在选定的音频编配轨道创建汇整折叠夹。之后，每个后续循环过程都将添加
到此汇整折叠夹中。

4 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停止按钮（或按下空格键），以停止录音。

选定的音频编配轨道包含关闭的汇整折叠夹，其中包含每个录制的音频汇整。

5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汇整折叠夹：

• 点按汇整折叠夹左上角的显示三角形（或使用“隐藏/显示汇整折叠夹”键盘命令）。

• 连按汇整折叠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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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附加音频汇整
将单个或多个音频汇整录制到单个编配轨道后，您可以在同一条轨道上继续录制附
加汇整。

• 您可以在现有片段上录制。

• 您可以在现有汇整折叠夹上录制。

尽管这实质上不是录音功能，但您仍可以将其他录音拖移并插入到现有汇整折叠
夹。取决于录音的大小，它将作为新汇整或新伴奏添加，且会相应地调整汇整折叠
夹的大小。

备注： 只有当制作了录音后，才可以创建汇整折叠夹。如果您尝试将一个片段拖
到原来导入（但未录制）的另一个片段上，则不会创建汇整折叠夹。然而，您可以
从选定的任意片段（录制的或导入的）中“打包”汇整折叠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将片段打包到汇整折叠夹。

在现有音频片段上录制
当您在现有音频片段上录制时，会自动创建汇整折叠夹。

若要在现有音频片段上录制
1 将播放头设定到新录音与现有片段重叠的位置，重叠的长度超出预备或卷前时间长

度，此时间长度在“文件”>“项目设置”>“录音”中设定。

2 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录音按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

将沿着轨道实时创建重叠的音频片段，直到停止录制。

3 通过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停止按钮（或按下空格键）来停止录音。

结果是单个音频编配轨道中的两个音频录音都包含在关闭的汇整折叠夹中。这两个
片段中较长的一个确定汇整折叠夹大小。

当您在多个现有音频片段上录制时，也会创建汇整折叠夹，其中打包了所有片段。

在现有音频汇整折叠夹上录制
当您在现有的汇整折叠夹上录制时，新的录音将添加到汇整折叠夹，并被选定以进
行回放。

若要在现有音频汇整折叠夹上录制
1 将播放头设定到新录音与现有汇整折叠夹重叠的位置。

2 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录音按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

将沿着轨道实时创建重叠的音频片段，直到停止录制。

3 通过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停止按钮（或按下空格键）来停止录音。

新的音频录音将自动添加到汇整折叠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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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以下方面：

• 如果新录音开始得较早，或结束得较晚，汇整折叠夹会扩展以符合新录音大小。

• 如果新录音早于汇整折叠夹的开始点开始，或晚于汇整折叠夹的结束点结束，则
会创建新的伴奏，其中包含以前的汇整或伴奏以及新录音。

在多个现有汇整折叠夹（在轨道通道上逐个放置）中录制时，新录音将在汇整折叠
夹之间分离。每部分会被分配为每个汇整折叠夹中的新汇整。（如果汇整折叠夹之
间有空隙）较早的汇整折叠夹长度被延长到后一个汇整折叠夹的起点。

音频多轨道录音
您可以将音频同时录制到多个轨道。通过录音启用所需的编配轨道，然后开始录音
来执行此操作。这允许您一次录制几种乐器，将每种乐器放置于单独的编配轨道。

若要同时录制多个轨道
1 点按您想要录制到的编配轨道上的“录音启用”按钮。

重要事项： 您不能对被设定为相同输入的轨道进行录音启用。每个轨道需要设定
为不同的输入。

2 将播放头设定到您想要开始录音的点上。

3 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录音按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

4 通过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停止按钮（或按下空格键）来停止录音。

现在在每个已启用录音的轨道上都有一个新的音频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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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插入录音
插入录音这种技术能让您在回放过程中覆盖先前录制的轨道的一部分，且不会触碰
此部分前后的任何录音。插入入点将中断回放并进行录制，插入出点将返回到回放
模式。

Logic Pro 提供两种插入录音的方法：

• 进行中插入： 包括在处于回放模式时使用键盘命令开始录音。

• 自动插入： 包括使用预定义的入点和出点开始并停止录音。

备注： 只有已启用录音的轨道受插入录音的影响。

进行中自动插入录音
较为常见的实用作法是在听先前录制的素材时接通或中断录制（有时称为“进行中
插入”）。这有助于修复错误或者为特定部分创建备选镜头。若要确保在播放和录
制之间正常过渡，而不出现任何听得到的空隙，您必须启用“进行中插入”模式。

了解以下作法是有用的：打开“进行中插入”模式时，自开始回放起，录制一直在后
台进行。这要求可用通道条的数目是针对录制启用的通道条数目的两倍。您没有必
要记录此数目。如果您超出所需的通道条数目，则 Logic Pro 将显示一个对话框。

提示： 建议您保持“进行中插入”模式打开。只有在录制的通道条数目超出可用通道
条数目（在超过 128 个轨道的新项目中），或者硬盘无法容纳大量轨道时，才必须
关闭该模式。

若要在进行中录音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进行中插入”模式：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走带控制条上的“录音”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进行中插入”。

• 在主菜单栏中选取“选项”>“音频”>“进行中插入”（或使用“开关进行中插入”键盘命
令）。

2 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播放按钮，然后在您想要开始录音的点使用“录音开关”键盘命
令（默认分配：  Shift-*）。

音频录制将立即开始。

3 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停止按钮，或再次使用“录音开关”键盘命令以停止录音。

如果您使用后一个选项，录音会结束，但回放仍会继续。

备注： 您也可以在 Logic Pro 不处于“进行中插入”模式时使用“录音开关”键盘命令。
然而，这将导致在回放模式和录音模式之间切换时产生延迟，期间所有轨道都会丢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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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编程音频插入录音
自动插入是指自动激活和取消激活预定义位置上的录音。“自动插入”功能的好处在
于您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播放而不是在控制 Logic Pro 上。另一个好处是开始和停
止录音的设定比进行中插入要精确得多。

可以对音频、软件乐器或 MIDI 轨道使用“自动插入”功能。

若要在“自动插入”模式中进行录音
1 在走带控制条中打开“自动插入”按钮。

左右自动插入定位符用作入点和出点。自动插入录音区域在小节标尺中间三分之一
处用一个红条表示。

如果“循环”和“自动插入”模式都是活跃的，您会在自动插入区域看到一对定位符。
小节标尺上显示两个条：  上方（绿色）条代表循环区域，下面（红色）条代表自
动插入区域。您可以单独调整这两个条。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设定自动插入区域：

• 在走带控制条中使用自动插入定位符栏，以数字方式设定自动插入区域。请注
意：“自定走带控制条”对话框中的“采样速率”或“入出点定位符”设置必须处于活跃
状态，您才能看见和设定（标准定位符右侧的）自动插入定位符。

• 在小节标尺中以图形方式修改自动插入范围，就像您对循环区域的操作一样。

3 将播放头放置在入点之前的任意位置。

4 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录音按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

5 通过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停止按钮（或按下空格键）来停止录音。

会创建一个与自动插入条长度完全相符的片段。通常，入点之前或出点之后接收的
任何音频输入都可照常从 Logic Pro 流过，但是不会被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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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Pro 会在入点定位符之前约一个小节的位置开始录音。允许您稍后调整片段的
起点，这样，您可以在需要时，听到前奏。

如果演奏者对自动插入区域有些期待，您也可以恢复录音的开头。对片段的前奏部
分所作的任何调整都不会改变录音的位置，与项目的时间轴有关。

即使在录音开始时，播放头位于右定位符后面，录音也在预备拍后，自动在入点定
位符处开始。

如果录音时启用自动插入，那么当播放头位于入点定位符和出点定位符界定的区域
之外时，录音按钮会闪动。这表示当前没有录音。

将循环和自动插入录音结合在一起
如果您想要改进某乐段比较难的部分，您可以同时使用循环和自动插入功能。“循
环”模式录音允许您在进行最后弹奏之前，进行任意多次练习。每次循环，只会录
制介于自动插入定位符定义区域内的事件或音频。这允许您利用乐曲前面部分来
“进入音乐套路”。

“跳过循环”录音
如果打开“跳过循环”，在录音过程中会忽略循环区域。

音频替换录音
在“替换”模式下，新录音会替换原来的录音，或原来录音的一部分。新录制的数据
作为标准录音储存在新片段中。此外，目的轨道上的任何现有片段在录音的入点和
出点上被剪切，且会删除这两点之间的数据。

若要在“替换”模式下录音
1 在走带控制条中打开替换按钮。

2 点按您想要录制到的编配轨道上的“录音启用”按钮。

3 将播放头设定到您想要开始录音的点上。

4 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录音按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

5 通过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停止按钮（或按下空格键）来停止录音。

在“替换”模式中进行循环录音时，只能在从入点到出点或循环结束的第一次循环过
程中删除现有片段（或现有片段的一部分）。第二次循环开始时，录音继续进行，
但不会再删除任何片段（或片段的一部分）。如果您想要替换现有片段的结尾，您
不必在第二次循环开始前停止录音（现有片段的开头保持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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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在“替换”模式下在现有汇整折叠夹上录音时，可产生以下一种结果：

• 如果伴奏处于活跃状态： 将在新建的汇整通道中进行录音，且用新录制的素材
更新伴奏。

• 如果汇整处于活跃状态： 将在活跃的汇整通道中进行录音，替换之前的任何现
有汇整片段。参考此汇整的任何伴奏都将使用新录制的素材继续执行此操作。

删除音频录音
您可以用当前区段中录制的文件来删除音频片段，并且可以用从先前的区段中导入
的文件来删除音频片段。

若要删除从打开项目就已录制的音频片段
µ 选择音频片段，并按下 Delete 键。

会出现一个对话框，询问您是否也要抹去相应的音频文件。这样会省下坏汇整和不
需要的录音所占用的硬盘空间。

若要删除当前区段之前制作的音频录音
µ 选择音频片段，并按下 Delete 键。

这样只会从编配中删除音频片段，而不是（从音频媒体夹中）删除音频文件。不会
出现对话框。这样可以防止您意外删除可能会在其他项目中使用的录音。如果您确
实想要删除相应的音频文件，您可以这样操作：在音频媒体夹中选取“音频文件”>“删
除文件”。删除的音频文件保留在废纸篓中，直到清空。

了解 MIDI 录制
录制 MIDI 素材时您可以从以下功能中选取：

• 汇整录音： 您可以录制单个 MIDI 汇整，也可以在项目的同一部分录制多个 MIDI
汇整。请参阅MIDI 汇整录音

• 多轨道录音： 您可以将 MIDI 同时录制到多个轨道上。请参阅MIDI 多轨道录音。

• 合并录音： 您可以在现有 MIDI 片段上录音，将录音合并成一个。请参阅MIDI 合
并录音。

• 替换录音： 您可以用新录音替换原来的录音，或原来录音的一部分。请参阅MIDI
替换录音。

MIDI 片段是在软件乐器轨道和外部 MIDI 轨道上实时录制，或使用多种“逐个输入”
的方法录制的。有关这些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MIDI 逐个输入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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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I 汇整录音
您可以用以下方式进行 MIDI 汇整录音：

• 通过录制单个 MIDI 汇整： 在所选的编配轨道上创建单个 MIDI 片段。

• 通过录制多个 MIDI 汇整： 在项目的同一部分创建多个 MIDI 片段，全部打包到一
个汇整折叠夹中。

• 通过录制附加 MIDI 汇整： 创建汇整折叠夹或为现有汇整折叠夹创建附加的新录
音。

录制单个 MIDI 汇整
录制单个 MIDI 汇整时，在选定的编配轨道上会自动创建 MIDI 片段。

若要录制单个 MIDI 汇整
1 选择您想要在其上录音的乐器轨道或外部 MIDI 轨道。

备注： 选定这些轨道类型时，它们自动启用录音。

2 将播放头设定到您想要开始录音的点上。

3 如果您希望在录制时听到节拍器，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走带控制条
上的“节拍器”按钮，并确保在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了“录音时打节拍”命令。

4 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录音按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

如果“文件”>“项目设置”>“录音”中定义有预备拍，则您可以听到。

5 通过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停止按钮（或按下空格键）来停止录音。

录音作为单个 MIDI 片段出现在选定的编配轨道上，数据也会即时出现。

录音时您可以更改录音轨道，方法是：用鼠标选择新的轨道，或使用“选定上一个
轨道”或“选定下一个轨道”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向上箭头或向下箭头）。

备注： 如果您暂停了录音（通过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暂停按钮），您可以通过点
按暂停或播放按钮来继续录音。录音在当前播放头位置处继续。

录制多个 MIDI 汇整
您可以在项目的同一部分录制演奏的多个汇整。第一个录音作为单个 MIDI 片段显
示在选定的编配轨道中，就像单个汇整录音一样。如果在此现有 MIDI 片段基础上
进行录音，则会创建一个汇整折叠夹（占据单个乐器编配轨道），且会将两个片段
都添加到此折叠夹中。同一部分的每个后续录音都将添加到汇整折叠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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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录制多个 MIDI 汇整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录音”项目设置：

•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录音”（或使用“打开录音项目设置”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Option-*）。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设置”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录音”。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走带控制条上的“录音”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录音设置”。

2 打开“重叠录音”弹出式菜单并选取“创建汇整折叠夹”。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循环”模式：

• 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循环”按钮（或“循环模式”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

• 点按小节标尺的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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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设定循环区域：

• 拖移小节标尺顶部的左定位符和右定位符。

• 在走带控制条中修改定位符栏。

5 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录音按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

根据需要，录制所需数量的循环。当第二次循环过程结束，第三次循环过程开始
时，将在编配轨道创建汇整折叠夹。之后，每个后续循环过程都将添加到此汇整折
叠夹中。

备注： 录音过程中自动使每上一个汇整轨道静音。当您停止录音时，您可以在汇
整折叠夹中选定单个轨道以聆听它们。

6 通过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停止按钮（或按下空格键）来停止录音。

结果是单个编配轨道中的每个录制的 MIDI 汇整都包含在关闭的汇整折叠夹中。

7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汇整折叠夹：

• 点按汇整折叠夹左上角的显示三角形（或使用“隐藏/显示汇整折叠夹”键盘命令）。

• 连按汇整折叠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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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附加 MIDI 汇整
将单个或多个 MIDI 汇整录制到单个编配轨道后，您可以在同一轨道上继续录制附
加汇整。

• 您可以在现有片段上录制。

• 您可以在现有汇整折叠夹上录制。

备注： 您需要选取“文件”>“项目设置”>“录音”，然后打开“重叠录音”弹出式菜单并
选取“创建汇整折叠夹”。

在现有 MIDI 片段上录制
当您在现有 MIDI 段上录制时，会自动创建汇整折叠夹。

若要在现有 MIDI 片段上录制
1 将播放头设定到新录音与现有片段重叠的位置，重叠的长度超出预备的长度（这在

“文件”>“项目设置”>“录音”中设定）。

2 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录音按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

沿着轨道实时创建重叠的 MIDI 片段，直到停止录制。

3 通过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停止按钮（或按下空格键）来停止录音。

结果单个编辑轨道中的两个 MIDI 录音都包含在关闭的汇整折叠夹中。这两个片段
中较长的一个确定汇整折叠夹大小。

在现有的多个 MIDI 片段上录音，会在创建汇整折叠夹之前（在每个轨道上）合并
这些片段。所有现有的 MIDI 片段都会显示为第一个汇整，而新的录音会显示为第
二个汇整、第三个汇整，以此类推。

在现有 MIDI 汇整折叠夹上录制
在现有 MIDI 汇整折叠夹上录制，会将一个 MIDI 汇整添加到现有 MIDI 汇整折叠夹。

在现有的多个 MIDI 汇整折叠夹上录制，会在创建（跨越所有汇整折叠夹的总长度
的）新汇整折叠夹之前，逐个展平它们，并在每个轨道上合并它们。录音前已存在
的所有素材都显示为第一个汇整，后面的录音依次显示为第二个汇整、第三个汇
整，以此类推。

备注： 未在汇整折叠夹（录音前已存在的）中播放的所有汇整均会丢失，除非您
立即选取“编辑”>“撤销”。

只有实际的 MIDI 事件录音才能使 MIDI 事件重叠。例如，假设您在现有汇整折叠夹
1、2、3 上录音，而在汇整折叠夹 2 开始之前或结束之后都不播放任何 MIDI 事件。
这将导致新的录音被添加为汇整折叠夹 2 的新汇整。Logic Pro 甚至允许在汇整折叠
夹 3 的第一小节发生音符关事件，且不会合并折叠夹 2 和 3。

备注： MIDI 汇整折叠夹不具备音频汇整折叠夹所具有的伴奏功能。MIDI“汇整折叠
夹”弹出式菜单中不包括“新建伴奏”或“展平和合并”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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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I 多轨道录音
录制多个 MIDI 轨道时，Logic Pro 提供两种功能：

• 若要同时录制多个 MIDI 轨道

• 若要连续录制多个 MIDI 轨道（在“循环”模式下）

同时录制多个 MIDI 轨道
有时，您可能想要同时录制多个 MIDI 轨道。通常这会是从外部音序器录制的数据，
或者从分离多个 MIDI 通道的键盘上弹奏的数据。

您也可以在键盘上弹奏相同的 MIDI 通道信息，然后将其录制到多个轨道上。您这
样做的一个目的是要创建分层的乐器声部。

若要同时录制多个轨道
1 点按您想要录制到的编配轨道上的“录音启用”按钮。

备注： 选择没有启用录音的外部 MIDI 轨道或乐器轨道，会关闭所有其他外部 MIDI
轨道或乐器轨道的录音启用状态。已启用录音的音频轨道不受影响。

2 将播放头设定到您想要开始录音的点上。

3 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录音按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

4 通过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停止按钮（或按下空格键）来停止录音。

现在在每个已启用录音的轨道上都有一个新的 MIDI 片段。

有两个可用于同时录制多个 MIDI 轨道的操作模式：  分层录音和多播放器录音。

• 在分层录音时： 传入的 MIDI 事件被发送到所有已启用录音的 MIDI 轨道。您可以
在录音之前和录音时，聆听所有选定的乐器。

• 录音后在所选轨道上创建一个 MIDI 片段。

• 所选轨道上 MIDI 片段的替身被录制到其他轨道上。

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以后对“父”MIDI 片段进行的任何编辑操作都会影响所有替
身，确保所有分层的轨道都保持一致。

• 在多播放器录音时： 根据传输的 MIDI 通道编号，将传入的 MIDI 事件分配给多个
已启用录音的轨道。

• 为了使用该功能，您必须使传入事件的通道与录音启用的轨道的通道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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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找到带有对应通道编号的轨道，会将事件发送并录制到所选的轨道
上。

您应该确保每个 MIDI 控制器都在不同的通道上传输。如果您不能确保，您只需在
物理输入和音序器输入之间应用变换器对象，以在 MIDI 接口上使用不同的输入，
并改变每个输入的 MIDI 通道（请参阅物理输入”对象和音序器输入”对象）。

若要从分层录音模式（默认）切换到多播放器录音模式
µ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录音”，并选择“多轨道录音时按通道自动解混”选项。

连续录制多个 MIDI 轨道
处于“循环”模式下时，您可以在单个轨道上录制多个 MIDI 片段。

若要在“循环”模式下录制多个 MIDI 轨道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录音”项目设置窗口：

•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录音”（或使用“打开录音项目设置”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Option-*）。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设置”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录音”。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走带控制条上的“录音”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录音设置”。

2 打开“重叠录音”弹出式菜单，并选取“在循环录音中创建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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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为每个循环重复自动创建一个新的汇整轨道。录音时播放所有之前的轨道。

停止录音时，您可以单独处理每个新录制的片段。

您也可以选择在录音时将每个以前的轨道静音。

若要在“循环”模式下，录制多个 MIDI 轨道，并将每个以前的轨道静音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录音”项目设置：

•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录音”（或使用“打开录音项目设置”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Option-*）。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设置”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录音”。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走带控制条上的“录音”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录音设置”。

2 打开“重叠录音”弹出式菜单，并选取“在循环录音中创建轨道并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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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为每个循环重复自动创建一个单独的新汇整轨道。录音时自动将每个以前的轨
道静音。

停止录音时，您可以单独处理每个新录制的片段。

MIDI 合并录音
您可以将新录制的数据合并到现有的（和选定的）MIDI 片段中，以合并录音。

若要将多个录音汇整合并到一个 MIDI 片段中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录音”项目设置：

•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录音”（或使用“打开录音项目设置”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Option-*）。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设置”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录音”。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走带控制条上的“录音”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录音设置”。

2 打开“重叠录音”弹出式菜单并选取“与选定的片段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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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将合并录音限制在“循环”模式下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录音”项目设置：

•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录音”（或使用“打开录音项目设置”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Option-*）。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设置”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录音”。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走带控制条上的“录音”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录音设置”。

2 打开“重叠录音”弹出式菜单，并选取“仅在循环录音中合并”。

每个 MIDI 片段录音都包含新创建的录音片段，并且运行正常。然而，当打开走带
控制条上的循环按钮时，所有的 MIDI 片段录音会合并成一个片段。

MIDI 替换录音
您可以将新录制的数据合并到现有的（和选定的）MIDI 片段中，以替换部分或全
部录音。

若要替换 MIDI 片段录音中的事件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录音”项目设置：

•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录音”（或使用“打开录音项目设置”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Option-*）。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设置”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录音”。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走带控制条上的“录音”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录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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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开“重叠录音”弹出式菜单并选取“与选定的片段合并”。

3 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替换按钮。

提示： 您也可以使用合并/替换组合与自动插入和循环功能。

录制过去的 MIDI 片段
如果您在进行回放的同时弹奏一个极佳的独奏，但您不是在录音模式下进行，这时
请不要担心。只需使用“采集为录音”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上次播
放头改变后）您弹奏的所有事件都被添加到录制的 MIDI 片段中，就好像您在录音
模式下进行弹奏一样。

备注： 如果您在执行此命令前移动播放头，传入的下一个事件会删除先前弹奏的
所有事件，您会永远丢失您的独奏。

将乐器切换到软件乐器现场模式
当您选择（软件）乐器轨道时，它不会自动切换到现场或演奏模式。您必须在激活
现场模式之前发送 MIDI 事件，这大约需要 100 毫秒，且这段时间足够破坏最先播
放的音符的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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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给最先播放的音符进行精确正时，您需要提前发送无声的 MIDI 事件，
例如，您可以按下延音踏板并稍微移动一点弯音器或调制轮。这样会打开现场模
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了解现场模式。

录音时过滤 MIDI 事件
MIDI 协议包含大量 MIDI 信息，不止包括音符开和音符关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控制
器信息，如弯音、调制和触后响应（压力）命令。

有时，您可能不想录制 MIDI 控制器发送的所有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使用
多个“MIDI 滤音器”，以便定义在音序器输入上接受或拒绝的事件类型。

若要过滤传入的 MIDI 事件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MIDI”项目设置：

•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MIDI”。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设置”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MIDI”。

2 点按“输入滤波器”标签。

3 选择与您想要在 Logic Pro 音序器输入时过滤的 MIDI 事件类型相对应的注记格。

录音时关闭 MIDI 直通
当在编配区域中选择外部 MIDI 乐器轨道时，它的“录音启用”按钮会自动打开，且乐
器会通过电脑（“MIDI 直通”功能）传送事件。您可以通过取消激活“录音启用”按钮
来关闭“MIDI 直通”功能。

但有的时候，您可能想要录制到不被自动发送至 MIDI 端口的轨道，例如，当您从
设备上进行系统专用 (SyEx) 转存时。虽然许多 MIDI 设备需要进行双向（入出）MIDI
连接，以允许这种类型的通信，但是有些设备对从 Logic Pro 的“MIDI 直通”功能发送
的传入数据反应很奇怪。这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设备无响应以及其他意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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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要在双向连接时，从存在问题的设备上录制转存，请停用乐器的“MIDI 直
通”功能。

若要分配永久停用“MIDI 直通”功能的乐器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MIDI”项目设置：

•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MIDI”。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设置”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MIDI”。

2 点按“通用”标签。

3 打开“不带 MIDI 直通功能的乐器”弹出式菜单，并选取所需的乐器。

使用高级录音命令
您可以使用多个高级录音命令以加快录音流程。

• 录音/录音开关： 在录音时使用该命令（以切换回放和录音模式），录音将暂时
停止，但回放仍然继续。再次使用该命令，从当前播放头位置继续录音。

• 录音/录音重复： 在录音时使用该命令,会删除正在进行的录音，播放头移回（录
音）开始位置，并立即开始新的录音。

• 放弃录音并返回上次播放位置： 在 [录音时] 使用该命令，会删除正在进行的录
音，且播放头移回（录音）上次播放位置。与使用“录音/录音重复”时不同，您需
要使用任何“录音”命令手动开始新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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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访问这些高级录音命令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走带控制条上的“录音”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录音/录音开关”或“录音/录音重复”（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µ 对于“放弃录音并返回上次播放位置”功能，请使用默认键盘命令：  Command-句点
键。

在录音时给汇整着色
像标准片段或折叠夹一样，当 Logic Pro 录音时，您可以在打开或关闭的汇整折叠
夹中给汇整片段着色，且可以自动给音频汇整着色。（当 Logic Pro 不录音时，您
也可以执行此操作。）

下面的任务描述了在录音时如何手动给汇整片段着色。

若要在录音时在打开或关闭的汇整折叠夹中给汇整着色
µ 在调色板中点按所需的颜色，用以下一种方式访问：

• 在“编配”窗口中，选取“视图”>“颜色”（或使用“打开调色板”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Option-C）。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颜色”按钮。

您也可以在录音时自动给音频汇整着色。

若要在录音时自动给音频汇整着色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录音”项目设置：

•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录音”（或使用“打开录音项目设置”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Option-*）。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设置”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录音”。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走带控制条上的“录音”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录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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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自动着色的汇整”注记格。

选择此设置时，音频汇整折叠夹对第一个汇整使用从调色板中选取的颜色，但对该
汇整折叠夹中后面的每个汇整使用不同的颜色。用于音频汇整折叠夹中的所有颜色
都从调色板的同一行颜色中选取，并按照每个汇整之后预定义的栏数递进。

录音时标记好的汇整
您可以在录音过程中标记好的汇整。

若要在录音时标记好的汇整
µ 使用“选定实时伴奏的上一个部分”键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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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在使用键盘命令的位置给当前汇整贴上一个标记。使用键盘命令之前的所有音
频都被标记为好的汇整，这些汇整会在最终伴奏中使用。

MIDI 逐个输入录音
“逐个输入”功能可让您在 Logic Pro 不处于实时录音模式时插入 MIDI 音符。

您可以使用“逐个输入”来创建对于您来说运行速度太快以致于无法播放的音符，或
复制难度太高以至于无法播放的乐谱。您可以使用以下一项或多项进行逐个输入：

• 逐个输入键盘

• “逐个输入键盘”键盘命令

• MIDI 键盘

• 电脑键盘（Caps Lock 键盘）

在使用所有非实时输入模式时，音符会插到当前播放头位置。您可以且应该结合使
用这些方法，以充分利用每个选项所提供的功能。例如，您可以在“逐个输入键盘”
窗口中设定音符长度，通过 MIDI 键盘插入音符，并使用键盘命令放置播放头。

当您熟悉“逐个输入键盘”时，使用鼠标。最好还要了解“逐个输入”键盘命令，它们
会提供很多导航和音符输入选项，如“向前移一步”、“向后移一步”和“休止符”插入，
这些是“逐个输入键盘”不能提供的。请参阅使用“逐个输入键盘”键盘命令。

激活 MIDI 逐个输入模式
“MIDI 逐个输入”模式在事件列表、钢琴卷帘窗和乐谱编辑器中可以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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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激活“逐个输入”模式
µ 点按事件列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或乐谱编辑器的窗内菜单栏旁边的“MIDI 输入”按

钮。

再次点按此按钮以退出“逐个输入”模式。

使用逐个输入键盘
您可以通过选取“选项”>“逐个输入键盘”来打开逐个输入键盘窗口。

• 按键： 点按以插入所需音高的音符。键盘上方的插入范围条会更新显示所选的
八度音程。

• 音符长度和力度按钮： 确定插入的音符的长度或力度。共有八个力度值，由传
统的音量指示器 ppp、pp、p、mp、mf、f、ff 和 fff 代表。这些力度值分别与 MIDI
力度值 16、32、48、64、80、96、112 和 127 对应。

• 三连音按钮： 点按以使您输入的下面三个音符成为一个三连音组。三连音的节
奏值以当前所选的音符值为基础。

• 点按钮： 与三连音按钮的工作方式相似。一对互补的音符将会被插入，例如，
点线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

• 延音插入的音符按钮： 用所选音符的长度值（活跃的音符长度按钮）延长所选
的音符（通常是最近插入的音符）。

• 量化按钮： 将插入的下一个音符的开始量化到最近的小节线或节拍线。在您使
用该选项时，播放头的定位是至关重要的。

• “通道”弹出式菜单： 确定插入的音符的 MIDI 通道。单个音符的通道设置通常对
回放通道没有影响，因此对 MIDI 片段的声音也没有影响。单个音符的通道设置
主要用于复音乐谱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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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弦按钮： 当和弦按钮活跃时，您可以插入不同音高和长度的音符。它们“堆栈”
在同一个位置，形成一个和弦。如果不取消激活和弦按钮，播放头不会向前移
动。

若要用“逐个输入键盘”插入音符
1 在您想要在其中工作的编辑器中打开 MIDI 片段。

2 将播放头移到插入位置。

3 设定音符长度、力度以及其他参数的按钮。

4 在“逐个输入键盘”中点按按键，以插入该键音高的音符。

插入所选音高、音符长度和力度的音符，且播放头会自动向前移动，直到插入的音
符的结尾。在以上步骤后，会立即插入下一个音符。

“和弦”模式在插入一个音符后，阻止播放头移动，允许您在同一个小节位置上插入
任意多的音符。

若要在同一个小节位置插入若干音符
µ 点按窗口最左侧的和弦按钮，以打开“和弦”模式（或使用“和弦模式”键盘命令），

然后执行上述步骤。

在将最后一个音符插入到和弦之前，再次点按和弦按钮（或使用“和弦模式”键盘命
令），以取消激活“和弦”模式，且播放头会在插入音符后正常向前移动。

使用“逐个输入键盘”键盘命令
使用“逐个输入”键盘命令输入音符与使用“逐个输入键盘”输入音符的原理相同，但
有一点除外。“逐个输入”键盘命令应用于所有功能，而使用“逐个输入键盘”时，则
用鼠标执行某些功能（如选取音高、力度、音符长度等）。

所有逐个输入键盘命令都可以由用户自定义。这些命令都可以在“键盘命令”窗口的
“逐个输入键盘”折叠夹中找到。

备注： 您也可以使用电脑键盘实时输入音符数据（请参阅使用 Caps Lock 键盘进行
MIDI 逐个输入）。

音符长度和力度
音符长度和力度在使用音高命令来实际插入音符之前确定。当前选定的值可以在逐
个输入键盘窗口看到。

音高键盘命令
“音符 C”到“音符 B”这 12 个键盘命令用于将选定了音高、设定了长度和力度的音符
插入到所选 MIDI 片段的当前播放头位置。如果您想要插入和弦，请使用“和弦模式”
键盘命令。您可以使用同一个键盘命令停用“和弦”模式。

除了将键盘命令分配给所有 12 个音高外，您还可以为 C 大调音阶的 7 个音高定义
键盘命令。这些键盘命令可以与“下一个音符将是升号”和“下一个音符将是降号”键
盘命令同时使用，这样您就可以插入其他的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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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键盘命令分配系统时，考虑以下方法：

• 在电脑键盘上布置这些命令，以集成一个钢琴键盘（C D E F G A B 逐个排成一行，
C# D# F# G# A# 位于它们之上相应的位置）。

• 根据音符名称，将按字母顺序排列的键分配给 C 大调音阶的音高，尤其是在上述
为 C 大调音阶的 7 个音高定义键盘命令时。

八度音程范围键盘命令
插入音符的八度音程取决于插入范围条的当前位置。在“逐个输入键盘”的钢琴键盘
上方有一个小横条，其宽度为一个八度音程。选取的音符总是被插入这个小横条表
示的范围内。

此条根据最后插入的音符不断改变其位置：  插入范围条的中心总是与最后插入的
音符对齐。下一个音符会插入到该八度音程范围内，除非用键盘命令或用鼠标移动
范围条。

例如，如果在插入 C 后，立即插入 G，则 G 会放置在 C 下方。插入 C，将插入范围
条放置在 G（左端）和 F#（右端）之间，C 位于中间。不管您下次选取哪个音符，
它都会被插入到该范围内。然而，随着插入更多的音符，范围条会移动，其中心始
终与最近插入的音符对齐。

其他键盘命令允许您将范围条放置在不同的八度音程：  从八度音程 0 到八度音程
6，以及八度音程 +1、-1、+2、-2，它们以一个或两个八度音程为幅度上下移动范
围条。您也可以用鼠标来移动范围条。

休止符、向前移一步和向后移一步、校正
“休止符”键盘命令向前移动播放头而不插入音符（根据当前设定的音符值），从而
创建一个休止符。

“向前移一步”和“向后移一步”键盘命令也用来前后移动播放头，幅度为所选音符值
的长度。

“删除”键盘命令用于删除最近插入的音符，并将播放头移回到音符（最先）开始的
位置。这允许进行快速校正，立即插入另一个音符，以替换抹去的音符。

三连音、附点音符组
“下三个音符是三连音”键盘命令的意义不言自明。三连音的节奏值与“逐个输入键
盘”窗口中当前选定的音符值相对应。如果选定八分音符，则会创建八分音符三连
音。插入三个音符后，会插入二进制值，除非再次使用该命令。

“下两个音符是附点音组”键盘命令的工作方式与上一个键盘命令的工作方式相似，
但它有一个特殊功能。使用此键盘命令时，会插入一对互补的音符（例如，附点八
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

与其他键盘命令交互使用
在乐谱编辑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或事件列表中激活“逐个输入”模式（“MIDI 输入”
按钮）时，“逐个输入”键盘命令就优先于所有其他键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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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您可以将键或组合键分配给这些功能，即使这些键或组合键已经分配
给其他功能也没有关系。只要“逐个输入”模式是活跃的，就会应用这些键分配；如
果“逐个输入”模式关闭，则相同键的其他分配享有优先权。

备注： 由于您使用已经用于其他功能的键分配，因此要避免使用分配到也可能在
“逐个输入”模式下使用的功能的键。例如：空格键用于播放/停止/继续，所以将该
键分配给休止符就会出现问题。

使用 MIDI 键盘逐个输入
通过 MIDI 输入音符的操作与通过“逐个输入键盘”输入的操作相似（请参阅使用逐个
输入键盘）。当然，有一点不同之处在于，您是按下实际的 MIDI 键盘上的键，而
不是点按屏幕键盘音符。

在使用 MIDI“逐个输入”时，将发送 MIDI 音符力度信息（您敲击 MIDI 键盘键的力
度）。

您只需在 MIDI 键盘上弹奏和弦，即可插入和弦。不需要打开“和弦”模式来插入和
弦。

建议您在初次使用这些功能时，保持打开“逐个输入键盘”窗口，以使学习过程更简
单。熟悉之后，您就可以关闭“逐个输入键盘”窗口，因为它只起辅助作用，不是
MIDI 逐个输入的要求。

还建议您使用输入键盘命令（请参阅使用“逐个输入键盘”键盘命令），以快速切换
诸如音符长度之类的值，或者确定插入位置。

使用 Caps Lock 键盘进行 MIDI 逐个输入
Caps Lock 键盘使您能够将电脑键盘用作实时虚拟 MIDI 键盘（在 GarageBand 中称
为“音乐键入”）。您也可以将它用于 MIDI 逐个输入。在没有可用的外部 MIDI 或 USB
键盘的情况下（比如当您携带便携式 Mac 电脑旅行时），Caps Lock 键盘是您理想
的选择。

Caps Lock 键盘不止包括十个八度音程，甚至包括对延音和力度信息的支持。

若要启用 Caps Lock 键盘
µ 按下电脑键盘上的 Caps Lock 键。

键上绿色的圆点表示它是活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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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在这种模式下，许多键会有不同的功能，覆盖它们通常的键盘命令分配。

这是 Caps Lock 键盘的英文版本，其他语言的版本也有，取决于“多语言环境”偏好
设置中的“输入菜单”设置。

如果您遇到挂起的音符，Escape 键可以发送“关闭所有音符”命令。

（QWERTY 键盘上方的）数字键用来定义 MIDI 键盘的八度音程。

数字键下面的两行等同于 MIDI 键盘键，从音符 C 开始，分配给字母顺序 A 键（如
果使用法国键盘，则为 Q）。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上图中的黑白键。

字母键的最下面一行设定 MIDI 音符的力度。有些预置值，范围为从最弱音到最强
音。您可以用此行右侧的两个键来微调每个值（它们在英文 QWERTY 键盘上分配给
逗号键和句点键）。此键盘设置允许您发送介于 1 和 127 之间的任何 MIDI 力度值。

空格键提供延音功能，用拇指而非您的双脚弹奏。当音符被延音时，您可以触发新
音符或切换八度音程或力度值。

MIDI 音符当前的八度音程和力度值显示在“Caps Lock 键盘”窗口的上边缘。该窗口
中还有一个“透明度”推子，使窗口看起来更清晰或使该窗口在后台为“虚”。

Caps Lock 键盘偏好设置
“启用 Caps Lock 键”选项允许您完全启用或停用“Caps Lock 键盘”功能。

如果您想要使用空格键来开始、停止或继续 Logic Pro 回放，而不是用作 Caps Lock
键盘（活跃时）的延音功能，您可以取消选择“空格键用作延音踏板”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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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的 Caps Lock 键盘信息
由于电脑键盘的技术限制，您最多可以同时演奏六个音符，并且在正时精确度以及
演奏某个音符群集时，还有另外的限制。

然而，该功能的初衷是，它是在火车或飞机上进行作曲的得力助手，但并不能完全
替代真正的 MIDI 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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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这样一个情景：您在项目的同一个部分录制了多个独唱的演奏。在本章中，您
将了解如何从不同的演奏中选择最佳部分，从而将它们合并成一个主汇整。这种将
多个汇整录音合并为单个完美合成的过程称为伴奏，可以通过使用“快速扫动伴奏”
功能实现。在此章中，您也会学习到如何拖移或剪切汇整折叠夹的内容。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了解汇整折叠夹 (第 412 页)

• 预览汇整折叠夹录音 (第 412 页)

• 开关汇整折叠夹编辑模式 (第 413 页)

• 创建伴奏 (第 415 页)

• 编辑伴奏 (第 416 页)

• 调整汇整片段的大小 (第 420 页)

• 剪切汇整折叠夹或汇整片段 (第 421 页)

• 移动汇整折叠夹和汇整片段 (第 424 页)

• 复制伴奏或创建新的伴奏 (第 426 页)

• 给汇整或伴奏重新命名 (第 428 页)

• 删除汇整或伴奏 (第 431 页)

• 将汇整或伴奏导出到新的轨道 (第 434 页)

• 将汇整或伴奏移到新轨道 (第 437 页)

• 展平和合并汇整折叠夹 (第 440 页)

• 解开汇整折叠夹 (第 443 页)

• 将片段打包到汇整折叠夹 (第 446 页)

• 在样本编辑器中打开汇整折叠夹 (第 4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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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汇整折叠夹
通常，在打开的音频汇整折叠夹中，您会看到以下元素：

• 汇整折叠夹： 包括在项目的同一部分上录制的多个汇整演奏。

• 汇整通道： 包括可能由一个或多个汇整片段组成的单个汇整。最近完成的汇整
位于最上边的汇整通道（就在汇整折叠夹的下面），默认为选定。

• 汇整： 表示一个或多个汇整片段。

• 合成部分： 反映当前所选的合成部分。

• 显示三角形： 允许您打开或关闭汇整折叠夹。

• “汇整折叠夹”弹出式菜单： 允许您访问大部分汇整折叠夹编辑命令。

• “快速扫动伴奏”按钮： 允许您定义汇整折叠夹的编辑模式。

预览汇整折叠夹录音
预览汇整折叠夹录音最简单的方法是打开汇整折叠夹。然后，您可以选择用于回放
的单个汇整。

若要打开汇整折叠夹并预览录音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汇整折叠夹：

• 点按汇整折叠夹左上角的显示三角形（或使用“隐藏/显示汇整折叠夹”键盘命令）。

• 连按汇整折叠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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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回放期间，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如果活跃的汇整折叠夹处于“快速扫动伴奏”编辑模式，按住 Option 键并点按汇整
的标头区域。

• 如果活跃的汇整折叠夹不处于“快速扫动伴奏”编辑模式，点按汇整的标头区域。

这样，您就可以预览每条汇整通道上的录音。

备注： 您可以通过按住 Option 键并点按其中一个选定的汇整折叠夹左上角的显示
三角形来打开多个汇整折叠夹。

您也可以在关闭的汇整折叠夹中预览录音。

若要在关闭的汇整折叠夹中预览录音
µ 在回放期间，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角的箭头，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汇整。

通过以下键盘命令，您可以在打开的或关闭的汇整折叠夹中逐个使用汇整录音。

• 选择上一个汇整或伴奏： 在选择的汇整折叠夹弹出式菜单中列出的汇整和伴奏
中向后移动。

• 选择下一个汇整或伴奏： 在选择的汇整折叠夹弹出式菜单中列出的汇整和伴奏
中向前移动。

备注： 这些命令也可用于多个汇整折叠夹选择部分。

开关汇整折叠夹编辑模式
您可以在两种不同的编辑模式之间切换单个汇整折叠夹。活跃的编辑模式确定可以
在汇整折叠夹中进行的编辑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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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模式如下：

• 快速扫动伴奏： 在选取的汇整折叠夹中激活快速扫动功能，您可以创建和编辑
伴奏。

下面部分提供当汇整折叠夹处于“快速扫动伴奏”模式时的指示符：

• 关闭快速扫动伴奏： 在选取的汇整折叠夹中关闭快速扫动功能，您可以剪切、
拖移和移动汇整折叠夹和汇整片段元素。

下面部分提供当汇整折叠夹不处于“快速扫动伴奏”模式时的指示符：

若要切换汇整折叠夹编辑模式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角的箭头，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快速扫动伴奏”（或使用
“切换汇整折叠夹快速扫动伴奏模式”键盘命令，默认分配：Option-Q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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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角的“快速扫动伴奏”按钮。

创建伴奏
您可以使用快速扫动伴奏技术，从多个汇整录音中选择最佳部分，将这些部分合并
到一个主汇整中。

备注： 只有选取的汇整折叠夹处于“快速扫动伴奏”模式时才可以使用快速扫动伴
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开关汇整折叠夹编辑模式。

若要将不同汇整片段的部分合并到伴奏中
µ 通过使用指针工具或铅笔工具拖移汇整片段部分来选择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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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个汇整片段中的部分将自动取消选择其他汇整片段中的相同部分。

位于汇整折叠夹顶部通道的伴奏部分反映所有汇整片段的合并选择部分。波形概览
中的垂直线表示不同汇整片段部分的过渡。

有关如何编辑伴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编辑伴奏。

编辑伴奏
您可以通过更改汇整片段部分的开始点或结束点，左右移动选定伴奏区域，或在汇
整通道间选定的伴奏区域之间切换来编辑伴奏。

只有您选取的汇整文件夹处于“快速扫动伴奏”模式时，才可执行此部分中概述的任
务。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开关汇整折叠夹编辑模式。

重要事项： 在伴奏上进行任何编辑前，您应该存储该伴奏。任何后续改变会自动
创建一个新的伴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复制伴奏或创建新的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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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编辑不同汇整片段的部分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将指针放在汇整片段所选区域的开始点或结束点上，然后在指针变成长度改变图标
时拖移。

扩展汇整片段部分（将开始点向左拖移或将结束点向右拖移）会自动缩短其他汇整
片段的相邻部分。缩短汇整片段部分（将开始点向右拖移或将结束点向左拖移）会
自动扩展其他汇整片段的相邻部分。这样就确保您不会在不同的汇整片段部分间创
建无声片段。

µ 将指针放在汇整片段所选区域的开始点或结束点上，然后在指针变成长度改变图标
时按住 Shift 键并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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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汇整片段部分（将开始点向右拖移或将结束点向左拖移）不会扩展其他汇整片
段的相邻部分。这允许您在不同汇整片段部分间创建无声片段。

若要向左或向右移动选定的伴奏区域
µ 将指针放在汇整片段选定区域的中央，然后当指针变成双向箭头时拖移。

这不仅移动选择的区域，同时还扩展或缩短任何相邻的汇整片段选择部分。

若要在汇整通道间切换选定的伴奏区域
µ 点按汇整片段的未选定区域，使该特定区域活跃并成为伴奏的一部分。

这样会自动取消选择其他汇整片段中的相同区域。这种比较两个汇整片段中的同一
伴奏区域的方法很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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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从汇整折叠夹顶部的伴奏部分去掉汇整片段的部分或整个汇整片段。

若要从伴奏部分去掉伴奏片段部分
µ 按住 Shift 键并点按汇整片段的部分。

若要从伴奏部分去掉整个汇整片段
µ 按住 Shift 键并点按汇整片段标头区域。

备注： 如果汇整片段没有包含任何伴奏选择部分，其他汇整片段中的所有未选定
区域都在您点按的汇整片段中被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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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汇整片段的大小
您可以编辑汇整片段的开始点和结束点，以便去掉整体较好的汇整中的错误部分。
您可以在汇整片段与相邻的汇整片段连接时执行此操作。在这种情况下调整汇整片
段的大小也可能会影响相邻汇整片段的长度。

若要调整汇整片段的大小，您需要确定选取的汇整折叠夹不处于“快速扫动伴奏”模
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开关汇整折叠夹编辑模式。

若要编辑汇整片段的开始点或结束点
µ 将指针放在汇整片段的左下边缘或右下边缘上，然后当您看见调整大小指针时拖

移。

您也可以使用结合工具来编辑相邻汇整片段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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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编辑与另一汇整片段相连的汇整片段的开始点或结束点
µ 将指针放在汇整片段的左上边缘或右上边缘，然后当您看到结合指针时拖移。

扩展汇整片段（将开始点向左拖移或将结束点向右拖移）会自动缩短相邻的汇整片
段。缩短汇整片段（将开始点向右拖移或将结束点向左拖移）会自动扩展相邻的汇
整片段。这样就确保您不会在不同的汇整片段部分间创建无声片段。

剪切汇整折叠夹或汇整片段
您可以剪切汇整折叠夹或汇整片段，从而在同一条汇整通道上得到多个汇整折叠夹
或多个汇整片段。

若要进行剪切操作，您选取的汇整折叠夹不得处于“快速扫动伴奏”模式。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阅开关汇整折叠夹编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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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剪切汇整折叠夹
µ 使用剪刀工具点按汇整折叠夹。

这样会在点按的位置剪切汇整折叠夹，同时也剪切处于同一位置的汇整折叠夹中的
所有汇整。轨道通道包括多个汇整折叠夹，汇整通道包括多个汇整片段，它们都可
以独立进行编辑。

若要剪切多个汇整折叠夹
µ 选择多个汇整折叠夹，然后使用剪刀工具点按其中一个汇整折叠夹。

这样会在点按的位置剪切所有选定的汇整折叠夹，同时也剪切处于同一位置的汇整
折叠夹中的所有汇整。轨道通道包括多个汇整折叠夹，汇整通道包括多个汇整片
段，它们都可以独立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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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剪切汇整片段
µ 使用剪刀工具点按汇整片段。

现在，在同一条汇整通道上，您拥有多个汇整片段。

您也可以在一个汇整片段上剪切间隔相同的片段。

若要在汇整片段上进行多个剪切
µ 按住 Option 键并使用剪刀工具点按汇整片段。

第一个剪切发生在点按的位置，然后每隔相同的间隔进行以后的所有剪切，直到汇
整片段的结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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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可能性是在伴奏部分边界处给录音片段划分片区或修剪录音片段。

若要在伴奏部分边界处给录音片段划分片区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录音片段，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在伴奏部

分边界处划分片区”。

若要将录音片段修剪到活跃的伴奏部分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录音片段，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修剪到活

跃的伴奏部分”。

您也可以使用下列键盘命令来分开汇整折叠夹和汇整片段：

• 按定位器或选取框所选内容分离片段/事件

• 按取整的播放头位置分离片段/事件

• 按播放头位置分离片段/事件

移动汇整折叠夹和汇整片段
您可以在同一条汇整通道中、在汇整通道之间移动汇整折叠夹和汇整片段，也可以
将它们移到其他轨道。

无论是否在“拖移”菜单中选取了“重叠”或“无重叠”，汇整折叠夹中的汇整片段将始终
像没有选择“无重叠”时一样进行操作。

备注： 对于涉及移动汇整折叠夹和汇整片段的任务，您选取的汇整折叠夹绝不能
处于“快速扫动伴奏”模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开关汇整折叠夹编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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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汇整折叠夹或汇整片段各自的通道中移动它们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将汇整折叠夹或汇整片段拖到新的位置。

µ 选择汇整折叠夹或汇整片段，然后使用 Logic Pro 的其中一个挪动键盘命令。

您也可以在汇整通道之间移动汇整片段。

若要在汇整通道之间移动汇整片段
µ 将汇整片段拖到另一条汇整通道。

备注： 将自动去掉空白汇整通道。

若要为汇整片段创建新的汇整通道
µ 将汇整片段拖到汇整折叠夹上的某个位置，使其与当前活跃的汇整中的汇整片段重

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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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如果拖移的汇整片段没有与当前活跃的汇整中的汇整片段重叠，它将被添
加到活跃的汇整的汇整通道。

直接在汇整折叠夹下面创建新的汇整通道，并将汇整片段添加为新的汇整。

复制伴奏或创建新的伴奏
创建伴奏后，最好存储它，以便您可以在稍后轻松返回此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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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存储当前伴奏
µ 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部的箭头，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重新命名汇整”（或使用

“给汇整或伴奏重新命名”键盘命令）。

这样会存储当前伴奏，将其添加到弹出式菜单的伴奏列表。

您也可以从当前活跃的汇整中创建新的伴奏。

若要从活跃的汇整中创建新的伴奏
µ 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部的箭头，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创建新伴奏”（或使用“创

建新伴奏”键盘命令）。

这样会将当前汇整存储为新的伴奏，名为伴奏 X：  伴奏 X，将其添加到弹出式菜单
的伴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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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新的伴奏将存储为伴奏 X：  伴奏 X。有关重新命名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给汇整或伴奏重新命名。

给汇整或伴奏重新命名
您可以给汇整和伴奏重新命名。

若要给汇整重新命名
1 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部的箭头，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您想要给其重新命名的汇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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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部的箭头，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更改汇整名称”（或使用
“更改汇整或伴奏名称”键盘命令）。

3 在打开的对话框中键入新名称，然后点按“好”。

提示： 您也可以使用文字工具点按汇整片段，并在出现的文字输入栏中键入新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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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给伴奏重新命名
1 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部的箭头，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您想要给其重新命名的伴

奏。

2 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部的箭头，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更改伴奏名称”（或使用
“更改汇整或伴奏名称”键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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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打开的对话框中键入新名称，然后点按“好”。

删除汇整或伴奏
您可以随时从汇整折叠夹中删除汇整或伴奏。删除后，它们将不再出现在汇整折叠
夹的汇整和伴奏列表中。也会删除使用已删除汇整的任何伴奏选择部分。

若要删除汇整
1 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部的箭头，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您想要删除的汇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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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删除汇整：

• 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部的箭头，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删除汇整”（或使用“删
除汇整或伴奏”键盘命令）。

• 使用橡皮工具点按汇整。

• 按下 Delete 键。

若要删除伴奏
1 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部的箭头，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您想要删除的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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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部的箭头，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删除伴奏”（或使用“删除
汇整或伴奏”键盘命令）。

您也可以在汇整折叠夹中删除所有伴奏（当前活跃的伴奏除外）。

若要删除所有伴奏（当前伴奏除外）
1 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部的箭头以打开弹出式菜单，然后选取您想要保留的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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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部的箭头，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删除所有其他伴奏”。

将删除所有伴奏（当前活跃的伴奏除外）。

备注： 只有当汇整折叠夹包含多个伴奏且伴奏活跃时，此命令才可用。

将汇整或伴奏导出到新的轨道
您可以将活跃的汇整或伴奏从汇整折叠夹导出到新的轨道，使原始汇整折叠夹的内
容保持不变。

若要将活跃的汇整导出到新的轨道
1 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部的箭头以打开弹出式菜单，然后选取您想要导出的汇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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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部的箭头，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将活跃汇整导出到新轨
道”（或使用“将活跃汇整或伴奏导出到新轨道”键盘命令）。

这样会将活跃的汇整拷贝到新轨道，此轨道在汇整折叠夹轨道下面创建。导出的汇
整可以由一个或多个汇整片段组成。原始汇整折叠夹的内容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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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将活跃的伴奏导出到新的轨道
1 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部的箭头以打开弹出式菜单，然后选取您想要导出的伴奏。

2 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部的箭头，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将活跃伴奏导出到新轨
道”（或使用“将活跃汇整或伴奏导出到新轨道”键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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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会将活跃的伴奏拷贝到新轨道，此轨道在汇整折叠夹轨道下面创建。原始汇整
折叠夹的内容保持不变。

将汇整或伴奏移到新轨道
您可以将活跃汇整或伴奏从汇整折叠夹移到新的轨道，从而将汇整或伴奏从原始汇
整折叠夹中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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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将活跃汇整移到新的轨道
1 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部的箭头以打开弹出式菜单，然后选取您想要移动的汇整。

2 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部的箭头，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将活跃汇整移到新轨道”
（或使用“将活跃汇整或伴奏移到新轨道”键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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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会将活跃的汇整移到新轨道，此轨道在汇整折叠夹轨道下面创建。此汇整在原
始汇整折叠夹中不再可用。

若要将活跃的伴奏移到新的轨道
1 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部的箭头以打开弹出式菜单，然后选取您想要移动的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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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部的箭头，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将活跃伴奏移到新轨道”
（或使用“将活跃汇整或伴奏移到新轨道”键盘命令）。

这样会将活跃的伴奏移到新轨道，此轨道在汇整折叠夹轨道下面创建。此伴奏在原
始汇整折叠夹中不再可用。

展平和合并汇整折叠夹
您可以展平汇整折叠夹，这样会用表示当前伴奏选择部分的多个片段来替换汇整折
叠夹。将删除当前伴奏中未使用的所有汇整片段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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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展平汇整折叠夹
1 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部的箭头以打开弹出式菜单，然后选取您想要保留的伴奏。

2 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部的箭头，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展平”（或使用“展平汇整
折叠夹”键盘命令）。

这样会用代表当前伴奏选择部分的多个片段来替换汇整折叠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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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展平汇整折叠夹，并合并结果。这样会用代表当前伴奏选择部分的单个片
段来替换汇整折叠夹。将删除当前伴奏中未使用的所有汇整片段部分。

若要展平和合并汇整折叠夹
1 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部的箭头以打开弹出式菜单，然后选取您想要保留的伴奏。

2 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部的箭头，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展平和合并”（或使用“展
平和合并汇整折叠夹”键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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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代表当前伴奏选择部分替换汇整折叠夹，并删除当前伴奏中未使用的所有汇整
片段。然后，将合并新片段，以在编配区域中创建新的音频文件。新创建的音频文
件与汇整折叠夹的大小相符（独立于第一个片段的开始点或最后一个片段的结束
点）。

如果您想要展平汇整折叠夹而不删除原始汇整折叠夹及其未使用的内容，请参阅将
汇整或伴奏导出到新的轨道。

解开汇整折叠夹
您可以使用所有新轨道的原始通道条来解开汇整折叠夹，也可以使用每个新轨道的
不同通道条来解开汇整折叠夹。这两种方法都使用新的音频轨道来替换每个汇整和
每个伴奏的选定汇整折叠夹。第一个音频轨道反映活跃伴奏，其后的汇整和其余伴
奏以它们在汇整折叠夹的弹出式菜单中显示的顺序来排列。

若要解开汇整折叠夹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编配区域的窗内菜单栏中，选取“片段”>“折叠夹”>“解开汇整折叠夹”（或使用相
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Command-U）。

µ 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或右键点按）汇整折叠夹标头区域，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
选取“折叠夹”>“解开汇整折叠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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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角的箭头，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解开”。

备注： 后一个选项只影响选取的汇整折叠夹，而不会影响所有选定的汇整折叠夹。

此命令（“解开汇整折叠夹”或“解开”）使用所有新通道的原始通道条。所有汇整和
伴奏（当前活跃的伴奏除外）将静音。这样确保回放结果保持不变。对这些轨道的
其中之一所做的任何改变将反映在所有其他轨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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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将汇整折叠夹解开成新轨道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编配区域的窗内菜单栏中，选取“片段”>“折叠夹”>“将汇整折叠夹解开成新轨道”
（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Shift-Command-U）。

µ 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或右键点按）汇整折叠夹标头区域，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
选取“折叠夹”>“将汇整折叠夹解开成新轨道”。

µ 点按汇整折叠夹右上角的箭头，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解开成新轨道”。

备注： 后一个选项只影响选取的汇整折叠夹，而不会影响所有选定的汇整折叠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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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命令（“将汇整折叠夹解开成新轨道”或“解开成新轨道”）会用每个新轨道的不同
通道条，但是会将原始通道条设置自动分配给所有通道条。不会使任何汇整或伴奏
静音。可以单独编辑每个轨道。

将片段打包到汇整折叠夹
您可以选择多个片段，并将它们全部打包到单个汇整折叠夹。在产生的汇整折叠夹
中，每个片段显示为单个的汇整。

若要将选定的片段打包到汇整折叠夹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编配区域的窗内菜单栏中，选取“片段”>“打包汇整折叠夹”（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
令，默认分配：  Control-Command-F）。

µ 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或右键点按）选定的片段，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折叠
夹”>“打包汇整折叠夹”。

将片段打包到汇整折叠夹中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 如果选定的片段位于不同轨道，新创建的汇整折叠夹将置于最上面的轨道。这样
可能会改变回放结果，因为汇整折叠夹使用单个通道条，而在之前，轨道可能使
用了不同的通道条。

• 如果选定的片段在单个轨道上逐个放置，新创建的汇整折叠夹会默认为自动创建
的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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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只将一个片段打包到汇整折叠夹，由于没有创建汇整和伴奏，因此此片段会
被选定。

在样本编辑器中打开汇整折叠夹
虽然您可以在样本编辑器中打开汇整片段，但这些汇整片段是锁定的，因此您不能
移动锚点或者重新定义开始点或结束点。如果您想要对开始点和结束点进行精细编
辑，您可以在将它们放大后，在编配区域中进行。可以在“展平”汇整折叠夹后，调
整单个部分的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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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时间编辑与其他应用程序中通常所称的弹性音频相似，它是 Logic Pro 中非破
坏形式的音频编辑。此过程可让您只需在“编配”窗口中即可更正单个音符或整个片
段的时序。弹性时间编辑极大地简化了改变音频素材时序所需的过程。它可以让您
在音频片段的指定点之间进行时间压缩或扩展，无需使用其他传统处理方式，如剪
切、挪动和交叉渐入渐出。本章介绍弹性时间编辑所使用的技术以及基于轨道的设
置，这些设置确定改变音频时序的方式，即通过使用时间压缩或扩展算法、通过处
理不可见的片区分段，或者通过加快或减慢素材的速度。

您可使用伸缩标记编辑音频素材的时序。移动伸缩标记时，它会对周围区域进行时
间压缩或扩展。瞬变标记确定执行此操作的初始边界。瞬变标记表示音频文件中重
要的点（或瞬变）。第一次启用该轨道进行弹性时间编辑时，就会分析用于瞬变的
轨道上的音频。文件中任何检测到的瞬变都用瞬变标记标出。您可以在编配区域的
伸缩视图中操作伸缩标记或使用伸缩工具。您可以在音频文件中创建单个或多个伸
缩标记，这可让您调整单个音符或完整乐段的位置。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打开“伸缩视图” (第 450 页)

• 选取伸缩模式 (第 450 页)

• 了解伸缩模式 (第 453 页)

• 了解瞬变标记、伸缩标记和速度标记 (第 455 页)

• 处理伸缩标记 (第 455 页)

• 使用选取框进行时间伸展 (第 461 页)

• 使用片段边界进行时间伸展 (第 462 页)

• 将伸缩标记吸附到瞬变标记 (第 463 页)

• 在瞬变标记位置分离音频片段 (第 463 页)

• 使用伸缩工具 (第 464 页)

• 使用变速更改回放速度和音高 (第 4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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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伸缩视图”
若要编辑音频文件的时序，您需要在编配区域中打开“伸缩视图”。

若要打开“伸缩视图”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编配区域的本地“视图”菜单中，选取“视图”>“伸缩视图”（或使用“隐藏/显示伸缩
视图”键盘命令）。

µ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伸缩视图”按钮（如果可见）。

打开“伸缩视图”会在编配区域的每个视频轨道的轨道头中显示“伸缩模式”按钮。

此按钮确定用于在选定轨道上处理音频素材的伸缩模式（如果有）。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选取伸缩模式。

选取伸缩模式
伸缩模式是一个基于轨道的设置，它确定改变音频的方式，即通过使用时间压缩或
扩展算法，通过处理不可见的片区分段，还是通过加快或减慢素材的速度。首先要
将伸缩模式分配给音频轨道，这将影响轨道的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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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将伸缩模式分配给音频轨道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点按编配轨道列表中的“伸缩模式”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模式。

µ 在“轨道参数”框中选择伸缩模式参数，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模式。

您选取的伸缩模式将被分配给轨道上的所有音频片段或音频汇整折叠夹。

备注： 设定轨道的伸缩模式后，“轨道参数”框中的停止响应模式参数会从“推子前”
切换到“仅来源”。有关“停止响应”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在编配区域中使轨道冻
结。

将伸缩模式分配给音频轨道后，您可以选择使单个片段（如果是汇整折叠夹则为汇
整片段）不受所选的伸缩模式算法的影响。您可以通过关闭单个片段或汇整片段的
伸缩模式来执行此操作。

若要关闭音频轨道上单个片段或汇整片段的伸缩模式
µ 在所选轨道上选择一个片段或汇整片段，然后取消选择检查器的“片段参数”框中的

“伸缩”注记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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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停用该片段或汇整片段上的所有弹性时间编辑属性。

备注： 伸缩标记只是停用了而并未删除，且片段仍按其原始速度播放。

您也可以选取一个伸缩模式，并将其分配给编配区域的所有音频轨道。

若要将相同的伸缩模式分配给所有轨道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按住 Shift 键，同时打开编配轨道列表的“伸缩模式”弹出式菜单，并选取模式。

µ 按住 Shift 键，同时打开检查器的“轨道参数”框内的“伸缩模式”弹出式菜单，并选取
模式。

第一次为某个音频轨道分配伸缩模式时，该轨道上的所有音频文件都要经过一个瞬
变检测过程。扫描轨道上的音频文件，检测并标记音频素材中的瞬变，并且会在音
频文件中储存有关瞬变位置的所有信息。

备注： 引用音频文件相同部分的所有音频片段中的瞬变标记都相同，并且当您在
多个项目中使用该音频文件时，这些瞬变标记会一直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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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伸缩模式
伸缩模式确定音频素材的处理方式，且每个伸缩模式最适合于一种特定类型的音频
素材。“有节奏”伸缩模式、“单音”伸缩模式和“复音”伸缩模式根据其最适合的素材类
型而命名。Slicing、Tempophone 和 Speed 也是以这种方式命名，表示其应用的特
定流程。从“伸缩模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其中一种伸缩模式时，该伸缩模式的参数
会出现在检查器的“轨道参数”框的此伸缩模式之下。您可以通过选择注记格或垂直
拖移值来调整这些参数。

您可以为 Logic Pro 中基于轨道和基于片段的弹性时间编辑选取以下伸缩模式及其
各自的参数：

关
停用音频轨道上的所有弹性时间编辑属性。

备注： 如果此伸缩模式的音频轨道包含 Apple Loops，则 Apple Loops 将跟随项目
速度，除非在“片段参数”框中取消选择了“跟随速度”。

Slicing
在瞬变标记处划分音频素材的片区，然后在以原始速度播放每个片区时移动音频。
不会给移动的音频应用任何时间压缩或扩展。由于移动音频而出现的任何空隙都可
以使用衰减功能来填充。划分片区非常适用于鼓和打击乐器。

• 填充空隙： 打开或关闭衰减功能，可让您填充声音之间由于移动音频而出现的
任何空隙。

• 衰减： 设定声音之间的衰减时间，因为不会进行时间伸展来补偿空隙。

• 分段长度： 按百分比值缩短每个分段。缩短分段有助于从以下片区中删除不想
要的预起音声音，也有助于创建门效果。

有节奏
有节奏的弹性时间会伸展素材，进而在片区之间循环音频以填充任何空隙。此模式
最适合于非单音素材，如节奏吉他、键盘部件和 Apple Loops。

• 循环长度： 在用于时间扩展的分段的末尾设定循环部分的长度。

• 衰减： 给循环区域定义衰减值。

• 循环偏移： 允许您将循环区域左移最多 100 毫秒，以防止以下瞬变中的预起音
声音出现在循环和交叉渐入渐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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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音
单声道伸缩模式专门用在一次仅弹奏一个音符的旋律乐器上，因此适合于独奏嗓音
和单声道独奏乐器，例如悦耳的嗓音和低音和声。使用此伸缩模式时，您的录音需
要是相对的干声，没有可听到的回声。否则，您不妨试着使用复音。

单声道伸缩模式附带单个参数（打击乐），可保留瞬变标记周围的区域以保护声音
的打击乐声部。如果选择此选项，您可以为各种打击乐单音音调素材（如弹拨乐器
（吉他、贝司）或音调打击乐器）更准确的定时。如果未选择，则可以防止非打击
乐音调素材（如弓弦乐器或管乐器）的瞬变标记中出现干扰。

复音
复音伸缩模式根据称为相位声音编码的过程伸展素材的时间，此过程使用相位信息
来伸展音频信号的时间，而不触碰其音高。这是所有伸缩模式中处理器占用率最高
的模式，但使用合适的复音素材可以提供高音质。建议用于复杂的复音素材，同时
它也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和弦（如吉他、钢琴和合唱）以及复杂的混音。

复音伸缩模式附带单个参数（复合），支持音频素材中更多的内部瞬变。

Tempophone
Tempophone 伸缩模式模仿一个称为 tempophone 的基于像带的时间伸展传统设备
的效果，会导致出现具有许多与粒子合成技术产生的非自然信号相似的非自然信号
机械声音。可以创造性地用于特殊效果。

• 颗粒大小： 设定颗粒大小，这些颗粒以原始速度播放或重复播放，并交叉渐入
渐出以创建时间压缩或扩展。

• 交叉渐入渐出： 将交叉渐入渐出长度从 0.00（生成刺耳的非自然信号）调整到
最大的颗粒长度 1.00（往往发出柔和的声音）。

速度
速度伸缩模式通过快速或缓慢播放源素材，来伸展素材的时间，包括音高变化。因
为具有音高变换，所以此伸缩模式主要用于打击乐素材，但是可以将它用于所有素
材，以制作有趣的创造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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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瞬变标记、伸缩标记和速度标记
处理启用了伸缩的音频片段时，您将遇到下列其中一些或所有标记类型：

• 瞬变标记： 在音频片段的背景中显示为渐变的灰色线，瞬变标记表示音频文件
中重要的点。首次启用该轨道进行弹性时间编辑时，会分析用于瞬变的轨道上的
音频，之后会显示瞬变标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样本编辑器中使用瞬变标
记进行编辑。

• 伸缩标记： 显示为带有橙色控制柄的白线，伸缩标记可让您改变音频素材的时
序。通过移动伸缩标记，可以压缩或扩展其周围的区域的时间，而且保留在现有
瞬变标记的边界内。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处理伸缩标记。

• 量化伸缩标记： 显示为白线，量化伸缩标记（或者简称为量化标记）会在音频
量化过程中自动创建。量化标记表示音频量化过程中伸展了音频时间的位置。编
辑量化标记时，它将转换成正常伸缩标记（带有橙色控制柄）。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量化音频或 MIDI 片段。

• 速度标记： 显示为蓝线，速度标记表示音频片段中该点的速度变化，并在时间
伸展活动中继续保持该速度变化。位于音频片段末尾的速度标记表示片段跟随项
目速度；更改速度不会更改该片段的长度。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移动伸缩标记
和时间伸展。

处理伸缩标记
伸缩标记可让您更改音频素材的时序。您可以手动创建它们（如本节中所讨论的那
样），它们也可以在音频量化过程中自动创建（请参阅量化音频或 MIDI 片段）。

您可以在音频文件中创建单个或多个伸缩标记，这可让您处理素材的整个区域或部
分区域。以下部分描述创建、移动和删除伸缩标记的各种方法。

提示： 创建、编辑和删除伸缩标记时，您可能会发现 Logic Pro 的“缩放”功能很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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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伸缩标记
您可以在音频片段的主体中创建伸缩标记，在现有瞬变标记之间或直接在它们上面
创建。

备注： 确定已打开“伸缩视图”，并为轨道设定了伸缩模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打开“伸缩视图和选取伸缩模式。

若要创建伸缩标记
µ 点按波形主体上半部分的区域。

• 如果您在现有瞬变标记上或其旁边点按（注意鼠标指针的变化），就会直接在瞬
变标记的上面创建伸缩标记。

• 如果您在没有瞬变标记的区域点按（注意鼠标指针的变化），则会在您点按的位
置创建伸缩标记。

备注： 创建好伸缩标记后，您可以立即拖移伸缩标记，并编辑素材的时序。此操
作将改变该伸缩标记、前一个伸缩标记和后一个伸缩标记之间的音频素材的时序，
如果前后没有伸缩标记，则会改变该伸缩标记与片段开始和结束位置的时序。

您也可以在音频片段中创建多个伸缩标记。

若要创建多个伸缩标记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点按波形主体下半部分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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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您点按的位置，会创建三个伸缩标记：

• 如果您点按瞬变标记上或其旁边的区域（注意鼠标指针的变化），则将在以下位
置创建三个伸缩标记：

• 在瞬变标记上

• 在前一个瞬变标记上

• 在后一个瞬变标记上

• 如果您在没有瞬变标记的区域点按（注意鼠标指针的变化），则将在以下位置创
建三个伸缩标记：

• 在点按位置

• 在前一个瞬变标记上

• 在后一个瞬变标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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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使用框选择工具在片段中拖移所选内容，然后使用指针工具来点按它。

• 如果您在所选区域的上半部分点按，则会在以下位置创建四个伸缩标记：

• 选取框边界处创建两个

• 在选取框外的前一个和后一个瞬变位置创建两个

• 如果您在所选区域的下半部分点按，则会在以下位置创建三个伸缩标记：

• 点按位置处创建一个

• 选取框边界处创建两个

移动伸缩标记和时间伸展
移动伸缩标记时，音频素材会进行时间伸展，但结果取决于移动的伸缩标记及其移
动位置。

请考虑以下两个示例：

• 将伸缩标记向左移动时： 音频素材会进行时间压缩，直到先前的伸缩标记、先
前的速度标记或者片段的起始位置。音频素材会进行时间扩展，直到后续的伸缩
标记或者后续的速度标记（也可以是片段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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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伸缩标记向右移动时： 音频素材会进行时间扩展，直到先前的伸缩标记、先
前的速度标记或者片段的起始位置。音频素材会进行时间压缩，直到后续的伸缩
标记或者后续的速度标记（也可以是片段和位置）。

备注： 您可以通过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伸缩标记，然后从快捷键菜
单中选取“设定为中间位置”来重设伸缩标记。

如果您将伸缩标记向左移动且该标记穿过前一个伸缩标记，则前一个伸缩标记会跳
回到上一个瞬变标记。这可让您将弹性时间编辑范围向左扩展。如果伸缩标记与速
度标记交叉，则将出现相同的行为。

如果您将伸缩标记向右移动且该标记穿过后一个伸缩标记，则后一个伸缩标记会向
右跳到下一个瞬变标记。这可让您将弹性时间编辑范围向右扩展。如果伸缩标记与
速度标记交叉，则将出现相同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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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伸缩标记时，时间伸展会以绿色、橙色或红色高亮显示。如果您点按伸缩标
记，将受时间伸展影响的波形区域会以相应的颜色高亮显示。这些颜色也用于表示
其中的时序已进行编辑的区域，如下所述：

• 绿色： 时间压缩会以递增的绿色阴影显示，绿色阴影越多则压缩的音频片段部
分越多。

• 橙色： 时间扩展会以递增的橙色阴影显示，橙色阴影越多则扩展的音频片段部
分越多。

备注： 时间压缩或扩展可能会导致音质下降。然而，如果选择了“Slicing”模式，
音频本身绝不会被时间压缩或扩展，因此声音质量不会变化。

• 红色： 如果高速部分的时间压缩等于或超过系数 8（时间伸展系数 0.125），此
部分就会从绿色变为红色，并发出警告。

移动伸缩标记而不进行时间伸展
您可以更改音频片段中伸缩标记的位置而不更改伸缩标记之前或之后的音频素材的
时序。

若要移动伸缩标记而不进行时间伸展
µ 按住 Option 键同时拖移伸缩标记。

拖移伸缩标记时，您可以按住 Option 键以关闭时间伸展，或释放 Option 键以打开
时间伸展。

删除伸缩标记
删除伸缩标记时，根据前一个或后一个时间标记的时间伸展偏移，该标记附近区域
发生的任何时间更改会删除（音频素材还原为其原始位置）或还原。

您可以使用多种方法来删除一个或多个伸缩标记，包括量化标记。

若要删除伸缩标记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连按伸缩标记。

µ 使用橡皮工具在伸缩标记上拖移。

重要事项： 确定只在波形主体中使用橡皮工具。使用橡皮点按片段头会删除整个
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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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伸缩标记，然后在快捷键菜单中选取“删除伸缩
标记”。

若要删除多个伸缩标记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使用橡皮工具在多个伸缩标记上拖移。

重要事项： 确定只在波形主体中使用橡皮工具。使用橡皮点按片段头会删除整个
片段。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片段背景，然后在快捷键菜单中选取“删除所有
伸缩标记”。

此外，还可以仅删除那些手动创建的伸缩标记，从而保持量化标记不改变。

若要仅删除手动创建的伸缩标记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片段背景，然后在快捷键菜单中选取“删除手动

创建的伸缩标记”。

使用选取框进行时间伸展
您可以使用框选择工具在片段中拖移所选内容，然后使用指针工具来点按它以创建
四个伸缩标记（在选取框边界创建两个，在选取框外的前一个和后一个瞬变位置创
建两个）。

然后，您可以伸展选取框外的音频素材的时间。

若要使用选取框编辑音频素材的时序
1 使用框选择工具在片段中拖移所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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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指针工具来点按所选区域的上半部分，然后向任一方向拖移高亮显示的区域
（第二个和第三个伸缩标记之间）。

此过程可让您在第一、二个伸缩标记之间或在第三、四个伸缩标记之间压缩或扩展
音频素材。第二和第三个伸缩标记之间的音频素材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如果您将选取框所选区域向左移动，且第一个伸缩标记穿过前一个伸缩标记，则前
一个伸缩标记会跳回到前一个瞬变标记。这可让您将弹性时间编辑范围向左扩展。

如果您将选取框所选区域向右移动，且第四个伸缩标记穿过后一个伸缩标记，则后
一个伸缩标记会向右跳到下一个瞬变标记。这可让您将弹性时间编辑范围向右扩
展。

使用片段边界进行时间伸展
您可以对整个音频片段的主体应用时间相等的伸展。您可以使用片段边界来执行此
操作。

若要使用片段边界来伸展音频素材的时间
µ 按住 Option 键，同时将片段的右下角向左或向右拖移。

此操作对片段的整个内容进行了同等的时间伸展，如下所述：

• 如果您将片段角向左移动，则将压缩音频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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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将片段角向右移动，则将扩展音频素材。

将伸缩标记吸附到瞬变标记
您可以将一个音频片段的伸缩标记位置吸附到另一个音频片段的瞬变标记位置。

若要将一个音频片段的伸缩标记吸附到另一个音频片段的瞬变标记
1 点按住伸缩标记，将鼠标向上或向下拖到相邻的轨道。

在瞬变之间跳动时，另一个轨道片段中会出现一个黄色指示。

2 释放鼠标按键，以将伸缩标记吸附到高亮显示的瞬变标记。

在瞬变标记位置分离音频片段
您可以在音频片段的瞬变标记位置将其分离为多个片段。

若要在瞬变标记位置分离片段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片段背景，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在瞬变标

记处划分片区”（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此操作会在每个瞬变标记位置分离所选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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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伸缩工具
您可以使用编配窗口的“工具”菜单中的伸缩工具来快速访问基本的弹性时间编辑功
能，而无需使用“视图”菜单打开“伸缩视图”。

备注： 如果您尝试在未启用非伸缩的片段中使用伸缩工具，则会要求您为该片段
选取一个伸缩模式。选取伸缩模式将启动之前未分析的音频文件的瞬变检测过程。

您可以使用伸缩工具进行以下弹性时间编辑活动：

若要创建伸缩标记和时间伸展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使用伸缩工具，将鼠标指针放在片段主体上，然后当您看到以下指针时拖移：

这将创建三个伸缩标记，如下所述：

• 在瞬变标记上

• 在前一个瞬变标记上

• 在后一个瞬变标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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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中的阴影区域显示伸缩标记的位置。您在中间的伸缩标记和其他两个伸缩标记
之间压缩或扩展音频素材。

µ 使用伸缩工具，将鼠标指针放在片段主体上，然后当您看到以下指针时拖移：

这将创建三个伸缩标记，如下所述：

• 在点按位置

• 在前一个瞬变标记上

• 在后一个瞬变标记上

465第 16 章 弹性时间编辑



图像中的阴影区域显示伸缩标记的位置。您在中间的伸缩标记和其他两个伸缩标记
之间压缩或扩展音频素材。

µ 使用框选择工具在片段中选择一个部分，然后拖移它。

这将创建四个伸缩标记，如下所示：

• 选取框边界处创建两个

• 在选取框外的前一个和后一个瞬变位置创建两个

这可以让您编辑第一和第二个伸缩标记之间或第三和第四个伸缩标记之间的音频素
材的时间位置。第二和第三个伸缩标记之间的音频素材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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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移动伸缩标记而不进行时间伸展
µ 按住 Option 键，同时拖移伸缩标记。

若要使用片段边界进行时间伸展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拖移片段头的左边缘或右边缘。

µ 按住 Option 键，拖移片段的右下角。

使用变速更改回放速度和音高
您可以使用“变速”模式在 -50% 和 +100%（相当于原始速度的 50% 和 200%）之间加
快或减缓项目的速度。

备注： 变速会影响整个项目，而不仅仅是启用了伸缩的音频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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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速提供一种加快或减缓整个项目速度的方法，这与录音机的原始变速功能相似。
此选项最实际的用法是检查在较快或较慢的速度时项目的声音，还适用于以较慢的
速度练习和/或录制演奏。

若要打开或关闭“变速”模式
µ 点按走带控制条中的“变速”按钮（或使用“切换变速”键盘命令）。

启用后，“变速”按钮和显示会发出橙色的光。

备注： 如果您没有看到“变速”按钮和显示，则按住 Control 键点按走带控制条，从
快捷键菜单中选取“自定走带控制条”，然后在“显示”部分选择“变速”注记格。

“变速”模式有以下控制：

• “变速”按钮： 打开或关闭“变速”模式。

• “变速”显示和弹出式菜单： 弹出式菜单包含三个“变速”模式、四个用于显示速度
变化的测量单位选项。选取模式后，它将出现在显示的顶部，而选取测量单位
后，它将出现在底部。点按显示的顶部以打开弹出式菜单，您可以拖移显示底部
的单位以调整它们。

• 仅速度： 使用此模式以移动主输出信号的音高，从而平衡由变速引起的音高
变化。此模式只更改速度而不会更改音高。

• 变速（速度和音高）： 使用此模式来模仿经典的像带变速，其中的音高变化
反映速度变化。

• 变速和 MIDI： 此模式模仿经典的像带变速，同时对非鼓类 MIDI 轨道进行移
调，以量化到半音量。

• 百分比： 按百分比显示测量单位。

• 产生速度： 按当前速度显示产生速度，它随项目中的任何速度变化而变化。
请注意，走带控制条中显示的速度总是显示原始速度值。

• 去谐（半音音程）： 按音高变化显示测量单位。

• 调音引用 (Hz)： 按调音引用显示测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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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编配区域或样本编辑器对音频文件进行非常精细的调整。在本章中，您
将了解为什么样本编辑器非常合适于去掉音频素材中的爆裂声和咔嗒声，为循环的
回放设定准确的交叉点，以及校正相位消弱错误等。

您还将看一看瞬变标记，这些标记表示音频文件中的重要点（或瞬变）。第一次启
用该轨道进行弹性时间编辑时，就会分析用于瞬变的轨道上的音频。文件中任何检
测到的瞬变都用瞬变标记标出。

最后，您将了解到一些音频处理工具（总称为“数码工厂”），这是样本编辑器特有
的工具。这包括时间伸展和音高移动、音频量化以及从音频提取音高和节奏信息
（这可以应用到其他的音频或者 MIDI 声部）。

重要事项： 在样本编辑器中执行的大部分编辑和功能都是破坏性的。这意味着会
更改音频文件的实际数据。虽然您可以撤销编辑和处理命令，但您应该养成在音频
文件的副本上而不是在原文件上进行操作的习惯。有备无患，无备遗憾。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打开样本编辑器 (第 470 页)

• 了解样本编辑器 (第 471 页)

• 在样本编辑器中播放音频文件 (第 472 页)

• 在样本编辑器中导航音频文件 (第 474 页)

• 在样本编辑器中进行选择 (第 475 页)

• 样本编辑器中的音频编辑和处理 (第 478 页)

• 在样本编辑器中调整项目速度 (第 487 页)

• 使用样本编辑器的“循环”功能 (第 487 页)

• 在样本编辑器中撤销编辑步骤 (第 488 页)

• 在样本编辑器中创建手动备份 (第 488 页)

• 在样本编辑器中自定波形振幅标度 (第 490 页)

• 在样本编辑器中自定标尺 (第 490 页)

• 在样本编辑器中自定波形显示 (第 4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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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样本编辑器的数码工厂 (第 492 页)

• 使用样本编辑器的“Time and Pitch Machine” (第 493 页)

• 使用样本编辑器的“Groove Machine” (第 498 页)

• 使用样本编辑器的“Audio Energizer” (第 499 页)

• 使用样本编辑器的 Silencer (第 501 页)

• 使用样本编辑器的“音频到乐谱” (第 504 页)

• 使用样本编辑器的“量化引擎” (第 506 页)

• “音频到 MIDI 套路模板” (第 507 页)

• 使用外部样本编辑器 (第 507 页)

打开样本编辑器
在 Logic Pro 中，有多种方式可以打开样本编辑器。

若要在“编配”窗口中将样本编辑器作为面板打开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编配区域中选择音频片段，然后点按“编配”窗口底部的“样本编辑器”按钮（或使
用“开关样本编辑器”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W）。

µ 在编配区域中连按音频片段。

若要将样本编辑器作为单独的窗口打开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编配区域中选择音频片段，然后选取“窗口”>“样本编辑器”（或使用“打开样本编
辑器”键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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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拖移“样本编辑器”按钮，当您拖移时它会变为“样本编辑器”窗口。

备注： 为了让样本编辑器始终在编配区域中显示所选片段的内容，需要启用“内容
链接”模式。这可通过打开样本编辑器区域或窗口左上角的“链接”按钮实现。

了解样本编辑器
本部分将概述样本编辑器的屏幕元素。

• 波形概览： 显示整个音频波形的缩略图。

• 波形显示： 提供波形概览中所选波形区域的详细视图。

• “瞬变编辑模式”按钮： 激活或取消激活“瞬变编辑”模式。激活后，按钮发出橙色
的光，其右侧还会显示两个其他按钮。它还能更改为样本编辑器设定的默认工
具。

• “试听”按钮： 开始和停止回放。

• “循环”按钮： 循环回放选定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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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显示： 显示选定区域的开始点和长度。

• 播放头： 反映当前回放位置。

• 片段区域： 表示片段的长度。编辑此符杠以调整片段的长度。

• 定位符： 表示音频文件的绝对开始点。

• 振幅标度： 用百分数或样本单位表示音频波形的振幅。

• 标尺： 显示编配中的片段位置。如果尚未将音频文件添加到编配，位置标记线
为虚线，表示不存在时间连接。

在样本编辑器中播放音频文件
本部分将概述样本编辑器的各种回放命令。在样本编辑器中回放音频文件不受项目
播放头位置的影响。记住了这一点，您就应该仅使用走带控制来试听编配背景中的
音频文件。

备注： 调音台的“试听”通道条用于在样本编辑器中进行监听。您可以通过点按调音
台菜单栏中的“全部”按钮来访问“试听”通道条。“试听”通道条位于最高编号的音频通
道条右侧。

使用样本编辑器中的基本回放命令
在样本编辑器中，有多种方式可以控制音频回放。

若要使用“试听”按钮来控制回放
1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试听”按钮，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选项：

• 自动选择通道条： 指定给所选编配轨道的音频通道条会用于回放。

• 试听通道条： 环境的“试听”通道条会用于回放。您可以访问环境调音台层中的
“试听”通道条。它位于最高编号的音频通道条右侧。

2 点按“试听”按钮（或使用“播放/停止选定部分”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空格键）以
开始回放。

3 点按“试听”按钮（或使用“播放/停止选定部分”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空格键）以
停止回放。

若要使用标尺来控制回放
µ 连按标尺上您想要开始回放的点。再次连按将停止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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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使用波形概览来控制回放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点按住您想要开始回放的点。指针将变为“试听”图标。释放鼠标按键以停止回放。

µ 连按您想要开始回放的点。再次连按将停止回放。

若要搓擦音频
µ 点按住标尺并移动指针。

音频回放将跟随您指针移动的速度和方向。这可帮助您快速定位到音频文件中的特
定位置。

若要持续重复播放所选区域
1 启用“循环”按钮。

2 启用“试听”按钮（或使用“播放/停止选定部分”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空格键）。

进行循环回放时，您可以更改所选区域的开始点和结束点。例如，这可让您轻易编
辑鼓类循环的开始点或结束点，直至其完美地循环播放。当您对循环满意时，可将
所选区域制作成一个新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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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样本编辑器中的“回放”键盘命令
您可以使用以下键盘命令来增强回放选项：

• 全部播放/全部停止： 回放整个音频文件，而不管所选的区域。

• 播放/停止片段： 在音频文件的片段开始点和结束点回放之间切换（不管所选的
区域）。

• “播放/停止片段到锚点”和“从锚点播放/停止片段”： 这些键盘命令可让您通过试
听锚点正前方和正后方的声部来检查片段锚点位置。

在样本编辑器中导航音频文件
样本编辑器提供多个导航功能，可以轻松移到音频文件的特定部分，从而使选择和
编辑更简单、更快速、更精确。

点按波形概览会在波形显示中显示所选区域（播放头位置周围）。滚动条和缩放控
制器的使用方式与其他窗口中的相同。

导航至音频文件中的特定位置
以下命令可让您快速导航至音频文件中的特定位置。这些命令在样本编辑器的“编
辑”菜单中提供，可以通过键盘命令访问。

• 跳到选定部分开头（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Shift-左箭头
键）

• 跳到选定部分末尾（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Shift-右箭头
键）

• 跳到片段开头（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 跳到片段末尾（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 跳到片段锚点（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下箭头键）

导航至音频文件中最响亮的点
样本编辑器包含的一项功能可用于扫描选定音频文件中最响亮的点。当找到最响亮
的点后，样本编辑器会将播放头置于波形显示中的这一点上。

若要导航至音频文件中最响亮的点
µ 选取“功能”>“搜索峰值”（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Shift-P）。

导航至音频文件中的无声段落
样本编辑器包含的一项功能可用于扫描选定音频文件或所选内容中包括无声段落的
部分。当样本编辑器找到包含无声段落部分时，它会将播放头移到第一个无声部分
的开始点。

若要导航至音频文件中的无声段落
µ 选取“功能”>“搜索无声片段”（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Shi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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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命令可以重复使用，以选择和去掉，或者修改音频文件中的无声部分。

在样本编辑器中进行选择
只有在波形显示内选择区域后，才能在样本编辑器中编辑和处理音频。您所执行的
任何编辑和处理操作只会影响选定的区域。

当前所选区域的开始点和长度显示在波形概览上方的简介显示中。信息的格式取决
于“视图”菜单中选取的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样本编辑器中自定标尺。

有关如何加快选择速度的提示，请参阅导航至音频文件中的特定位置。

在样本编辑器中使用基本选择技巧
您可以使用基本选择技巧来选择整个音频文件，或音频文件的一部分，以用于编
辑。

若要选择整个音频文件
µ 选取“编辑”>“全选”（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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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选择音频文件的特定部分
µ 在波形显示中点按住您想要选择的区域的开头或结尾，然后向右或向左拖移。

在进行选择时，开始点和长度（以样本文字的形式）显示在帮助标记中。

若要扩展现有选择区域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编辑”>“选择所有以前的”（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µ 选取“编辑”>“选定以下全部”（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若要使用片段定义所选的区域
1 在音频媒体夹或编配区域中选定一个片段。

2 选取“编辑”>“片段 → 选定部分”。

例如，如果您想要在执行多个编辑后，重新选择整个片段进行循环回放，此功能很
有用。

同时也可以倒转操作，通过选取“编辑”>“选定部分 → 片段”来重新定义现有片段的
长度。

通过更改所选部分的开始点或结束点，您可以修改所选部分，或者您可以完全移动
整个选定区域。

备注： 如果选取“编辑”>“将编辑吸附到过零点”，对音频片段的开始点或结束点进
行的任何长度调整都会吸附到波形最近的过零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将编辑吸
附到过零点。

若要改变现有选择部分的开始点或结束点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按住 Shift 键在波形显示中点按，以移动开始点或结束点。

µ 在波形显示中，按住 Shift 键点按和拖移选定区域的开始点或结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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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使用两种方法中的哪一种，您的点按与选定区域的开头或结尾的接近程度都确
定您是否更改开始点或结束点边界。以最接近的那个为准 …

提示： 如果您按住 Option-Shift，较远的选择区域边界将改变（而不是较近的那
个）。

若要移动选定区域
µ 按住 Option 键点按（指针变为双向箭头），然后拖移整个选择部分，而不更改其

长度。

使用瞬变标记在样本编辑器中进行选择
您可以使用瞬变标记来选择音频文件的一部分，以用于编辑。

备注： 若要执行此操作，您首先需要在样本编辑器中激活“瞬变编辑”模式。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阅在样本编辑器中使用瞬变标记进行编辑。

若要在两个瞬变标记之间选择音频文件的某部分
µ 连按两个瞬变标记之间的波形显示区域。

您还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当您在样本编辑器中选取“编辑”>“设定”时可用）：

• 所选部分开头到上一个瞬变： 所选部分的开头向左侧扩展，直到上一个瞬变标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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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选部分开头到下一个瞬变： 所选部分的开头向右侧缩短，直到下一个瞬变标
记。

• 所选部分结尾到上一个瞬变： 所选部分的结尾向左侧缩短，直到上一个瞬变标
记。

• 所选部分结尾到下一个瞬变： 所选部分的结尾向右侧扩展，直到下一个瞬变标
记。

• 所选部分开头和结尾到上一个瞬变： 所选部分的开头和结尾都向左移动，直到
上一个瞬变标记。

• 所选部分开头和结尾到下一个瞬变： 所选部分的开头和结尾都向右移动，直到
下一个瞬变标记。

• 所选部分开头和结尾到上一个瞬变并播放： 所选部分的开头和结尾都向左移，
直到上一个瞬变标记，然后开始回放。

• 所选部分开头和结尾到下一个瞬变并播放： 所选部分的开头和结尾都向右移，
直到下一个瞬变标记，然后开始回放。

• 片段锚点到上一个瞬变： 片段锚点向左移动，直到上一个瞬变标记。

• 片段锚点到下一个瞬变： 片段锚点向右移动，直到下一个瞬变标记。

样本编辑器中的音频编辑和处理
以下部分介绍几个标准音频编辑和处理命令或功能的用法。有关高级音频处理选
项，请参阅了解样本编辑器的数码工厂。

样本编辑器中的大多数音频编辑和处理活动都是破坏性的。破坏性的活动会修改原
始音频文件的数据，这一点与仅编辑其回放参数相反。但是，您可以使用“撤销”功
能（请参阅在样本编辑器中撤销编辑步骤）。

提示： 虽然您可以撤销编辑和处理命令，但您应该养成在音频文件的副本上而不
是在原文件上进行操作的习惯。有关在样本编辑器中创建和恢复备份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在样本编辑器中创建手动备份。

在样本编辑器中使用“编辑”键盘命令
您可以使用键盘命令来执行破坏性的样本编辑功能。当您这样做时，在做出任何更
改并覆盖原始音频文件之前系统会要求您确认操作。但是，您可以忽略此安全功
能。

若要停用键盘命令警告
µ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音频”>“样本编辑器”，并取消选择“以键盘命令执行功

能之前发出警告”注记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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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样本编辑器中使用“编辑”命令
当您选择了音频文件的某个区域时，您可以使用“编辑”菜单中通常的“剪切”、“拷
贝”、“粘贴”和“删除”命令来剪切、拷贝、粘贴或删除所选区域。

• 剪切： 从音频文件剪切一个选定段落，并将其拷贝至夹纸板。所有以下音频部
分会前移（向音频文件的开始点），以填充空隙。

• 拷贝： 将所选段落拷贝至夹纸板，而所选区域保持在原来的位置。与其他“编辑”
菜单命令不同，“复制”命令是非破坏性的。

• 粘贴： 将夹纸板的内容插入在点按的位置。所有粘贴（插入）点后的音频数据
会后移（向音频文件的结尾），为夹纸板内容留出空间。

警告： 在粘贴时选定的内容将被删除，用夹纸板的内容替换。

• 删除： 抹掉选择，而不将其放在夹纸板中。所有已删除段落以外的数据会前移
（向音频文件的开始点），以填充空隙。

在样本编辑器中使用瞬变标记进行编辑
在样本编辑器中，您可以使用瞬变标记来编辑音频文件的选定区域或整个文件。若
要执行此操作，您需要处于“瞬变编辑”模式中。

备注： 当您在样本编辑器中的“瞬变编辑”模式中工作时，按住 Command 键点按工
具会将默认值从手工具更改为铅笔工具。

若要打开“瞬变编辑”模式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样本编辑器中，从本地“视图”菜单中选取“瞬变编辑模式”（或使用“切换瞬变编辑
模式”键盘命令）。

µ 在样本编辑器中点按“瞬变编辑模式”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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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打开“瞬变编辑”模式时，将分析音频文件以查找瞬变事件，而音频文件中所有
检测到的瞬变都将标上标记。

瞬变检测置信度的级别取决于瞬变的清晰度。如果音频文件没有清晰、尖锐的瞬
变，则将以较低的信度级别检测瞬变。但是，您可以在样本编辑器中使用加号 (+)
和减号 (−) 按钮来选取以显示更多或更少的瞬变。当您处于“瞬变编辑”模式中时，
这些按钮可见。

• + 按钮： 增加音频文件的选定区域或整个音频文件中的瞬变数量。您也可以使
用“增加瞬变数量”键盘命令，默认分配：Command-加号 (+) 键。

• − 按钮： 减少音频文件的选定区域或整个音频文件中的瞬变数量。您也可以使
用“减少瞬变数量”键盘命令，默认分配：Command-减号 (−) 键。

还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您需要在音频文件中添加或移动瞬变标记。下面将介绍如何
在样本编辑器中创建、移动、删除和检测瞬变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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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音频文件中创建瞬变标记
µ 用铅笔工具点按波形显示。

瞬变检测过程从所点按位置附近的音频素材开始，具有最高能量的瞬变将变为有
效，且标上标记。如果在所选区域中没有找到瞬变，则会在所点按的位置创建瞬变
标记。

若要在音频文件中移动瞬变标记
µ 将现有瞬变标记拖到另一个位置。

备注： 新位置是否会吸附到过零点，取决于是否在”编辑“菜单中选择了“将编辑吸
附到过零点”。您还可以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来打开快捷键菜单并选
取“将编辑吸附到过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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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从音频文件中删除瞬变标记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使用指针工具或铅笔工具连按单个标记。

µ 使用橡皮工具点按单个标记。

µ 使用橡皮工具在多个标记上拖移。

µ 选择音频文件的某个区域并按下 Delete 键。

此操作会删除所选区域中的所有瞬变标记。

备注： 瞬变标记实际上没有被删除。实际上，它们的显示门限值被设定为最大值，
以便使这些瞬变标记无效。您可以使用加号按钮 (+) 重新验证瞬变标记。

若要在音频文件中检测瞬变标记
µ 选取“音频文件”>“检测瞬变”（或使用“检测音频文件的瞬变”键盘命令）。

此操作可以检测整个音频文件的瞬变，覆盖（确认操作后）所有手动添加或编辑的
瞬变。

备注： 您还可以在出厂音频 Apple Loops 中检测瞬变。此操作可以将音频 Apple Loops
的副本存储到项目的“音频文件”文件夹中。

在样本编辑器中使用铅笔工具进行编辑
您可以使用铅笔工具在波形显示中进行绘制，以校正音频中的咔嗒声和爆裂声。

您会发现这对更改波形的查看模式很有用，这样它就会显示数据结构。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在样本编辑器中自定波形显示。

若要用铅笔工具校正爆裂声和咔嗒声
1 导航至所需的波形部分。

提示： 爆裂声和咔嗒声通常是音频文件的最响亮声部，所以，您可能会发现利用
“功能”>“搜索峰值”命令来进行查找很有用。

2 使用缩放控制器放大您想校正的波形部分。

3 使用指针工具搓擦爆裂声或咔嗒声附近的音频。

这将帮助您准确识别需要绘制的确切位置。

4 选择铅笔工具，并从左向右拖移（包括向上或向下移动）以为波形尖峰脉冲绘制新
形状。

所绘制部分的边缘将自动平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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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 Option 键以同时影响立体声波形的两侧。

只要按住鼠标按键，就可以用原来的波形替换所绘制的波形（通过将指针向左移
动）。

在样本编辑器中修剪音频文件
“修剪”功能用于编辑未选定的音频文件区域。

您可以使用“修剪”命令从音频文件的开头和结尾去掉不重要的段落（通常是无声段
落）。“修剪”也可以用于去掉片段不使用的部分音频文件。

若要抹掉音频文件的所有未选定部分
µ 选取“功能”>“修剪”（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T）。

重要事项： 确保您将删除的区域不包含任何您可能需要的片段。所选区域外的片
段将丢失。片段中处于所选区域之外的部分也将被去掉，导致片段长度的缩短。如
果编配区域中正在使用任何这样的片段，将出现一个警告对话框，可让您选择取消
修剪命令。

在样本编辑器中使音频文件所选部分无声
您可以使用“无声”命令将所有振幅值设定为零，而不是从音频文件的所选区域中删
除（使用“剪切”、“删除”或“修剪”）所有数据。此功能通常用于在安静段落中使不想
要的背景噪声静音。

若要使音频文件的所选区域无声
µ 选取“功能”>“无声”（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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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样本编辑器中更改音频文件的电平
您可以使用“更改增益”命令来更改音频文件的电平。此命令通常用于整个音频文
件，也可用于增强某些部分。

若要以特定量升高或降低所选音频文件（或区域）的电平
1 选取“功能”>“更改增益”。

2 在“更改增益”对话框中选取所需设置：

• 通过在任何一栏中点按向上箭头或向下箭头，或在任何一栏中直接键入值，在“更
改相关”栏中设定所需的电平更改量。您可以使用百分数或分贝栏来表示您想要
的增加量或减少量。

• 点按“搜索最大”按钮，以搜索最高峰值电平。这会自动设定一个用于改变音频文
件电平的值。“产生绝对值”栏显示通过更改增益（以更改相关栏中显示的量）而
获得的最大电平。

3 点按“更改”，以执行增益更改。

重要事项： 您绝不能对会产生超出 100% 的值的增益进行更改，因为这将产生数
码削波.

在样本编辑器中使音频文件正常化
正常化是将数码信号的最大电平提高到指定量的过程（通常是提高至可能的最高电
平，而不导致失真）。

提示： 正在被正常化部分的开始和结束点通常不应该处于音频的连续部分以内，
因为这将导致在正常化后音量突然升高。因此，开始点和结束点应该处于刚刚发生
在音乐空隙之后或之前的部分以内。

若要使音频文件的所选区域正常化
µ 选取“功能”>“正常化”（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N）。

Logic Pro 会找到所选区域中音量最高的点，并确定该点与可能的最大电平的距离。
所选区域的电平将随后增加这个量。音频段落内部样本电平的动态关系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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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功能设置”窗口中设定所需的最大电平，该窗口可以通过选取“功能”>“设
置”来打开（或者通过在“正常化”对话框中点按“设置”按钮）。

在其中一个“峰值位置”栏中设定所需的最大电平（用百分数或以分贝为单位）。

提示： 您不应该在这些栏中选取 100%（0 dB），因为这可能导致在您随后使用均
衡器等来提高整体信号的增益时，产生削波。一般来说，您自己应该留下至少 3 到
6 dB 的净空，以进行进一步的音频处理任务，如混合和效果处理。

关闭 Logic Pro 时，这些设置会自动储存在 Logic Pro 偏好设置中，并应用到所有项
目。

在样本编辑器中淡入淡出音频文件
您可以破坏性淡入或淡出整个音频文件或选定区域。

• 淡入： 所选区域开始点的音量设定为 0，且淡入随所选部分的长度而发生。

• 淡出： 所选区域结束点的音量设定为 0，且淡出随所选部分的长度而发生。

淡入或淡出的时间由音频文件中的所选区域确定。

若要创建淡入或淡出
1 使用本章先前列出的任何选择技巧，以确定渐入或渐出区域的长度。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功能”>“淡入”（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I）来创建淡
入。

• 选取“功能”>“淡出”（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O）以使段落
自动渐出。

提示： 如果您使用“无声”功能（请参阅在样本编辑器中使音频文件所选部分无声）
从无声段落中去掉不想要的背景噪声，无声的开始点和结束点处有时会出现小的音
量跳动。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请放大并选择信号开始点附近（正前和正后）的小区
域，然后使用淡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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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调整渐变曲线
1 通过选取“功能”>“设置”打开“功能设置”窗口。

2 编辑“曲线”值以更改渐入或渐出曲线的形状。

3 如果您想要创建 s 形的曲线，请选择“S 曲线”注记格。

关闭 Logic Pro 时，这些设置会自动储存在 Logic Pro 偏好设置中，并应用到所有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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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编配”窗口的渐变工具提供了进一步的灵活且无破坏性渐变选项（请参阅在
音频片段上创造交叉渐变和渐变效果）。

在样本编辑器中倒转音频文件的所选部分
“倒转”命令最常用于整个音频文件（例如倒转铙钹声音）。它也可以用作音频文件
所选部分的创造性选项。例如，可以倒转、拷贝文件结尾的混响尾音，并将其粘贴
到文件的开头。

若要倒转音频文件的所选区域
µ 选取“功能”>“倒转”（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Shift-Control-R）。

在样本编辑器中倒转音频文件相位
您会发现“反转”命令在校正相位消弱错误，或将多个脱音信号（或多个采用合唱效
果处理过的信号）缩混为单声道时特别有用。

若要倒转所有选定音频素材的相位
µ 选取“功能”>“反转”（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所有负振幅值将变成正的，反之亦然。

备注： 如果单独听的话，不会听到文件的变化。

提示： 您也可以使用“反转”功能来解码单声道/立体声录音，但对此任务使用 Direction
Mixer 插件将更加简单。有关该插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Logic Pro 效果》手册。

在样本编辑器中去掉直流偏移
一些音频接口硬件可以在音频信号上将直流 (DC) 分层。这会导致波形位置的垂直
移动，该移动可以在样本编辑器中清楚看到。

回放时，这可导致在音频片段的开始和结束处产生噼啪声。

若要使波形以零振幅线为中心上下波动
µ 选取“功能”>“去掉直流偏移”。

在样本编辑器中调整项目速度
正如编配区域中的自动速度相符功能，“功能”>“按选定部分和定位符来调整速度”命
令可根据样本编辑器中的当前定位符位置和所选区域来调整项目速度。

虽然此操作与“编配”功能（请参阅设定项目速度，以与音频片段相符）相似，但仅
应用于样本编辑器中音频文件的所选区域，而不是片段的整个长度。

使用样本编辑器的“循环”功能
样本编辑器的“循环”功能（可从“编辑”菜单访问它）非常适合于与 EXS24 mkII 采样
器配合使用。有关 EXS24 mkII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Logic Pro 乐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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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使用这些功能来生成在文件头包含循环设置的音频文件。这可让您在任何
能够读取文件头中循环信息的应用程序中完全使用这些文件。

若要使用样本编辑器的“循环”命令
1 从“编辑”菜单中选取以下任一选择命令：

• “样本循环 → 选定部分”：  循环区域（由循环开始点和结束点定义）用于选择整
个音频文件的一部分。

• “选定部分 → 样本循环”：  所选的区域用于设定循环的开始点和结束点。

2 选取“编辑”>“将样本循环写入到音频文件”。

新的循环值将写入到文件头。

在样本编辑器中撤销编辑步骤
大部分样本编辑器的功能都是破坏性的，会更改储存在硬盘上的文件。当然，如果
结果不如您所愿，您可以使用“撤销”功能。

若要比较（或撤销）您对原来音频文件的编辑
µ 选取“编辑”>“撤销”（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Z）。

若要取消已经发生的破坏性编辑
µ 按下 Command-句点键。

音频文件将保持在原来的状态，即使看起来发生了一部分编辑功能。

您可以在“Logic Pro”>“偏好设置”>“音频”>“样本编辑器”面板中配置样本编辑器的撤
销功能。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音频样本编辑器偏好设置。

在样本编辑器中创建手动备份
虽然可以使用“撤销历史记录”和标准“撤销”功能，但是好的工作习惯应该是在处理
或编辑之前创建备份。如果由于处理错误或其他不可知事件而发生意外，这样做可
给您珍贵的音频记录提供安全副本。

您可以对正在编辑的文件进行手动备份，或者随时用备份版本将其替换（使用多种
功能）。

若要复制您正在处理的音频文件
µ 选取“音频文件”>“创建备份”（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B）。

这会在与源文件相同的文件夹中创建音频文件的拷贝（扩展名为 .dup）。

若要复原到备份文件
µ 选取“音频文件”>“复原到备份状态”（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ntrol-Option-Comman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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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功能将用备份文件完全替换当前的音频文件（当然了，得先有备份文件）。

重要事项： 您不能使用“撤销”倒转此功能。

若要将副本以不同名称存储到您选择的位置
1 选取“音频文件”>“将拷贝存储为”。

2 在“存储拷贝为”对话框中选取所需设置：

您可以给目标文件设定所需的采样速率、位长度、文件格式、立体声转换和假噪声
类型。该对话框也具有“将结果文件添加到媒体夹”选项，可让您在存储后，将文件
添加到音频媒体夹。

3 浏览至您想要储存音频文件的位置（例如硬盘和文件夹），然后在“存储为”栏中为
音频文件键入名称。

4 点按“存储”。

若要将所选区域存储为新的音频文件
µ 选取“音频文件”>“将选定部分存储为”（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Shift-Command-S）。

“将选定部分存储为”对话框包括与“存储拷贝为”对话框相同的文件转换选项，您可
以选取在存储后将文件添加到音频媒体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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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样本编辑器中自定波形振幅标度
您可以在样本编辑器中自定波形的振幅标度（沿垂直轴绘制），以便以百分数单位
或样本单位来显示波形振幅标度。

若要以百分数单位显示振幅标度
µ 启用“视图”>“振幅百分数”设置。

若要以样本单位显示振幅标度
µ 启用“视图”>“振幅样本值”设置。

提示： 您也可以通过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波形振幅标度本身来打开振幅标度快捷键
菜单。

在样本编辑器中自定标尺
样本编辑器中的标尺可按以下两种模式显示：

• 参考项目的时间轴（绝对模式）

• 参考音频文件的开头（相对模式）

您也可以自定标尺，从而按“分:秒:毫秒”、“SMPTE 时间”或“小节/节拍”等示例来显示
标尺。

在绝对模式和相对模式之间切换标尺
当您按照标尺的绝对位置查看时间标度时，标尺中的标度单位以白色实线显示。当
您按照标尺的相对位置查看时间标度时，标度单位为点线（表示不存在时间连接）。

若要进入相对显示模式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从音频媒体夹中打开样本编辑器（连按音频媒体夹中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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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点按链接按钮，以在样本编辑器中激活“链接”模式，然后在音频媒体夹中选择片
段。

自动为此部分的开始点分配 0 值，如果此部分设定为“小节/节拍”，则为值 1 1 1 1。
标度单位线为点线。

若要进入绝对显示模式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从编配窗口打开样本编辑器。

µ 在样本编辑器中激活“链接”模式，并在编配区域中选定一个片段。

时间从项目的开始算起，分配的值为 0，如果项目设定为“小节/节拍”，则值为 1 1
1 1。在此查看模式中，绝对（项目）时间显示在标尺中。

更改样本编辑器标尺的时间标度显示
您对标尺的时间标度显示所做的任何更改也将影响简介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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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更改时间标度
µ 从“视图”菜单中选取以下一个标度单位：

• 样本： 显示样本文字的个数。

• 分:秒:毫秒： 以小时、分钟、秒和毫秒为单位显示绝对标度。

• SMPTE 时间： 以小时、分钟、秒和帧为单位显示 SMPTE 标度。

• 小节/节拍： 和其他窗口的“小节”标尺相似，以“小节”、“节拍”、“等份”和“音位”为
单位显示标度。

提示： 您还可以通过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标尺，通过快捷键菜单来访问这些选项。

在样本编辑器中自定波形显示
您可以从平常的波形显示切换为显示已录制的数码数据结构。例如，从录音中消除
咔嗒声和爆裂声时，此查看模式很有用。

若要将波形显示为样本位
µ 启用“视图”>“显示为样本与保持”设置。

备注： 您需要将波形显示缩放到高放大水平，以进行此操作。

了解样本编辑器的数码工厂
样本编辑器具有大量音频处理工具，总称为数码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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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Factory”菜单访问数码工厂工具，此菜单的上半部分包含四个机器菜单
项，下半部分的三个其他项是功能。当您选取机器菜单项时，将出现带四个机器的
带标签的窗口，而当您选取三个功能之一时，将出现带三个功能标签的较小窗口。

因为每个工具都拥有自己的标签，所以您可以通过点按相应的标签，在机器或功能
间轻松地切换。

数码工厂工具有多种常用功能，具体如下：

• 数码工厂进程仅影响音频文件的所选区域。用处理的音频素材替换音频文件的所
选区域。

• 当执行工厂进程时，您可以播放音频文件，但这会稍微降低处理速度。进行处理
时会显示一个进程条。

使用样本编辑器的“Time and Pitch Machine”
您可以使用“Time and Pitch Machine”来完全改变音频文件的时间结构，包括时间压
缩或扩展和音高变调。更改音高时，您也可以校正共振峰（音高变化音频的嗓音特
征）的任何改变。没有校正共振峰的音高移动会导致通常称为 Mickey Mouse 效果的
现象。

在“Time and Pitch Machine”中，可以同时执行时间和音高功能，也可以独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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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and Pitch Machine”技术
“Time and Pitch Machine”分析数码音频素材的频谱组件和动态，并处理结果。该算
法会努力保持尽可能多的频谱和动态信息，并将相位变量最小化。在立体声文件
中，左右通道之间的相位关系是固定的，不会改变。双倍声音事件被保持为最
小。

然而，您应该记住，除了重新采样（变调）外，“Time and Pitch Machine”还得完成
“物理上不可能”的任务：  延长样本时，需要创建信息。同样，缩短样本时，也必
须剪切掉信息。延长的过程比缩短的过程更难，如果您可以选择的话，最好是加
快而不是减慢鼓循环的速度。

设定的伸展系数与实际结果之间始终存在小偏差。但是，此偏差仅为几毫秒或 1
bpm 的几分之一。同样，因为绝对偏差独立于已处理部分的长度，所以偏差在更
长的文件中不会变大。

打开样本编辑器的“Time and Pitch Machine”
您需要在音频文件中选择一个区域，才能打开“时间和音高处理机”。

若要打开“Time and Pitch Machine”
1 选择您想要通过“Time and Pitch Machine”处理的样本编辑器中的音频片段区域。

2 选取“Factory”>“Time and Pitch Machine”（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ntrol-P）。

“Time and Pitch Machine”包含模式和算法、速度和音高参数。

您不需要输入或调整所有“Time and Pitch Machine”参数。它们大多数是相互联系的，
所以，调整速度参数将导致“长度”值的变化，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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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Time and Pitch Machine”中的“模式”和“算法”
“Time and Pitch Machine”的“模式”和“算法”菜单定义运行模式和执行时间伸展或音高
移动时使用的算法。

• “模式”菜单： 您可以在“模式”菜单的“自由”和“经典”之间选取。

• 自由： 在“自由”模式（较常用的模式设置）中，您可以独立地调整各个参数的
所有音高和速度。

• 经典： 在“经典”模式中，音高和速度相互联系，因此移调所选的片段也会影响
其速度。产生的效果模仿改变像带速度的声音。音高将在像带速度加快时增
加，在像带速度减慢时降低。

• “算法”菜单： 您可以选取最适合您想要处理的音频素材的算法：

• 版本 5： 从 Logic 5 继承而来，此算法可以用于大多数类型的音频素材。它会
为处理的音频赋予特定的音色，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创造性选项。

• 任意材料： 可以处理大多数类型的音频素材。

• 单音： 用于单音材料（例如个人声音、铜管乐器或木管乐器）的特定算法。

• 背景音： 用于有泛音内容的复音材料（合唱或弦乐部分就是很好的例子）。

• 有节奏材料： 用于有节奏材料，可以是鼓类和打击乐，但较不明显的有：节
奏吉他、击弦古钢琴和钢琴的伴奏声部。

• 仅节拍： 可完美保持打击乐材料的定时。此算法应该是您用于各种干声鼓类
循环的首要之选。

• 通用（默认）： 此高质量算法能够处理任何类型的音频素材，通常建议用于
大多数的时间伸展任务。然而，以下的两种算法在音频材料准确符合所列规格
时可以获得更好结果。

• 复合： 选取此算法可以在对复合音乐材料（管弦音乐或最终混音）进行时间
伸展时获得自然发声的结果。

• 打击乐： 可完美保持有节奏材料的时序，适合于鼓类循环和打击乐、非泛音
信号。跟“仅节拍”算法相比，“打击乐”算法更适合于经混响处理过（或包含长
尾音）的打击乐材料。这也可能适用于打击乐播放风格，如跳音电钢琴或击弦
古钢琴声部。“仅节拍”可能更适合于干声鼓类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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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算法的支持
Logic Pro 可让您在“Time and Pitch Machine”中访问以下第三方插件的音高移动和时
间伸展算法。

• Serato：  Pitch ’n Time LE

• iZotope：  “Radius”

备注： 只有在系统上安装并授权了相应的 Audio Unit 插件，才可以在“Time and
Pitch Machine”中访问这些算法。

在“Time and Pitch Machine”中设定速度参数
“速度”部分分为两栏：  “原来的”栏显示音频文件中选定区域的当前值，而在“目的”
栏中可以设定所需的速度参数。

• 速度改变：  确定速度变量，显示为百分数（不显示原来的值）。

• 速度：  以 bpm 显示速度（每分钟节拍数）。确保设定了合适的小节长度，否则
在左侧不会显示正确的原始速度。

• 样本长度：  显示样本中所选区域的长度。

• SMPTE 长度：  显示 SMPTE 时间格式中所选区域的长度。

• 小节长度：  显示音乐值中所选区域的长度（小节、节拍、分隔线和音位）。如
果您已经调整项目速度来符合将要编辑的片段，原来值将自动正确设定。如果没
有的话，您需要在此处手动输入原来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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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Time and Pitch Machine”中设定音高参数
音高参数可确定变调量（以音分为单位），而且如果使用了泛音校正，也可确定泛
音校正的强度。

• 变调： 声音素材的变调以 1/100 半音单位（音分）为单位。100 的值将导致向上
变调一个半音。-1200 的值将导致音频素材向下移调一个八度音程。

• 泛音校正： 当对音频进行移调时，不仅会移调基础音高，还会移动所有的共振
峰（就如整个乐器或歌手变小或变大了）。当然，这不是自然现象。向上移调的
声音将像 Mickey Mouse 般，向下移调时则像 Darth Vader。使用“泛音校正”可以避
免这些非自然信号。

选择“泛音校正”注记格，以让被移调素材中的共振峰保持不变。这意味着会保持
原来的音色（或谐振体的物理大小），从而产生听起来更自然的变调。唯一的代
价就是计算将耗更多时间。

备注： “泛音校正”的质量严重依赖于来源材料，因为算法必须在录音的音调和无
调组件之间做出智能决定，并单独对它们进行处理。这并不是恒定的原理，而且
在单音材料上会比在复合立体声材料上更精确，但是您也当然可以将其用于完整
的混音。会保持立体声录音的相位关连。

您也可以使用“泛音校正”来无变调移动共振峰。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在保持音
高合音时，改变声音来源谐振体的物理大小（例如给女声一个男声特征，反之亦
然）。

此效果（有时称为“性别混合”）可让您更改声音，使其听起来像是异常小或大的
乐器所产生的一样。它在增强声音“细薄”或“易碎”的声部，如吉他或通过带受限
频率响应的麦克风录制的乐器和声乐时，很有用。

举个声乐声部上的使用例子：  如果您将“泛音移动”设定为 -300，“变调”值设定为
0，歌手的声音特征将变得像是向下移调了三个半音（但是音高实际并没有变
调）。这意味着音乐的“C”还是“C”，但是声乐的音色变暗了。

• 泛音： 如果打开了“泛音校正”，您也可以使用泛音（移动）参数来单独改变音
色。这些单位以 1/100 个半音单位（音分）显示。

• 如果您在“泛音”和“变调”栏中选择同一个值，不会发生校正，而且结果就像已
经关闭了“泛音校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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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将“泛音”设定为 0，共振峰不会改变。这可避免传统音高移动算法不受
欢迎的副作用。

提示： 如果您需要反复尝试来查找准确的移调值，请关闭“泛音校正”。一旦您找
到了合适的变调值，在第二步中用同一个值执行一次独立的“泛音校正”。

使用样本编辑器的“Groove Machine”
您可以使用“Groove Machine”，以百分数步长改变数码音频材料的感觉、摇摆或套
路。换言之，此工具可以量化平直音频！

您也可以用“Quantize Engine”来严格量化“套路有点复杂”的音频（请参阅使用样本编
辑器的“量化引擎）。

打开样本编辑器的“Groove Machine”
您需要在音频文件中选择一个区域，才能打开“Groove Machine”。

重要事项： 在打开“Groove Machine”之前，您应确保 Logic Pro 的速度与所选音频素
材的速度完全相符，否则“Groove Machine”运行将不精确。当然，您可以使用与速
度一致和到小节长度参数，直接在“Groove Machine”中设定速度和长度。

若要打开“Groove Machine”
1 在样本编辑器中选择您要通过“Groove Machine”处理的音频片段区域。

2 选取“Factory”>“Groove Machine”（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498 第 17 章 在样本编辑器中编辑音频



备注： 您所做的任意设置更改都将反映到图形显示中。

设定 Groove Machine 参数
以下是 Groove Machine 中的参数：

• 摇摆： 设定摇摆系数。50% 时没有变化（通常用 55% 到 65% 左右的值可以获得
最好的效果）。

• 基于乐段： 您可以确定是根据 8 分音符摇摆，还是 16 分音符摇摆来量化音频素
材。

• 正拍强弱和离拍强弱： 确定应是升高还是降低音频素材中的正拍或离拍。正值
提高电平，负值降低电平。请记住，提高正常化音频素材的电平会导致失真（特
别是在正拍上，它通常较响）。

• 与速度一致： 如果您更改这个值，您将把项目速度设定在当前的播放头位置。

• 到小节长度： 以音乐值（小节、节拍、等份和音位）为单位，定义所选音频素
材的长度。

使用样本编辑器的“Audio Energizer”
您可以使用“Audio Energizer”在尽可能少改变声音，不导致削波的情况下提高音频
素材的感知音量。数码失真是仅提高电平时所不可避免的结果，而使用此算法时可
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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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将此效果与完全采用了高录制电平的模拟像带做比较。然而，音频材料上的
失真系数和效果比模拟像带饱和度上的要低得多。

例如，假设您使用了“Audio Energizer”处理正常化的音频文件（音频数据已处于最
大动态范围），并且您正在通过音频通道条回放此音频文件。通道条的指示器将显
示较高的电平，表示信号中提高的平均能量，但是峰值电平显示将不改变。这说明
没有改变最大信号电平。

备注： 如果素材中包含异常声音（如噪声），则这些声音也将增强，人耳能够听
到。如果需要，您可以用“Silencer”（确保使用低设置）处理能量增强的音频文件，
或使用 Denoiser 效果插件。

打开样本编辑器“Audio Energizer”
您需要在音频文件中选择一个区域，才能打开“Audio Energizer”。

若要打开“Audio Energizer”
1 在样本编辑器中，选择您要通过“Audio Energizer”处理的音频片段区域。

2 选取“Factory”>“Audio Energizer”（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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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 Audio Energizer 参数
以下是 Audio Energizer 中的参数：

• 系数：  设定平均电平增强量。0% 的值意味着没有改变，较高的值会使能量提
高。您在此处进行的设置将取决于音频材料、具体情况和个人喜好。

• 从尝试 40% 到 100% 范围中的值开始。

• 低于 10% 的值效果很小。

• 根据材料不同，超出 100% 的值会导致声音中不受欢迎的变化。

• 不建议对正常化文件采用超出 200% 的值，因为它们会产生对声音及其动态的
有害效果。它们也会显著提高所需电脑计算时间。然而，在非正常化音频数据
上，即使高值都会有效，因为整体电平在初始时就会提高至最大值，而不影响
动态范围。

• 音头和衰减：  这些参数控制算法滤波器的倾斜度。如果结果听起来太数码化或
生硬，尝试 2 到 4 倍于默认值的值。如果增强了信号中主要事件的较小要素，这
就会发生。例如，声音的混响部分变得更响。

使用样本编辑器的 Silencer
您可以使用“Silencer”来单独或同时执行两种不同功能。包括：

• 尖峰脉冲减少： 识别和减少某些信号，如爆裂声和咔嗒声。

• 噪声减少： 降低信号中任何噪声的电平，如像带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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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encer”功能是为正常化数据而优化的。低电平素材在处理前应该进行正常化。

提示： 不要忘了，如果“Silencer”无法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可以用铅笔工具手动
去掉爆裂声和咔嗒声（请参阅在样本编辑器中使用铅笔工具进行编辑）。

打开样本编辑器的“Silencer”
您需要在音频文件中选择一个区域，才能打开“Silencer”。

若要打开“Silencer”
1 在样本编辑器中，选择您要通过“Silencer”处理的音频片段区域。

2 选取“Factory”>“Silencer”（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在“Silencer”中应用尖峰脉冲减少
“尖峰脉冲减少”的目的是要识别和减少如爆裂声、咔嗒声或数码尖峰脉冲等的信
号，以此来重新构造假设的原信号。您可使用以下参数来完成此操作。

备注： 当应用尖峰脉冲减少时，建议您关闭“噪声减少”功能。这可确保仅使用“尖
峰脉冲减少”功能。

• “灵敏度”滑块：  确定用于识别音频文件中的尖峰脉冲的门限值电平。

• 关： 不会发生任何编辑操作。

• 自动： 将自动控制门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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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 大多数信号峰值被识别为尖峰脉冲。

• 高： 会识别相对较小的信号尖峰脉冲。

备注： 您可能需要试验参数。如果敏感度滑块设定为“高”（或附近的值），主信
号中相当尖锐的瞬变就有被识别为尖峰脉冲的危险。取决于音频素材，“Silencer”
有时完全无法识别您想要保持的信号和您想要消除的信号之间的区别。尤其是当
尖峰脉冲或主信号之间的决定只是喜好问题时（例如，用一些“咔嗒声般”的低音
鼓声音），更是如此。这些声音的音头相位特征跟乙烯基录音上的静电会很相
似。

• “方法”滑块：  确定如何处理原始信号中已识别的尖峰脉冲点。

• 柔和： 最弱的算法，仅轻微平滑化原始信号。

• 剧烈的： 最强烈的算法，对音频的影响相当显著。

• 重建： 在识别的点用原始信号人工生成的预估替换（经常不可用的）原始信
号。系统通过分析这些点附近的音频材料创建合成信号。

在 Silencer 中应用噪声减少
“噪声减少”的目的就是要减少信号的噪声部分，也影响主要信号，特别是高频元
素。

噪声减少过程是单端的，意味着它会影响已经录制的材料，且无需在回放时解码信
号。甚至是原始信号中出现的噪声也可以进行处理。

备注： 当应用噪声减少时，建议您关闭“尖峰脉冲减少”功能。这可确保仅使用“噪
声减少”功能。

• “强度”滑块：  确定用于音频文件中噪声的减少电平强度

• 关： 不会发生任何编辑操作。

• 最小： 可能的最小编辑，最接近最小值，效果很弱。

• 最大： 噪声部分可能的最大降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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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校正”值取决于材料的质量和您自身的个人喜好。应该使用“最小”或其附
近的值来编辑质量好的素材。您可能只会注意到声音中的细微变化。应该用较高
值，或者甚至使用最大值来处理质量差的（吵闹的）素材。如果设置太高，信号
的颤音组件将被降低。

使用样本编辑器的“音频到乐谱”
您可以使用“音频到乐谱”，通过创建与已录制旋律对应的 MIDI 片段，将单音音频录
制转换为乐谱。

备注： 使用清晰可辨的单音音频素材可以获得很好的结果。此功能最适合于从清
晰唱出的非连音人声线中产生旋律音符。它在未经处理的音频（即没有效果的音
频）上效果最好。

打开样本编辑器的“音频到乐谱”
您需要在音频文件中选择一个区域，才能打开“音频到乐谱”。

若要打开“音频到乐谱”
1 在编配区域中选择目的 MIDI 或软件乐器轨道。

“音频到乐谱”功能生成的 MIDI 片段将放置在此轨道上。

2 在样本编辑器中，选择您要通过“音频到乐谱”处理的音频片段区域。

3 选取“Factory”>“音频到乐谱”命令（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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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音频到乐谱”参数
下面是“音频到乐谱”中的参数。您可能需要试验不同的参数值，甚至需要多次尝
试，以确定特定音频录制的最佳设置。

• 预置： 包含“音频到乐谱”参数的多种预置，适合于特定类型的音频素材。除了
11 种预置外，还有 4 种“用户”预置。

• 时间间隔： 确定音频素材中较响亮部分的时间跨度。Logic Pro 使用这些峰值信
号（或瞬变）来辨别它应该（或不应该）分析的音符。最有用的值通常介于 50
到 200 毫秒之间，这取决于音频素材的速度。

• 音头延迟范围： 确定音频素材适当的音头相位长度。例如，鼓类和打击乐乐器
拥有较短的起音时间（短于 20 毫秒），而弦乐乐器的音头相位则较长。大多数
乐器的最佳值通常是 5 到 40毫秒之间，其中大部分是 20 毫秒左右。

• 平滑释音： 专为处理声音中包含很长的释音或混响尾音的音频素材而设计。这
使得将这些声音转换为音符变得更容易。此处您选取的值通常应在 0% 到 5% 之
间，除非处理的段落包含延音音符、失真吉他或类似声音。

备注： “音频到乐谱”结果的质量得益于非连音演奏。因此，您应该尝试在音频素
材中避免混响或释音尾音，或至少尽量让它们保持最小值。

• 力度门限值： 设定门限值电平。所有低于该值的信号被忽略。大多数情况下，
您应该选取 1 的值，除非处理的材料很密集、响亮，且其背景噪声很柔和。

• 最低质量： 您可以在正常处理和高质量处理中选取其一：

• 正常： 对不完全合音的音频触发点比较宽容，但它会生成错误音符。

• 高： 仅接受和使用可清楚识别的音高的音频触发点。不清楚的触发点会由音
高为 C3 和 MIDI 通道 3 的音符替换。这些触发点将被标记为“未检测到的标记”。

当分析包含可清楚识别音高的音频素材时，您会发现，使用任何一个设置都可以
获得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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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校正： 补偿 MIDI 音符触发外部采样器或合成器时可能出现的任何时间延
迟。这些时间延迟有时很明显，尤其是连接的设备正在播放“音频到乐谱”功能所
生成的 MIDI 片段以及原始音频素材时更是如此。您可以使用 -20 毫秒和 0 毫秒之
间的设置来补偿这个效果。

使用样本编辑器的“量化引擎”
您可以通过用动态时间压缩或扩展算法，使用“量化引擎”来量化音频录制。

此功能与使用“Groove Machine”相似，但量化模板可以反映 8 分音符或 16 分音符摇
摆套路以外的值。甚至可以使用用户定义的 MIDI 套路。

打开样本编辑器的“量化引擎”
您需要在音频文件中选择一个区域，才能打开“量化引擎”。

若要在音频片段上使用“量化引擎”
1 在样本编辑器中，选择您想要通过“量化引擎”处理的音频片段区域。

2 选取“Factory”>“量化引擎”（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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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量化引擎参数
“量化引擎”中的参数与“音频到乐谱”中的参数几乎相同（请参阅设定“音频到乐谱”参
数）。本部分仅说明与“音频到乐谱”功能不同的参数。

• 预置： 选取最符合音频素材特征的预置。

• 量化方式： 打开此弹出式菜单以选取所需要的量化网格。您会在此处发现 MIDI
数据可用的相同值（包括用户量化模块）。

• 最大范围： 设定音频峰值与所选量化网格模块（位于“量化方式”菜单中）中量化
点的最大偏差时间（单位为毫秒）。

• 小值适合于量化套路相似的音频材料。

• 大值可让您使用与音频材料原来套路偏差较大的量化网格。然而，这也增加了
误译的风险。

首先试验较小的“最大范围”参数值（从尽可能的小，到按需要尽可能的大）。

“音频到 MIDI 套路模板”
有关“音频到 MIDI 套路模板”功能的信息，请参阅创建音频到 MIDI 套路模板。

使用外部样本编辑器
您可以配置 Logic Pro，以在外部样本编辑应用程序中打开音频片段或文件。

若要使用外部样本编辑应用程序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音频”偏好设置：

•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音频”（或使用“打开音频偏好设置”键盘命令）。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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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按“样本编辑器”标签，然后点按“外部样本编辑器”部分下的“设定”按钮。

此时将打开一个对话框，您可在其中查找和选择外部样本编辑程序。

若要在外部样本编辑器中打开选定的音频文件
µ 选取“选项”>“音频”>“在‘[外部样本编辑器]’中打开”（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此时将打开外部样本编辑器，可让您对音频文件执行编辑操作。

若要将外部样本编辑器中的已编辑音频传输回 Logic Pro
µ 在外部样本编辑器中存储文件，然后切换回 Logic Pro。

如果正在使用基于音频文件的片段，在音频媒体夹和编配区域中将更新已编辑的音
频。

508 第 17 章 在样本编辑器中编辑音频



导入的音频片段的长度与项目的速度有直接联系。如果您改变某个特定项目位置的
速度，则处于该位置及随后的片段的长度会改变。您听不到导入音频在回放速度上
的差异，但是所有的 MIDI 或软件乐器片段将不再与所有音频片段同步。（通过提
高速度）延长了的音频片段可以与同一个轨道上的其他片段重叠，导致前一个片段
可以完整播放，但后一个片段的开头不能播放。所有的音频片段循环长度（通过
“检查器循环”参数设定）都会改变，从而产生不规则的循环和轨道间奇怪的多节
奏。幸运的是，您可以通过 Logic Pro 避免这些问题。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自动匹配速度 (第 509 页)

• 设定项目速度，以与音频片段相符 (第 511 页)

• 时间伸展片段 (第 512 页)

• 使用节拍检测创建速度变化 (第 514 页)

• 导入、移除和导出速度信息 (第 516 页)

自动匹配速度
以下音频文件将自动匹配项目速度，并且会随在全局速度轨道上对速度作出的任何
更改而改变。

• 在 Logic Pro（7.0 和更高版本）中制作的音频录音

例如，如果您录制低音独奏的速度是 100 bpm，您可以将项目速度改为 120 bpm，
低音独奏会自动以新速度回放。

备注： 该功能仅用于父项目（音频文件创建时所处项目）。如果您使用 Finder
将给定项目中录制的文件拖到另一个项目，该文件不能跟随项目速度。但是，在
两个项目之间拷贝的文件能够跟随项目速度。

• Apple Loops 文件

• 在 Logic Pro（7.0 和更高版本）中制作的音频并轨

备注： 在并轨或导出之前，只有选择了“并轨”对话框中的“将结果文件添加到音
频媒体夹”选项，并轨的文件才可以跟随项目速度。

• 从 Logic Pro（7.0 和更高版本）中导出的音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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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在并轨或导出之前，只有选择了“导出”对话框中的“将结果文件添加到音
频媒体夹”选项，导出的文件才可以跟随项目速度。

导入的 ReCycle 文件也可以跟随项目速度。（请参阅在项目中添加 ReCycle 文件。）

跟随项目速度（和第一个调号）的音频文件在编配区域和“音频媒体夹”标签中，都
标有“跟随速度”符号。

所有其他导入的音频都需要调整片段或项目速度。

若要使录制的音频文件跟随项目速度（和第一个调号）
µ 在编配区域选择音频片段，并选择检查器的“片段参数”框内的“跟随速度”选项。

“跟随速度”选项对使用同一个音频文件的所有片段都是同步的。

备注： “跟随速度”选项不会创建 Apple Loops 文件。Apple Loops 跟随和弦变化。如
果您录制编配上的一个独奏，且该编配由变调随时间变化的 Apple Loops 组成，您
不妨为该独奏选择“跟随速度”选项，但是您会因出现双倍变调而不悦。

您还可以将导入的音频转换为 Apple Loops。

若要将选定的音频片段转换为 Apple Loops 文件
µ 在编配区域，选取“片段”>“添加到 Apple Loops 库”。

通过该方法，可以设定基于项目速度信息的瞬变。

有关创建 Apple Loops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Logic Pro 中创建 Apple Lo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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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项目速度，以与音频片段相符
您可以调整项目速度，使其与音频片段的速度相符。片段长度保持恒定，但是项目
速度会自动变化。

假设您导入一个与项目速度不相符的鼓循环。原始长度为一小节，鼓循环为了适应
项目速度，变得比一小节稍短或稍长。您可以使用“使用片段长度和定位符来调整
速度”命令来设定项目速度，以符合鼓循环的原始速度。

若要使项目速度与音频片段相符
1 在编配区域，选择您想要使其与项目速度相符的音频片段。

2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走带控制条中的循环按钮，确保没有选择“按所
选片段自动设定定位符”选项。

3 在小节标尺中设定左右定位符位置。

定位符范围通常应使片段的长度与最近的小节紧密相符。

4 选取“选项”>“速度”>“使用片段长度和定位符来调整速度”（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默认分配：  Command-T）。

会出现一个对话框，询问您是否想要更改整个项目的速度，或为选定片段所占据的
项目部分创建速度变化。

5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点按“全局”，以将整个项目的速度调整为音频片段的速度。

• 点按“创建”，以创建跨越音频片段长度的速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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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重新计算项目速度，使其顺从音频长度（和定位符）。

时间伸展片段
Logic Pro 可让您在编配区域中使用菜单或键盘命令直接时间伸展音频片段。时间伸
展音频片段会更改其速度和长度，但不会更改其音高。

当把这些功能应用于编配区域的片段时，会创建一个新文件（反映速度和长度的变
化），原始文件保持不变。新文件和旧文件都可以在音频媒体夹中访问。

Logic Pro 在编配区域的“音频”>“时间伸展算法”菜单中提供不同的时间伸展和压缩算
法。这些不同的算法适合于特定的音乐材料类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样本
编辑器的“Time and Pitch Machine。

备注： 您也可以直接在样本编辑器中使用“时间与音高处理机”来时间伸展所选的音
频片段。

若要调整片段长度，使其与定位符位置相符
1 选择您想要进行时间伸展的音频片段。

2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走带控制条中的循环按钮，确保没有选择“按所
选片段自动设定定位符”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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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小节标尺中设定左右定位符位置。

4 选取“音频”>“到定位符的时间伸展片段”，以伸展或压缩所选的音频片段，使其适合
定位符之间的位置。

该功能不改变片段的开始点，因此，即使定位符不在片段的正上方也没有关系。

若要将片段长度调整到最近的小节处
µ 选取“音频”>“到最近小节的时间伸展片段”。

此命令会将所选片段长度调整到最近的整小节处。

该功能非常适用于将先前修剪好的鼓循环放入循环与项目之间稍有速度差异的项目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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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节拍检测创建速度变化
您可以使用节拍检测来确定一个或多个选定音频片段或 MIDI 片段的平均速度。节
拍检测过程最多检测片段的五个速度，由高到低指出了每个预估的可靠性。默认情
况下选择最可靠的值（在列表顶部）。使用乘数、除数或小数取整可以修改这个平
均速度值。您还可以使用算法来确定应用速度变化的方式和位置。

若要将速度调整为一个或多个片段的平均速度
1 在编配区域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

2 从主菜单栏选取“选项”>“速度”>“使用节拍检测来调整速度”（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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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选定的片段进行分析，结果将显示在如下对话框中。

3 按需要设定以下参数。

• “创建速度变化”单选按钮组： 在创建速度变化时有以下三个选项。

• 全局： 使用项目中产生的速度。

• 在所选部分开头处和结尾处： 将产生的速度一直应用到片段所选部分的结束
点，然后改回到之前的有效速度。

• 仅在所选部分开头处： 将产生的速度用于任何之前存在的速度变化（跟随片
段所选部分的结束点），或在没有速度变化时用于项目的结尾处。

• “将片段挪动到节拍”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等份地挪动片段，直到第一个片段
的第一个瞬变准确落到小节标尺的整个节拍上。向左或向右挪动可产生较小的移
动范围。

4 按需要点按“高级选项”显示三角形并设定以下参数：

• “调整值的方式”滑块： 确定所选检测结果的比例（乘数或除数）。比例 2:1 等于
该值乘以 2，比例 1:2 等于该值除以 2。

• “取整”弹出式菜单： 选取下列一个取整值：  “整数”、“1 个小数点”、“2 个小数
点”、“3 个小数点”或“关闭”。该值用于修改“产生速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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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按“试听”按钮以使用“产生速度”值试听回放。

6 点按“好”以执行速度调整（根据以上设置），或点按“取消”以取消操作。

导入、移除和导出速度信息
录制或并轨音频文件时，将当前“速度列表”添加到文件中。然后您可以使用存储的
速度信息进行导入或导出。

在某些情况下，您不妨从在不同项目中录制的音频文件中导入速度信息。所选音频
文件的速度用于代替项目速度，但仅适用于在编配区域中此文件的边界（开始点和
结束点）内。

若要从音频文件中导入速度信息
µ 在主菜单栏中选取“选项”>“速度”>“从音频文件导入速度信息”。

您也可以在编配区域中的所选音频文件的边界（开始点和结束点）内导出当前速度
值。但是，您应首先去掉音频文件中存在的所有速度信息。

若要从音频文件中去掉速度信息
µ 在主菜单栏中选取“选项”>“速度”>“去掉音频文件的速度信息”。

然后将当前速度信息导出到音频文件。

若要将速度信息导出到音频文件
µ 在主菜单栏中选取“选项”>“速度”>“将速度信息导出到音频文件”。

例如：设想您已经有一段音频录音，而它并未录制节拍器咔嗒声，因此包含细微的
速度变化。您如何使这段音频录音跟随当前项目的速度呢？第一步是对应轨道的节
拍，以使自由录制的显示在节奏上有意义（请参阅节拍对应音频片段）。第二步是
移除音频文件中的速度信息（请参阅上述内容）。最后，将当前项目速度信息导出
到音频文件（请参阅上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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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剥离无声”功能自动从音频片段中去掉无声段落。“剥离无声”过程的基
本前提很简单，即：  将所有低于门限值的振幅值都解释为无声，并将其去掉。从
剩余段落中创建新的片段。此过程发生在“剥离无声”窗口中。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打开“剥离无声”窗口 (第 517 页)

• 了解“剥离无声”窗口 (第 518 页)

• 从所选片段中去掉无声段落 (第 518 页)

• 自动创建锚点 (第 519 页)

• 了解如何使用剥离无声功能 (第 519 页)

打开“剥离无声”窗口
在 Logic Pro 中打开“剥离无声”窗口的方法有多种。

若要从编配区域打开“剥离无声”窗口
1 选择音频片段。

2 选取“音频”>“剥离无声”（或使用“剥离无声”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X）。

若要从“音频媒体夹”窗口打开“剥离无声”窗口
1 选择音频片段。

2 选取“选项”>“剥离无声”（或使用“剥离无声”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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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剥离无声”窗口
“剥离无声”窗口中的主要参数如下：

• 门限值： 用于定义段落必须超出的振幅值，这样该段落才能被定义为片段。就
该过程创建片段的数量和长度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参数。通常来说：  较高的门
限值会产生大量短片段。低的门限值会产生较少大片段。

• 接受为无声片段的最短时间： 用于定义片段在被认为是一个“空隙”之前必须低于
门限值的时间长度。若值很小，则片段数量增加，因为振幅中很短的倾斜也会被
解释为无声。较高的值会防止音频片段被浮动的振幅扰乱。

• 预起音时间： 用于为通过“剥离无声”过程创建的所有片段开头添加一定量的预
卷。高的门限值会防止任何起音时间较短的振幅被切断。该功能对于声乐、吹奏
乐器、弦乐等非打击乐材料很有帮助。允许重叠：片段的预延迟开始点可以退回
扩展到前一片段的结尾，但是只有不超出门限值时才适用。“预起音时间”不影响
锚点位置，也就是说（项目中）音频数据的绝对位置保持不变。

• 释音后时间： 用于为所有片段的结束点定义自动释音时间，从而避免逐渐淡出
的振幅突然截止（尤其是如果您设定了较高的门限值）；例如，铙钹、踩钹开
击、带有很长混响尾音的小军鼓、声乐等等。此参数不允许重叠。意思是说片段
结束点不能扩展超出后一片段的开始点。调整“释音后时间”不影响锚点位置，也
就是说（项目中）音频数据的绝对位置保持不变。

• 搜索过零点： 选择此注记格，以将片段的开始点和结束点自动吸附到最近的波
形过零点。

从所选片段中去掉无声段落
本节列出了“剥离无声”过程涉及的步骤。有关这些参数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了
解“剥离无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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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从所选片段中去掉无声段落
1 在“剥离无声”窗口中，将鼠标用作滑块，直接输入数值，或者点按上下箭头，以设

定参数。

备注： 所有的参数都会对片段的数量和拆分有一定的影响，这视音频材料而定。
您不妨做些试验，以获得所需的结果。每当您修改一个参数，片段的图形显示会相
应地变化。

2 点按“好”。

如果您选定了编配区域中使用的一个片段，会出现一个对话框询问您是否想要用新
片段替换编配区域中的原始片段。

3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如果您想要用通过“剥离无声”功能创建的新片段替换编配区域中的片段，请点按
“替换”或按下 Return。这会确保单个音频分段的相对定时保持不变。

• 如果您只想要新片段出现在音频媒体夹中，请点按“不”。然后，您可以通过任何
可用的办法将它们添加到编配窗口。

自动创建锚点
当您通过“剥离无声”功能创建新片段时，系统将为每个新片段自动创建单独的锚
点，该锚点基于走带控制中设定的等份值（1/16、1/8 等等）。

当您移动任何新创建的片段时，而不是移动处于特定样本位置上的绝对锚点时，这
些取整的锚点值会显示在帮助标记中。

如果您需要这种精度，您可以在样本编辑器中打开片段，并手动调整锚点。

了解如何使用剥离无声功能
“剥离无声”是执行以下任务的理想工具：

• 使用剥离无声去掉背景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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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剥离无声创建语音录制分段

• 使用剥离无声创建鼓循环分段

• 使用剥离无声优化同步

• 使用剥离无声优化文件和片段

• 使用剥离无声从光盘提取音频文件

使用剥离无声去掉背景噪音
“剥离无声”最常规的用途是模仿标准噪声门效果。将“剥离无声”用在有大量空隙的
长录音上时（如声乐或乐器独奏），您可以通过设定一个低门限值来获得更好的结
果。这样，您就可以在不影响主信号的情况下，去掉背景噪声。

• 对于短的打击乐片段（鼓循环），您只需改变速度来模仿时间压缩/扩展。

• 您甚至可以量化音频录制中的单个分段。

使用剥离无声创建语音录制分段
您可以通过“剥离无声”将长语音段落分成多个简单的分段，如句子、词语、或音
节。对于电影同步或过场音乐，您只需在编配区域内来回拖移语音分段，就可以移
动或重新放置它们。

改变速度允许您模仿时间压缩或扩展效果，与此同时，音节会自动互相靠近，或远
离彼此。

使用剥离无声创建鼓循环分段
将鼓循环分成小的分段可使其完全同步。例如，在低音鼓和小军鼓完全分离的音频
段落中，您通常会使用“剥离无声”来隔开各个节拍。

使用剥离无声优化同步
电脑不同，同步源不同（内部或 SMPTE 码），录像机不同，（理论上）采样器或
硬盘录制系统不同，都会造成时钟速度出现轻微差异。即使改变一个组件，也会损
失录制的音频材料和 MIDI 同步。这尤其适用于长音频片段。

还有一种情况，通过“剥离无声”功能创建多个较短的音频片段，从而使音频事件和
MIDI 事件之间有更多触发点。

例如，通过该方法，您可以使用不同的参数大致地拆分整个音频文件，然后再拆分
新片段。随后再次使用“剥离无声”功能处理新片段。依此类推。

使用剥离无声优化文件和片段
您可以使用“剥离无声”从包含无声段落的音频文件自动创建片段，例如运行长度跟
项目相同的单个声部。可以将音频文件中未使用的片段或部分删除，从而节省硬盘
空间并简化（文件和）片段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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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剥离无声从光盘提取音频文件
许多样本资源库光盘（CD 或 DVD）包含大量音频录制，储存为 AIFF 文件或 WAV
文件。可以通过“剥离无声”将这些音频录制分成单个的片段，这些片段可以在编配
区域中直接使用。也可以将片段转换为单独的音频文件（样本），可以用于
EXS24 mkII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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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介绍 Logic Pro 中所有可用的音频文件管理功能。虽然多项单独文件管理的功
能是在样本编辑器和“编配”窗口中，但大多数音频文件管理是在音频媒体夹中进
行。这些选项帮您管理音频文件，使文件拷贝、移动、重新命名以及备份等任务更
容易、更有效率。

有关音频片段处理的详细信息，请访问添加预录制媒体和创建编配。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在音频媒体夹中给文件排序、编组和重新命名 (第 523 页)

• 移动音频文件 (第 529 页)

• 拷贝或转换音频文件 (第 529 页)

• 删除音频文件 (第 531 页)

• 优化音频文件 (第 531 页)

• 将片段转换为独立的音频文件 (第 532 页)

• 将轨道导出为音频文件 (第 532 页)

• 导出或导入片段信息 (第 532 页)

• 查找并替换孤音频文件 (第 533 页)

在音频媒体夹中给文件排序、编组和重新命名
音频媒体夹列出项目中的所有音频文件，同时列出文件的采样速率、位长度、格式
（单声道/立体声）和大小信息。因此，音频媒体夹是对音频文件进行排序、重新
命名、拷贝或移动操作的理想场所。

备注： 有关将音频文件添加到音频媒体夹（和项目）的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添加并移走音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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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音频文件排序
有关当前载入的每个音频文件的信息都显示在音频媒体夹的“简介”栏中。您可以通
过选取“视图”>“显示文件简介”来打开或关闭显示。

若要给音频文件排序
µ 选取下面“视图”>“文件排序方式”标准中的任何一项，以重新排列音频文件列表：

• 无： 音频文件按载入或录制时的顺序排列。

• 名称： 音频文件按字母顺序排列。

• 大小： 音频文件按大小排列，最大的文件位于列表的顶部。

• 驱动器： 音频文件按储存媒介排列（储存音频文件的硬盘、可移动驱动器或分
区）。

• 位长度： 音频文件按其长度降序排列。

• 文件类型： 音频文件按文件类型排列（AIFF、WAV、SDII、MP3，等等）。

提示： 点按“名称”栏标头，您可以按名称快速排列所有音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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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频媒体夹中给文件编组
您可以给音频文件编组，以更容易、更快捷地处理大量文件。在以下图像中，您可
以看到“吉他”组和“声乐”组，每个组都有多个文件。

将文件按类分组，可以简化文件处理过程，尤其是在所有文件名称都相似的情况
下。例如，从另一个应用程序中导入的音频，不管是声乐、吉他，还是鼓类声部，
可能被命名为“音频 01”、“音频 02”、“音频 03”等等。在创建一个很大的编配时，将
文件按类分组会节省很多力气。

若要给音频文件分组
1 选择您想要在音频媒体夹中编组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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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取“视图”>“创建组”（或按住 Control 键点按“音频媒体夹”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
令）。

3 在“组名称”栏中（标有“输入新组名称”）键入组名称，然后按下 Return 键。

若要按位置、属性或选择状态给音频文件分组
1 选择您想要在音频媒体夹中编组的文件。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视图”>“文件编组方式”>“位置”，以创建按所选文件的父文件夹名称字母顺
序排列的组别。这些文件夹名称自动成为组名称。

• 选取“视图”>“文件编组方式”>“文件属性”，以创建基于所选文件属性（文件类型、
立体声/单声道、位长度）的组别。组名称显示为文件属性的摘要（例如，“16 位
AIFF 立体声”）。

• 选取“视图”>“文件编组方式”>“编配窗口中的选定部分”，以创建基于在编配区域
所选片段的组别。组名称根据所选片段的第一个片段。

备注： 如果已创建现有组，会出现一个对话框，询问您是想要将所有文件都添加
到一个组中，同时删除现有组，还是只添加不属于任何组的文件。点按合适的按
钮。

若要打开或关闭一个或多个组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点按组名称左边的显示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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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扩展或折叠所点按的组。

µ 按住 Option 键点按任何组名称左边的显示三角形。

这将扩展或折叠所有组，包括在按住 Option 键点按的组中的音频文件。

若要打开或关闭一个组中的所有音频文件
µ 按住 Option 键点按组内任何音频文件左边的显示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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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扩展或折叠在按住 Option 键点按的组中的所有音频文件，不影响其他组。

若要选择一个组中的所有文件
µ 按住 Option 键点按一个组名称，以选择该组中的所有文件。

若要删除一个组
µ 选择一个组，然后选取“视图”>“删除选定的组”（或按下 Delete 键）。

已删除组中的音频文件会重新出现在音频媒体夹列表的上层。

给音频文件重新命名
若要给音频媒体夹中的音频文件重新命名，请连按列表中的文件名称。会出现一个
文本输入框，让您键入一个新名称。

重要事项： 在给音频文件重新命名之前，您应查看想要重新命名的文件是否被另
外的项目使用。如果是，请不要给该文件重新命名，否则，其他使用的项目找不到
或不能播放该文件。

在这些情况下，Logic Pro 可以帮助您：

• Logic Pro 可以在使用该文件且当前已打开的所有项目中修改音频文件的名称。

• 如果该文件是分离立体声对中的一个文件，Logic Pro 会自动将新名称分配给立体
声对的另一个文件。

• Logic Pro 也可以给同一磁盘驱动器上的任何备份文件重新命名。

如果您给一个立体声文件重新命名，Logic Pro 会自动将新名称分配给多达五个文件
（包括 Logic Pro 中使用的单声道文件、它们的备份和立体声文件）。在这种情况
下，将所有文件都储存在同一位置上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备注： 您可以随时给片段重新命名，但是应该注意，以父音频文件命名的片段会
自动采用重新命名后音频文件的新名称。如果片段已有一个新名称，则不会出现这
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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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音频文件
音频媒体夹中的“音频文件”>“移动文件”命令（默认键盘命令为：  Control-M) 允许您
将所选音频文件移到系统的另一个位置。

如果源磁盘驱动器或分区与目标驱动器或分区相同，则您只需将文件移到其他文件
夹。这是既快捷又方便的整理驱动器和项目方法。

例如，当您想要将一个项目中使用的所有音频文件移到新文件夹时，该功能会很有
帮助。

提示： 在移动任何音频文件之前，选取“音频文件”>“在 Finder 中显示文件”命令（也
可通过按住 Control 键点按“音频媒体夹”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会很有帮助。
该命令会打开“Finder”窗口，显示所选文件的路径和位置。文件夹中的文件夹名称、
注释或其他文件可能给您一些有关移动文件是否安全的提示。如果您不能确定，最
好使用“拷贝/转换”命令（请参阅拷贝或转换音频文件）。

若要将所有已使用的音频文件移到一个新文件夹
1 从“编辑”菜单中选取“编辑”>“选定已使用的”。

这会选择编配区域（音频媒体夹内）所有正在使用的音频文件。

2 在“音频媒体夹”菜单中选取“音频文件”>“移动文件”。

会出现一个警告，指出要移动文件的数量。

3 点按“移动”按钮。

4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文件夹（或创建一个新文件夹），然后点按“存储”。编配
区域内的所有已使用的音频文件都存储在所选的文件夹内。

Logic Pro 会更新使用给定音频文件的所有打开项目的路径信息。这样在移动音频文
件时，更容易管理项目。将文件移到新位置后，存储打开的每个项目，以更新所有
音频文件储存参考。

警告： 因为需要从文件的原始位置删除文件，所以使用该功能时要特别小心。其
他项目可能使用相同的音频文件。这样，在打开其他项目时，会提示您搜索已移
动的文件（请参阅查找并替换孤音频文件）。

拷贝或转换音频文件
您可以在不同硬盘（或其他储存媒介）位置上创建音频文件的拷贝。源文件保留在
其原始储存位置（与使用“移动文件”功能时的情况不同）。

若要拷贝或转换音频媒体夹中的音频文件
1 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

备注： 您不能使用此命令转换压缩的多通道文件（AAC、ALAC、MP3)。

2 在音频媒体夹中选取“音频文件”>“拷贝/转换文件”（或按住 Control 键点按“音频媒
体夹”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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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取“拷贝/转换文件为”对话框中的设置：

您可以为目的文件设定采样速率、位长度、文件格式、立体声转换和假噪声类型。

4 浏览并为新音频文件选取目标文件夹。您也可以点按“新建文件夹”按钮，以创建一
个新文件夹。

5 如果您仅拷贝一个文件，您可以给新音频文件输入一个名称。同时拷贝多个音频文
件时，现有的文件名称会用于产生的副本。“存储为”栏中的“隐藏扩展名”注记格可
隐藏或显示文件的扩展名（.wav、.aif 等）。

6 点按“更改媒体夹中的文件引用”选项，以用拷贝的文件替换项目中使用的音频文
件。

如果未选定，则副本和原始音频文件都显示在音频媒体夹中（原始文件仍可用于任
意片段）。

7 点按“存储”按钮。

备注： 如果在目标位置存在一个同名的文件，则 Logic Pro 会询问是否要替换它。
点按“替换”，以进行替换，否则键入一个不同的名称，并点按“存储”。

若要在样本编辑器中拷贝或转换音频文件
1 选取“音频文件”>“将拷贝存储为”。

2 选取“存储拷贝为”对话框中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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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为目的文件设定采样速率、位长度、文件格式、立体声转换和假噪声类型。
该对话框也具有一个“将结果文件添加到音频媒体夹”选项，可让您在存储后，将文
件添加到音频媒体夹。

3 浏览您想要储存音频文件的位置，然后在名称栏中键入音频文件的名称。

4 点按“存储”按钮。

删除音频文件
Mac OS X 显示和整理音频文件的方法与用于其他所有 Mac 文件的方法完全相同。
因此，您可以在 Finder 中删除或拷贝它们。然而，该方法有以下缺点：

• 在使用 Finder 删除音频文件时，您可能不知道项目是否需要该文件。

• 载入项目时，将找不到已删除的音频文件。这样会在音频媒体夹和编配区域片段
中产生孤立的文件（和片段），即丢失的音频文件（请参阅查找并替换孤音频文
件）。

重要事项： 因此，您应该仅在音频媒体夹中删除音频文件。

若要删除音频媒体夹中的音频文件
1 选择您要删除的音频文件：

2 选取“音频文件”>“删除文件”（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Delete）。

会出现一则警告信息，告诉您将要删除的音频文件的数量。

3 点按“取消”放弃删除进程，或者点按“删除”将音频文件移到废纸篓。

优化音频文件
除了删除未使用的音频文件，Logic Pro 还可让您删除音频文件中未使用的部分。这
通常会释放硬盘上浪费的大量空间。

若要删除项目中不再使用的音频文件部分
1 在音频媒体夹中选择您想要优化的音频文件。

您应该首先使用“编辑”>“选定已使用的”菜单。“优化文件”可用于任意数量的音频文
件。

2 选取“音频文件”>“优化文件”（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O）。

在使用“优化文件”功能时，会出现下列情况：

• Logic Pro 确定哪些（文件）分段没有包含在编配区域使用的片段中。

• 会删除这些片段，并保留音频文件的剩余部分（被片段使用的部分）。这些文件
分段在文件中并行排列。

备注： 为安全起见，“优化文件”功能使用每个（已使用的）片段前后一秒钟音频
数据的卷前和卷后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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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重新定义音频媒体夹中的片段。

• 自动存储该项目。

警告： 因为该过程物理删除储存媒介中的数据，因此不能撤销。

将片段转换为独立的音频文件
您可以从音频媒体夹和编配区域中选定的片段创建一个（或多个）单个音频文件。

若要将所选片段转换为独立的音频文件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音频媒体夹中选取“音频文件”>“存储片段为”。

• 在编配区域中选取“音频”>“将片段转换成新的音频文件”（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
令，默认分配：  Option-Command-F）。

• 在主菜单栏中选取“文件”>“导出”>“片段为音频文件”（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2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取设置。

3 浏览并为新音频文件选取目标文件夹。您也可以点按“新建文件夹”按钮，以创建一
个新文件夹。

4 如果您仅存储一个片段，则可以给新音频文件输入名称。“存储为”栏中的“隐藏扩展
名”注记格可隐藏或显示文件的扩展名（.wav、.aif 等）。

5 点按“存储”按钮。

备注： 如果您想要将多个片段同时存储为音频文件，您应该在使用“存储片段为”命
令之前给片段命名，因为现有的片段名称会应用到产生的音频文件。

将轨道导出为音频文件
您还可以将一个或多个轨道（轨道上的所有音频片段）导出到一个新的音频文件或
多个音频文件（向每个编配轨道导出一个音频文件）。有关这些功能的完整详细信
息，请参阅将单个轨道或多个轨道导出为音频文件。

导出或导入片段信息
音频媒体夹提供源自各音频文件的片段的概览。Logic Pro 可让您将此片段信息导出
到音频文件，如果在其他项目中使用此音频文件，您可以选取导入它。此功能与
SDII、CAF、Wave 和 AIFF 音频文件格式配合使用。

若要将片段信息导出到音频文件
1 在媒体夹中选择音频文件。

2 选取“音频文件”>“导出片段信息”（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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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夹中该音频文件的当前片段信息存储在音频文件中。覆盖任何现有的片段信
息。

如果在另一个项目中使用带有已存储片段信息的音频文件，您可以将片段信息导入
项目中。

若要从音频文件中导入片段信息
1 将音频文件添加到另一个项目。

2 在媒体夹中选择音频文件。

3 选取“音频文件”>“导入片段信息”（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I）。

媒体夹中显示该音频文件的已存储片段信息。您可以通过将片段拖到编配区域来使
用此信息。

查找并替换孤音频文件
有时，Logic Pro 找不到项目中先前使用的文件。可能的原因包括：

• 您没有连接相关的硬盘，或者您已给卷宗重新命名。

• 您已将文件储存在不同的卷宗，或已将它们移到另一个卷宗。

• 您已在 Finder 中给文件重新命名，或已在另一个项目的音频媒体夹中给文件重新
命名。

• 您已删除该文件。

在这些情况下，Logic Pro 将打开一个与此类似的对话框：

您可以用下列任何一种方式作出响应：

• 全部跳过： 如果您知道多个音频文件已不存在，或已被重新命名，则点按此按
钮。否则，您就需要对每个丢失的/重新命名的文件单独使用“跳过”按钮。

• 跳过： 如果您知道该音频文件已不存在，或已被重新命名，则点按此按钮。

• 搜索： 点按此按钮以在当前宗卷中搜索。如果搜索失败，Logic Pro 将显示一个
“文件未找到”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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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找位置： 点按此按钮，以手动定义搜索文件的位置。屏幕上会出现一个对话
框，标题栏包含被搜索音频文件的名称。

如果找到多个名称相符的文件，您可以在对话框中选择正确的文件。

如果 Logic Pro 找不到一个或多个音频文件，片段会显示为空白区域。

若要稍后分配一个替换文件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编配区域连按相关片段。

• 在“音频媒体夹”标签中连按音频文件名称旁边的感叹号标记。

• 在音频媒体夹中选取“音频文件”>“更新文件信息”。

2 在此对话框中点按“定位”，另一个对话框打开（标题栏包含被搜索音频文件的名
称），可使您定位和载入所需的音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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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是将音频或 MIDI 的节奏修正到特定时间网格。任何未正确播放的音频素材（主
要在瞬变标记周围）或 MIDI 音符都将被移到此网格上的最近位置，如下所示。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了解基于片段的量化和基于事件的量化 (第 535 页)

• 了解量化网格选项 (第 536 页)

• 微调量化网格选项 (第 537 页)

• 量化音频或 MIDI 片段 (第 538 页)

• 量化锁相音频轨道 (第 540 页)

• 永久量化 MIDI 片段 (第 541 页)

• 量化 MIDI 事件 (第 542 页)

• 使用音乐套路模板 (第 544 页)

了解基于片段的量化和基于事件的量化
基于片段的量化过程会影响音频片段中的所有瞬变标记或 MIDI 片段中的所有音符
事件。您可以选择量化音频或 MIDI 片段，或音频和 MIDI 片段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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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基于片段的量化对其他 MIDI 数据事件类型不起作用，如 MIDI 控制器。

基于事件的量化过程会量化 MIDI 片段中的单个 MIDI 事件（不只是音符事件）。这
是在 MIDI 编辑器中执行的。

重要事项： 基于事件的量化破坏性地改变除音符事件外所有 MIDI 事件类型的位
置。

您还可以创建音乐套路模板，该模板是基于其他音频或 MIDI 片段节奏的量化网格。

了解量化网格选项
您可以通过更改检查器的“片段参数”框中的“量化”参数值，来量化选定的音频或 MIDI
片段（包括两者都被选定的情况）。此参数确定量化网格的等份。

重要事项： 片段量化参数不具有破坏性。当 Logic Pro 处于回放或录音模式时，它
会随时调整片段中音符的回放位置。它实际上不永久移动音符。

检查器的“片段参数”框中的“量化”弹出式菜单设置可被粗略地分为以下类别：

• 混合量化： 8 与 12 设置对应八分音符和八分音符的三连音，16 与 12 对应十六分
音符和八分音符的三连音，16 与 24 对应十六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的三连音。混
合量化始终应用于两种音符值，录制时要求更高的播放精确度。

• 奇数量化： 9-连音设置表示九连音（1 小节 = 9 节拍），7-连音是七连音（1 小
节 = 7 节拍），5-连音/4 是四分音符五连音（1 小节 = 5 节拍），5-连音/8 是八分
音符五连音（1 小节 = 10 节拍）。

• 摇摆量化： 8F 摇摆、8E 摇摆、8D 摇摆、8C 摇摆、8B 摇摆、8A 摇摆和 16F 到 16A
摇摆设置将按固定百分比延迟量化网格中每隔一个点的位置。8 或 16 表示八分
音符或十六分音符量化值。您还可以手动更改任何量化值的摇摆因素。

• 量化关闭： 关闭 (3840)设置以可能的最精确时间精度播放音符：  实际上，未量
化的回放精度为 1/3840 音符。

• 正常量化： 1/1 音符、1/2 音符、1/4 音符、1/8 音符、1/16 音符、1/32 音符和 1/64
音符设置将 MIDI 片段量化为相等的音符值。

• 三连音量化： 1/3 音符、1/6 音符、1/12 音符、1/24 音符、1/48 音符和 1/96 音符
设置将 MIDI 片段量化为三连音音符值。1/6 音符等于四分音符的三连音，1/12 音
符等于八分音符的三连音，1/24 音符等于十六分音符的三连音，1/48 音符等于三
十二分音符的三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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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摆”设置会按固定的百分比延迟量化网格中每隔一个点的位置，方法如下：

摇摆百分比量化设置

71%8F 摇摆或 16F 摇摆

66%8E 摇摆或 16E 摇摆

62%8D 摇摆或 16D 摇摆

58%8C 摇摆或 16C 摇摆

54%8B 摇摆或 16B 摇摆

50%8A 摇摆或 16A 摇摆

微调量化网格选项
您可使用“片段参数”框中的“Q-摇摆”栏和高级量化参数来微调量化网格。它们提供
了许多附加功能，可让您创建摇摆或其他量化感觉并将它们应用到 MIDI 和软件乐
器声部中。

“Q-摇摆”栏位于“量化”弹出式菜单的正下方，量化选项的其他部分被列在“高级量化”
部分的下方。它们可应用于任何量化值（除“关闭”外）。

备注： 并非所有高级量化参数都可用于音频片段。

• Q-摇摆： 改变当前量化网格中每隔一个点的位置。大于 50% 的值会延迟节拍，
小于 50% 的值会预延迟节拍。最实用的设置应在 50% 和 75% 之间，给严格量化
（或紧密弹奏）的片段注入一种摇摆感。

• Q-强度： 确定音符或瞬变标记向最近网格位置的移动距离。值 100% 将导致完全
量化，0% 则将音符或瞬变标记留在其录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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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范围： 一种需要很懂音乐的量化策略，需要拥有一定的音乐技术理论。Q-范
围对于已经有合适音乐套路，但位置上过于仓促或落后的录音来说是理想之选。
它可让您保留原始感觉，但在音乐套路中精确定位节奏中心。值 0 意味着每个音
符或瞬变标记都被量化。如果您输入负的 Q-范围值，则只有设定范围之外的音
符或瞬变标记会被移到理想的量化网格位置，而接近理想位置的音符不会被量
化。这会将弹奏得最差的音符或瞬变标记（范围外的那些）根据 Q-强度设置移
到量化网格上的最佳时间位置，或至少朝着这些位置移动。

提示： 若要获得最好的 Q-范围结果，请使用低的偶数量化值，如四分音符。设
定 Q-范围参数以补偿录音中的最大误差。

• Q-琶音： 展开具有相同时间位置（和弦）的音符。正值产生上升的（向上的）
琶音，负值产生下降的（向下的）琶音。假设所有音符都从相同位置开始，则琶
音中第一个音符的位置（最低音符或最高音符）不变。

• Q-力度： 确定模板 MIDI 片段的力度值对量化音符力度值的影响程度。取值 0%
时，音符保持它们的原始力度。取值 100% 时，它们采用模板的力度值。负值改
变力度，使其与模板的差异更大。

• Q-长度： 确定模板 MIDI 片段的相同音符长度（位于相同位置的音符）影响量化
音符长度的方式。值 0% 没有效果，而取值 100% 时，音符则采用模板片段的准
确音符长度。负值进一步改变音符长度，造成与模板间更显著的差异。

量化音频或 MIDI 片段
您可以量化音频或 MIDI 片段，或音频和 MIDI 片段的组合。

备注： 若要在音频片段上使用量化，您需要为父音频轨道分配伸缩模式，并为此
片段选择“片段参数”框中的“伸缩”参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选取伸缩模式。

若要更改所选音频和/或 MIDI 片段的量化网格等份
µ 从检查器的“片段参数”框中的“量化”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值。

您还可以通过使用“将量化参数设为下一个值”和“将量化参数设为上一个值”键盘命
令，一次移动一个可用的量化值。

您可以在任何时候执行此命令，包括当 Logic Pro 处于回放或录音模式时。新值会
立刻用于改变音符回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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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用不同方式量化同一音频或 MIDI 片段的多个部分。

若要以不同方式量化片段的多个部分
1 请使用剪刀工具划分片段，并对每个分段（每个新片段）使用不同的量化设置。

2 使用胶水工具重新组合原始片段的分段。

这会保持每个分段的量化值。

对音频进行量化时，会自动将白线添加到所选音频片段。这些白线称为量化伸缩标
记（或者仅称为量化标记），其功能是根据从“量化”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的设置来纠
正瞬变标记的回放位置。

量化网格始终从 MIDI 片段的开头开始。如果 MIDI 片段不从小节的开头开始，则量
化网格也不。如果您改变了 MIDI 片段的开始点，那么也会改变量化网格。

重要事项： 与其他片段回放参数（延迟、移调等）不同的是，从“量化”弹出式菜单
选取的值将影响音符在 MIDI 编辑器中的显示方式。例如，这样您就可以通过观察
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音符的位置，看到所选“量化”值的效果。

片段量化将影响整个音频或 MIDI 片段。适用于 MIDI 片段的备选方法是在 MIDI 编
辑窗口中执行事件层量化（请参阅量化 MIDI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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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锁相音频轨道
您可以将锁相量化应用到成组轨道的音频片段，同时在轨道之间保持相位准确度。
若要考虑编组轨道的音频片段中的所有瞬变，并为每个瞬变群集中的第一个瞬变添
加量化标记。然后，使用这些量化标记将所选量化方案应用到所有片段。

重要事项： 由于可能量化锁相音频，编组音频轨道上的所有音频片段的开始和结
束位置必须相同。

首先需要将所需的音频轨道分组，并启用它们以进行相位锁定编辑。在录制轨道之
前执行此操作是可取的，但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在录制轨道之后执行此操作。然
而，您需要创建组，再开始编辑轨道。

若要创建一组音频轨道并启用该组以进行锁相编辑
1 在调音台中选择多个音频通道条。

2 点按所选通道条之一的“组”插槽，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未使用的组。

此操作会打开“组设置”窗口。

3 在“组设置”窗口中，选择“编辑（选择）”注记格，然后选择“锁相音频”注记格。

现在，已启用了某个组，以进行相位锁定编辑。

4 关闭“组设置”窗口。

启用一组音频轨道以进行相位锁定编辑时，将在组中每个轨道的轨道头中显示一个
Q 按钮。此按钮与检查器的“轨道参数”框中的“Q-引用”注记格的作用相同。通过打
开 Q 按钮，该轨道上的所有片段在量化过程中都将提供其瞬变作为参考点。通过
关闭 Q 按钮，您可以在量化过程中，阻止该轨道上的所有片段提供其瞬变作为参
考点。

若要量化一组锁相音频轨道
1 通过执行以下一项操作，在编配区域中显示伸缩视图：

• 在编配区域的本地“视图”菜单中，选取“视图”>“伸缩视图”（或使用“隐藏/显示伸
缩视图”键盘命令）。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伸缩视图”按钮（如果可见）。

此操作会在编配区域中每个音频轨道的轨道头中显示“伸缩模式”按钮。

2 通过执行以下一项操作来设定编组轨道的伸缩模式：

• 点按编配轨道列表中的“伸缩模式”弹出式菜单，然后选取相关模式。

• 打开“轨道参数”框中的“伸缩模式”弹出式菜单，然后选取相关模式。

所选取的伸缩模式将被分配至每个编组轨道。分析这些轨道上的所有音频文件以查
看是否存在瞬变，然后为检测到的每个瞬变添加瞬变标记。

提示： 若要在以下步骤中获取最好结果，请放大相关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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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样本编辑器中打开您想要用作 Q-引用的一个轨道，然后检查瞬变以确保它们已
正确放置。您可以在样本编辑器中添加或移除瞬变或者移动错误放置的瞬变。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在样本编辑器中使用瞬变标记进行编辑。

4 对您想要用作 Q-引用的任何其他轨道重复步骤 3。

备注： 不必调整那些不用作 Q-引用的轨道的瞬变。将根据 Q-引用轨道中的瞬变，
以样本准确度来调整这些轨道的时序。

5 在编配区域的轨道头中，点按要用作 Q-引用的轨道旁边的 Q 按钮。

此操作会使量化标记自动放到现有瞬变标记上。您可以轻易区分量化标记和正常伸
缩标记，因为量化标记顶部没有橙色手柄。

6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来去掉不能被量化引用的轨道：

• 关闭轨道头中的 Q 按钮。

• 选择该轨道，并取消选择检查器的“轨道参数”框中的“Q-引用”注记格。

虽然这些轨道仍与组的其他轨道锁定了相位，但量化过程中不会考虑其瞬变标记。

已打开其 Q 按扭且作为编辑组一部分的所有轨道会将其瞬变进行音频量化。此时，
所有轨道中的量化标记的位置都相同，这意味着量化将被锁定相位。

7 若要完成量化过程，请打开检查器的“片段参数”框中的“量化”弹出式菜单，并选取
一个量化值。

永久量化 MIDI 片段
与其他片段参数可被正常化的方式一样，量化设置也可以永久应用到一个或多个片
段。“破坏性地应用量化设置”功能特别适合预量化。

例如，如果一个录制的 MIDI 片段在量化到“16D 摇摆”值时会产生一些时间错误的音
符，请将其量化到十六分音符，然后使用“破坏性地应用量化设置”。现在，您就可
以在这个清理版的 MIDI 片段上使用摇摆量化了。

又如：  如果您在录制一段由十六分音符和一个三十二分音符组成的踩镲式样，首
先弹奏不带三十二分音符的节奏（量化到十六分音符）并选取“破坏性地应用量化
设置”。您现在可以将“量化”参数值提高到三十二分音符，并添加附加音符，而不会
错误地量化任何弹奏得不好的十六分音符。

若要永久量化片段
1 如果需要，选取所需的量化设置，包括扩展片段参数量化选项。

2 选取“MIDI”>“片段参数”>“破坏性地应用量化设置”（或使用“破坏性地应用量化”键盘
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Q）。

备注： 此操作一经完成，就不可能复原为原始录音，除非您执行操作后立刻使用
“撤销”（或使用“撤销历史记录”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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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 MIDI 事件
基于事件的量化可应用到 MIDI 片段内的任何单个 MIDI 事件（不仅仅是音符事件）。
单个事件量化是在 MIDI 编辑器中执行的。

钢琴卷帘窗编辑器和事件列表的菜单栏中包括“量化”弹出式菜单和“量化”按钮。这
是一个单独的量化功能，可应用于所选事件而不是整个片段。

钢琴卷帘窗编辑器还包括量化工具。

变换窗口中还有进一步的量化操作。这些可应用到符合特定标准的一个或多个选定
片段中的事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变换窗口中编辑 MIDI 事件。

备注： 事件层量化不可逆地改变所有事件类型（除音符外）的位置。音符事件可
返回到它们的原始录制位置。

在乐谱编辑器中使用量化应特别注意的事项
乐谱编辑器的主要目的是制作可读（并可打印）的乐谱。虽然您可以在乐谱编辑
器中编辑 MIDI 音符数据，并使用量化工具（或使用“功能”>“量化”命令）进行量
化，但最好是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或事件列表中执行单个音符量化操作。

乐谱编辑器的检查器中显示的“量化”弹出式菜单提供完全图形化的功能。它可以
改变音符的显示方式，但毫不影响音符回放。

若要使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或事件列表量化片段中的事件
1 在相应的编辑器中打开“量化”弹出式菜单，选取一个量化值。

此弹出式菜单包含与“片段参数”框（显示在检查器中）的“量化”弹出式菜单中相同
的网格值。

2 请根据窗口中可用的选项，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功能”>“量化选定事件”，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乐谱编辑器、钢琴卷帘窗
编辑器和事件列表）。

• 选取您想要量化的事件，然后点按“量化”按钮（钢琴卷帘窗编辑器和事件列表）。
最近使用（或活跃）的量化值用于所有选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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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定量化工具，然后点按您想要量化的所有音符（乐谱编辑器和钢琴卷帘窗编辑
器）。最近使用（或活跃）的量化值用于所有选定音符。

若要用量化工具设定量化值
1 用量化工具点按并按住单个音符（或选定的音符组），以打开“量化”快捷键菜单。

2 为事件选取所需量化值。

若要在乐谱编辑器或钢琴卷帘编辑器中一次选择和量化多个音符事件
µ 用量化工具在所需的音符上拖移，以将其选中。

最近使用（或活跃）的量化值用于所有选定音符。

若要将音符事件返回到它们的原始位置
1 选取所有您想要取消量化的音符。

2 请根据编辑器中可用的选项，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功能”>“撤销量化”，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乐谱编辑器、钢琴卷帘窗编辑
器和事件列表）。

• 在“量化”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关闭”设置，然后点按“量化”按钮（钢琴卷帘窗编辑器
和事件列表）。

• 按住 Option 键并点按“量化”按钮（钢琴卷帘窗编辑器和事件列表）。

• 按住 Option 键并用量化工具点按所选音符之一（乐谱和钢琴卷帘窗编辑器）。

重要事项： 在分别量化 MIDI 片段中的音符事件之后使用基于片段的量化，会覆盖
您基于事件的量化，因此请小心使用。按照永久量化 MIDI 片段中所列介绍，将这
些修改写入片段可能比较值得。这样，您创建许多单个事件量化的辛苦工作就不会
因量化错误的片段而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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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音乐套路模板
您可根据其他音频或 MIDI 片段的节奏创建量化网格。这些称为音乐套路模板。使
用音乐套路模板，可以捕捉赋予音频或 MIDI 片段效果的细小定时偏差以及将它们
应用到其他音频或 MIDI 片段。

您甚至可以从音频片段获取效果，并将其应用到 MIDI 片段中，例如，帮助 MIDI 大
钢琴声部很好地与 funk 吉他 Apple Loops 结合在一起（请参阅创建音频到 MIDI 套
路模板）。

若要创建您自己的音乐套路模板
1 选取您想要从中创建音乐套路模板的音频或 MIDI 片段。（您还可以选择多个片段

来创建音乐套路模板，所有片段都会将其瞬变或音符用于新的音乐套路模板。但
是，当同一声乐位置周围有多个瞬变或 MIDI 音符时，只会为音乐套路模板评估第
一个瞬变或 MIDI 音符。）

提示： 两小节的 MIDI 片段特别适合作为此功能的模型，但您可使用任何长度的
MIDI 片段。请确保来源 MIDI 片段在每个所需量化值上确实包含一个音符。

2 在检查器的“片段参数”框中打开“量化”弹出式菜单，选取一个量化值。

3 重新打开“量化”弹出式菜单，并选取“制作音乐套路模板”（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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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套路模板（默认名称为选定片段名称）会出现在“量化”弹出式菜单的底部，且
父片段的“量化”参数被设定为该模板。

此功能将所选音频或 MIDI 片段中的瞬变标记或音符的准确定时变换为音乐套路模
板，此模板可像“量化”弹出式菜单中的任何值一样来访问和使用。

重要事项： 如果您要使用音乐套路模板，则用于音乐套路模板的来源音频或 MIDI
片段必须保留在项目中。如果您从项目中删除源片段，音乐套路模板名称不会从
“量化”弹出式菜单中去掉，但您也不能使用此量化值。如果您从“量化”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音乐套路模板名称，则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若要从“量化”弹出式菜单中去掉音乐套路模板条目
1 在检查器的“片段参数”框中打开任何片段的“量化”弹出式菜单，并选取音乐套路模

板。

2 重新打开“量化”弹出式菜单，并选取“去掉列表中的音乐套路模板”（或使用相应的
键盘命令）。

这会将所选源片段从可能的量化模板列表中删除，从而将其从“量化”弹出式菜单中
去掉。它不会去掉片段。

如果不更改此片段（以及可能使用此音乐套路模板的任何其他片段）的实际量化，
之前选择的音乐套路模板将被删除，且片段被设定为量化值“关闭 (3840)”。

跨项目使用音乐套路模板
您可以创建和保留在多个项目中使用的大量量化模板。

若要在多个项目中使用音乐套路模板
1 在一个项目中拷贝或创建源片段。

2 用文字工具给这些片段命名。

3 打开“量化”弹出式菜单，并为每一个源片段选取“制作音乐套路模板”（或使用相应
的键盘命令）。

4 将所有这些片段打包到一个文件夹（并将此文件夹重新命名，例如音乐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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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取“文件”>“存储为模板”。

每当您想访问这些量化模板时，请将此模板用作您的项目开始点。

导入音乐套路模板
您还可导入第三方音乐套路模板，如由加拿大公司“WC 音乐研究所”制作的那些 DNA
音乐套路模板。

若要导入第三方音乐套路模板
1 选取“文件”>“导入”（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I）。

2 从“打开文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DNA 音乐套路模板文件”，选择您要导入的文件，
然后点按“导入”。

音乐套路模板将被添加为所选编配轨道上的 MIDI 片段。

3 若要将模板添加至“量化”弹出式菜单，请选择一个音乐套路模板，然后从“片段参
数”框的“量化”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制作音乐套路模板”。

备注： 量化模板与项目一起存储，甚至在另一台硬盘上没有相应 DNA 音乐套路模
板的电脑上播放项目时仍能使用。

创建音频到 MIDI 套路模板
您可从数码音频素材创建 MIDI 套路模板。这样，您可以从鼓循环或节奏样本（例
如 Apple Loops）中提取感觉，并用生成的音乐套路模板来量化 MIDI 片段。

备注： 确保在样本编辑器中停用“编辑”>“将编辑吸附到过零点”。

若要从一个小节的鼓循环中提取 MIDI 套路模板
1 将鼓循环音频片段添加到编配区域（请参阅添加预录制媒体）。

2 连按片段打开样本编辑器，或选择“编配”窗口底部的“样本编辑器”标签。

3 选取 Factory >“音频到 MIDI 套路模板”（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ntro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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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音频到 MIDI 套路模板”标签中选择所需设置：

• “预置”弹出式菜单： 包含“音频到 MIDI”参数的多种预置，它们适合特定类型的音
频素材。您可以将这些预置用作自己处理的开始点。

• 时间间隔（毫秒）： 确定音频素材中较响亮部分的时间跨度。Logic Pro 使用这
些峰值信号（或瞬变）来导出音乐套路模板中力度点的信息。最有用的值通常介
于 50 到 200 毫秒之间，这取决于音频素材的速度。

• 音头延迟范围（毫秒）： 这告诉 Logic Pro 音频素材中声音的音头相位长度。例
如，鼓类和打击乐乐器的起音时间短于 20 毫秒，而弦乐乐器的音头相位较长。
对于大多数乐器来说，最佳值通常在 5 到 40 毫秒之间，大部分在 20 毫秒左右。

• 平滑释音 (%)： 专为处理声音中包含很长的释音或混响尾音的音频素材而设计。
这使得将这些声音转换为合适的量化点更容易。此处您选取的值通常应在 0% 到
5% 之间，除非处理的段落包含延音音符、失真吉他或类似声音。

• 力度门限值： 设定门限值电平。所有低于该值的信号被忽略。大多数情况下，
您应该选取值 1，除非处理的素材很密集、响亮，且背景噪声很柔和。

• “基础量化”弹出式菜单： 使您能够在没有触发点的位置添加人工触发点。通过这
种方法创建的音乐套路模板在您需要比音频素材中包含的量化点更多的情形中很
适合。音频素材中触发点的自动识别不受此参数的影响。

• 时间校正： 此参数可让您补偿在 MIDI 音符触发外部采样器或合成器时可能出现
的任何时间延迟。这些时间延迟有时非常明显，特别是在所连接的设备同时播放
原始音频素材和 MIDI 片段（使用“音频到 MIDI”音乐套路模板量化）时。您可以使
用 -20 毫秒和 0 毫秒之间的设置来补偿这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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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音频到 MIDI 套路模板”标签仍处于打开状态时，请注意样本编辑器底部有三个
栏，标记为“音频”、“量化”和“结果”。

• 音频： 显示音频文件中识别的量化点。

• 量化： 显示“基础量化”弹出式菜单中所选的量化点。

• 结果： 显示新音乐套路模板中的量化位置，这是通过结合上面两个值得到的。

5 点按任一个音频触发点，防止其被转化为模板。

手动选定的（未使用的）点会变暗。

6 点按“音频到 MIDI 套路模板”标签中的“尝试”按钮，以将新音乐套路模板应用到所有
选定的 MIDI 片段。

7 聆听结果。

8 调整参数，直到您满意获得的音乐套路为止，然后点按“使用”。

这会存储新音乐套路模板，并将其添加到“量化”弹出式菜单的底部。量化模板名称
来自音频文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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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概述您可以在 Logic Pro 中的哪些地方最方便地编辑不同类型的 MIDI 事件。
Logic Pro 提供多种 MIDI 事件编辑器：  乐谱编辑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和 Hyper
Editor，以及事件列表和“变换”窗口。每个编辑器提供不同的 MIDI 事件视图和独特
的编辑功能。这些差异使特定 MIDI 编辑任务更简单，而且您将会经常在多个编辑
器之间切换，以使某部分刚刚好。

重要事项： 无论在编配区域还是编辑器中，您都不能执行任何事件编辑操作，除
非 MIDI 数据位于编配区域里的 MIDI 片段中。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了解 MIDI 编辑器 (第 549 页)

• 打开 MIDI 编辑器 (第 550 页)

• 编辑时听到 MIDI 事件 (第 552 页)

• 在编配区域中编辑 MIDI 事件 (第 552 页)

• 监视和复位 MIDI 事件 (第 554 页)

了解 MIDI 编辑器
以下是每种 MIDI 编辑器的简介：

• 乐谱编辑器： 用于创建打印的乐谱。如果您喜欢处理点、破折号和线，它将是
理想之选。

• 钢琴卷帘窗： 完美地适合于修改 MIDI 音符事件的音高和长度。音符事件表示为
网格上的水平矩形。矩形的长度直接与音符长度相对应。音符的音高以矩形的垂
直位置标示，音高越高的音符越接近屏幕的顶部。

• Hyper Editor： 创建 MIDI 鼓声部和改变单个音符事件的级别时有用。它也可以用
于创建和编辑 MIDI 控制器信息，例如，可让您画出曲线，以在外部合成器中生
成滤波器扫频。

• 事件列表： 列表显示所有 MIDI 事件类型。当您需要对 MIDI 事件的任何方面进行
精确更改时，可以使用该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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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换窗口： 跟其他窗口相比，这实际上并不算是一个编辑器。您可以使用数学
变量，将“变换”窗口用于 MIDI 处理任务。虽然这听起来有点压迫性，但您可以使
用变换窗口在片段中创建渐强、使片段中的音符速度加倍和减半，等等。很多进
程可以用作预置，而您也可以创建自己的预置。

打开 MIDI 编辑器
在 Logic Pro 中，有多种方式可以打开 MIDI 编辑器。

若要在“编配”窗口中访问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乐谱编辑器和 Hyper Editor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编配”窗口的底部点按相应的按钮。

所选 MIDI 片段的内容（事件）将显示在所选编辑器窗口中。

µ 连按 MIDI 片段。

µ 使用“开关钢琴卷帘窗”、“开关乐谱编辑器”和“开关 Hyper Editor”键盘命令。重复使
用键盘命令以在“编配”窗口的底部打开或关闭（开关）所选取的编辑器。

若要在“编配”窗口中访问事件列表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点按编配工具栏右侧的列表按钮，然后点按“事件列表”标签。

µ 使用“开关事件列表”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E）。

µ 连按 MIDI 片段。

所选 MIDI 片段的内容（事件）显示在编配窗口右侧的事件列表中。

当编辑器的链接按钮为：

• 已启用： 点按 MIDI 片段一次，以在“编配”窗口编辑器中显示片段。

• 已停用： 连按 MIDI 片段（不管是同一个片段还是另一个片段）将在单独的窗口
中打开所选取的编辑器，同时显示新点按的片段。

一般来说，您可以直接在“编配”窗口中访问编辑器，但是同时打开同一编辑器的多
个副本非常有用；例如，两个事件列表（一个设定为在编配级别显示（显示片段），
另一个设定为在片段中显示事件）。当您在编配级别事件列表中点按片段名称时，
所选片段的内容将更新，并显示在其他“事件列表”窗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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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将乐谱、Hyper Editor 和钢琴卷帘窗作为独立的窗口访问
µ 从“窗口”菜单中选取编辑器窗口名称（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 乐谱编辑器： Command-3

• Hyper Editor： Command-5

• 钢琴卷帘窗编辑器： Command-6

µ 在“编配”窗口的底部拖移相应的按钮，该窗口将在拖移时变为独立的窗口。

若要将事件列表作为独立窗口访问
µ 选取“窗口”>“事件列表”（或使用“打开事件列表”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mmand-0）。

µ 在列表区域中拖移“事件列表”标签，该区域将在拖移时变为独立的窗口。

若要访问“变换”窗口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窗口”>“变换”（或使用“打开变换”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4）。

µ 当在 MIDI 编辑窗口中时：  选取“功能”>“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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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定义连按 MIDI 片段时将打开哪个编辑器。

若要确定连按 MIDI 片段可以访问的编辑器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通用”偏好设置：

•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通用”（或使用“打开通用偏好设置”键盘命令）。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通用”。

2 点按“编辑”标签，然后从“连按 MIDI 片段会打开”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首选编辑器。

编辑时听到 MIDI 事件
不管您是在滚动浏览事件列表（自动选择），还是通过拖移音符使其移调，如果您
可以听到每个事件和每次所做的编辑，MIDI 的编辑将会简单很多。

若要实时听到 MIDI 事件编辑
µ 点按各个编辑器窗口左上角的“MIDI 输出”按钮。

这是各个编辑器的独立设置，将会在添加、选定或编辑 MIDI 事件时进行传输。

在编配区域中编辑 MIDI 事件
无论在编配区域还是编辑器中，您都不能执行任何事件编辑操作，除非 MIDI 数据
位于编配区域里的 MIDI 片段中（虽然您可以使用“夹纸板”功能在编配区域中创建
MIDI 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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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创建空白的 MIDI 片段
µ 使用铅笔工具在软件乐器轨道通道上点按所需的位置。

这会插入一个空白 MIDI 片段，可让您手动输入事件。

您可以使用夹纸板将 MIDI 事件直接添加到编配区域中所选轨道的当前播放头位置
上。这对另一个项目中的事件也有效。

若要在编配区域中拷贝 MIDI 事件
1 在一个事件编辑器中选择您想拷贝的事件。

2 选取“编辑”>“拷贝”（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C）。

3 选择您想拷贝事件所到的轨道（如果适用，还有 MIDI 片段）。

4 选取“编辑”>“粘贴”（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V）。

Logic Pro 会将夹纸板内容（MIDI 事件）添加到所选的 MIDI 片段。

备注： 如果未选择任何 MIDI 片段，Logic Pro 将在所选轨道的当前播放头位置上创
建新的 MIDI 片段。

一般来说，不能对编配区域中的片段执行事件级别的编辑，但有一些例外。在某些
情形下，对编配区域中的 MIDI 片段执行编辑（或操作），比起使用 MIDI 编辑器，
可能会更有效。例如：

• 通过调整片段的大小来改变音符长度（请参阅调整 MIDI 片段的开始点和结束
点）。

• 用框选择工具删除或移动片段的部分（以及事件）。

• 通过改变片段回放参数来调整片段中所有事件的回放。

553第 22 章 MIDI 编辑简介



监视和复位 MIDI 事件
走带控制条的“MIDI 活动”显示的顶行显示上一个接收的 MIDI 信息。底行显示最近
传输的 MIDI 信息。显示主要用于检查 MIDI 连接。

当 Logic Pro 同时接收到多个 MIDI 音符时，（音符间）各个保留间隔时间会被解释
并显示为和弦。

有时，即使音符数据没有发送到 MIDI 模块上，模块也会继续发声。这表示您的声
源没有对 Logic Pro 发送的“关闭所有音符”信息作出响应。

若要关闭卡住的音符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走带控制条中，点按下面的“MIDI 活动”显示部分。

µ 快速连续地点按两次“停止”按钮。

在这两种情况下，将发送 Logic Pro >“偏好设置”>“MIDI”>“复位信息”中定义的复位信
息。

若要停止拖延的音符
µ 连按走带控制条中的“MIDI 活动”显示（或使用“发送离散音符关（应急开关）”键盘

命令）。

这将为每个 MIDI 端口的所有通道上的每个音符发送单独的“音符关”信息，从而使操
作成功。

若要停止不想要的调制
µ 选取“选项”>“发送至 MIDI”>“还原控制器”（或使用“发送复位控制器”键盘命令）。

这会在所定义乐器使用的所有 MIDI 通道和输出上，传输值为 0 的控制器改变信息
#121（还原所有控制器）。这会取消如调制或弯音的所有 MIDI 控制器。

若要将所有 MIDI 通道设定为最大音量
µ 选取“选项”>“发送至 MIDI”>“最大音量”（或使用“发送最大音量”键盘命令）。

这会在所定义乐器使用的所有 MIDI 通道和输出上，传输值为 127 的控制器改变信
息 #7（主音量）。

若要从所有外部 MIDI 乐器“参数”框中发送所有音色、音量和声相设置
µ 选取“选项”>“发送至 MIDI”>“已使用的乐器 MIDI 设置”（或使用“发送已使用的乐器

MIDI 设置”键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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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演奏中出现意外的音色变化，这会复位您的声音来源。

若要在载入项目后自动发送乐器设置
µ 打开“载入项目后发送”：  “已使用的乐器 MIDI 设置”选项，该选项在“文件”>“项目设

置”>“MIDI”>“通用”面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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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以水平矩形显示 MIDI 片段的音符事件。这很像纸型钢琴卷帘窗
中切出来的洞。钢琴卷帘窗编辑器可以显示一个 MIDI 片段的 MIDI 音符事件,以及文
件夹或项目中的所有 MIDI 片段。（请参阅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显示多个 MIDI 片
段。）然而，您通常会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一次处理一个片段。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打开钢琴卷帘窗编辑器 (第 557 页)

• 了解钢琴卷帘窗编辑器 (第 558 页)

• 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创建和编辑音符事件 (第 560 页)

• 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分离和弦 (第 573 页)

• 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使用超级画笔 (第 574 页)

• 自定钢琴卷帘窗编辑器 (第 576 页)

• 使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快捷键 (第 576 页)

打开钢琴卷帘窗编辑器
在 Logic Pro 中，有多种方式可以打开钢琴卷帘窗编辑器。

若要在编配窗口中将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作为面板打开
µ 在编配窗口底部点按“钢琴卷帘窗”按钮（或使用“开关钢琴卷帘窗”键盘命令，默认

分配：  P）。

若要将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作为独立的窗口打开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窗口”>“钢琴卷帘窗”（或使用“打开钢琴卷帘窗”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mman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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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拖移“钢琴卷帘窗”按钮，随着您的拖移，它会变成“钢琴卷帘窗编辑器”窗口。

了解钢琴卷帘窗编辑器
MIDI 音符事件以水平矩形表示，这些矩形对齐在水平和垂直线组成的网格中。

• 音符事件的水平放置标示它们在片段和项目中的时间（小节、节拍和子节拍）位
置。

• 音符事件的垂直位置标示它们的音高，越靠近钢琴卷帘窗网格顶部的，其音高就
越高。和弦表示为音符矩形的垂直堆叠。和弦中音符的对齐并不始终相同，因为
不是所有和弦中的音符都是同时被敲打或结束的。

• MIDI 音符事件的长度与“矩形”的长度直接相关，因此，您可以轻易识别音符，
如：六十四分音符（1/64 音符）、八分音符（1/8 音符）、四分音符（1/4 音
符）、二分音符（1/2 音符）、全音符等等。

使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的网格
网格提供了音符长度的宝贵参考。您可以同时看到音符事件的开始和结束位置，它
们跟“小节”标尺中显示的值对齐。这使音符长度的编辑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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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的默认网格线包括：

• 每个小节和节拍处的一条黑色线。

• 每个等份值处的一条浅灰色线（您可以在走带控制条中改变等份值）。

您可以改变此网格的外观和钢琴卷帘窗编辑器的其他方面（请参阅自定钢琴卷帘窗
编辑器）。

钢琴卷帘窗编辑器左侧的垂直键盘标示音符音高。水平黑色线在音符 B 和 C、音符
E 和 F 之间穿过屏幕。这些线在通过向上或向下拖移音符进行移调时非常有用。

使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的“简介显示”
钢琴卷帘窗编辑器的简介显示标示片段内鼠标指针的当前位置和音高。

进行选择时，您都应该参考此实时显示。

提示： 激活钢琴卷帘窗编辑器本地菜单栏旁的“MIDI 输出”按钮，以在进行编辑时
听到其效果。

了解音符力度
每个音符事件具有一条穿过矩形的水平线。线的长度（跟音符的整体长度相关）与
音符的力度值对应（最大值可为 127）。力度指示录制音符时敲打 MIDI 键盘的用
力程度。这通常也标示音符在 127 个可能值的范围内的响亮程度，127 为“最响”。

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也用不同颜色标示音符力度。

这可使您轻易地看到 MIDI 片段中的整体（和各个音符）力度范围。随着您更改 MIDI
音符的力度，所选音符的颜色将实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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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颜色分配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
更改音符颜色。

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显示多个 MIDI 片段
钢琴卷帘窗编辑器的链接按钮可用于同时显示一个文件夹中的所有 MIDI 片段、一
个项目中所有片段或多个选定 MIDI 片段的内容。

您可以随意选择属于不同 MIDI 片段的音符事件，并根据所需进行处理、移动或调
整大小。将有一个帮助标记标示所选事件和父 MIDI 片段的数量。例如，8/2 意味着
从 2 个 MIDI 片段中选择了 8 个音符。

当链接按钮打开时
• 每次在合成区域选择其他片段时，钢琴卷帘窗编辑器都会更新以反映此片段的内
容。

• 同时选择多个片段会更新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以显示所有选定片段的内容。

各个 MIDI 片段的开始点将以一条垂直线标示，颜色与 MIDI 片段本身相同。

连按音符事件，以复原为显示单个父 MIDI 片段（包含音符的片段）的内容。

当链接按钮关闭时
您可以选择多个片段（逐个选择或同时选择），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不会更新来反映
这些片段的内容。

使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的快捷键菜单
通过按下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钢琴卷帘窗编辑器背景区域的任何位置或
直接在 MIDI 音符事件上点按，您可以访问多个选择部分、编辑和其他命令。使用
此方法可以加快工作流程。

只有在 Logic Pro >“偏好设置”>“通用”>“编辑”面板中选取下列一个选项时，才可以访
问这些快捷键菜单。

• “鼠标右键”：  打开快捷键菜单

• “鼠标右键”：  打开工具和快捷键菜单

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创建和编辑音符事件
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处理音符事件跟在编配区域中处理片段很相似。用于加长、
剪切和移动片段的很多相同技巧都适用于音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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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将编辑吸附到时间位置
您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移动和调整事件大小，是因为您希望它们在某个特定的时
间点开始和结束。

Logic Pro 提供吸附功能，当您移动片段或调整片段大小时，它会自动将事件的开始
点和结束点与选定的网格值对齐。

若要将事件吸附到网格
µ 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顶部的“吸附”菜单中选取以下的一个值：

• 敏捷： 编辑操作将吸附到最近的小节、节拍、子节拍等等，这取决于当前的“小
节”标尺等份值和缩放比例。

• 小节： 编辑操作将吸附到最近的小节。

• 节拍： 编辑操作将吸附到某小节中最近的节拍。

• 等份： 编辑操作将吸附到最近的等份（这是走带控制条和“小节”标尺中显示的拍
号）。

• 音位： 编辑操作将吸附到最近的时钟音位（一个节拍的 1/3840）。

• 帧： 编辑操作将吸附到最近的 SMPTE 帧。

“吸附”功能是相对的，这意味着编辑操作会被吸附到最近的小节、节拍等等（保持
事件与原始位置的距离）。例如，如果事件处于位置 1.2.1.16，您将其移到第 2 小
节附近（“吸附”菜单设定为“小节”），它会自动把事件吸附到位置 2.2.1.16，而不是
2.1.1.1（第 2 小节的开始点）。您可以通过“吸附到绝对值”选项覆盖相对吸附位置。

若要吸附到绝对位置，而非相对位置
µ 从“吸附”菜单中选取“吸附到绝对值”设置。

选取此设置时，其左侧会出现一个音位。此功能结合所选取的吸附网格格式使用。

为了加以解释，假设在“吸附”菜单中选取“小节”，则当“吸附到绝对值”处于活跃状态
时，将事件（从位置 1.2.1.16）移到第 2 小节附近会导致它被吸附到位置 2.1.1.1（第
2 小节的开始点），而不是相对位置（2.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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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菜单设置适用于下列编辑操作：

• 移动和拷贝事件

• 调整事件大小

• 剪切事件

• 移动、添加和调整标记大小

• 设定循环边界

您可以暂时覆盖吸附网格，以进行更精确地编辑和调整。

若要覆盖吸附网格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执行编辑操作时，按住 Control 键。

在走带控制条中选取的等份值（例如：1/16）确定编辑网格比例。

µ 在执行编辑操作时按住 Control-Shift 键。

编辑网格会切换为刻度。

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选择音符
进行编辑前您必须选择音符事件。通常的选择方法（点按、按住 Shift 键点按，以
及用指针工具拖移）也适用于钢琴卷帘窗编辑器。

也可使用以下选择选项（钢琴卷帘窗编辑器独有）：

若要在 MIDI 片段中选择同一个音高的所有音符
µ 点按屏幕键盘的相应按键。

这跟通过点按轨道名称，选择轨道通道上的所有片段相似。

若要在 MIDI 片段中选择一系列音符音高
µ 点按并拖移过屏幕键盘的调范围。

所有处于此音高范围内的 MIDI 音符将被选定。

简介显示显示所选音符的数量。MIDI 片段名称显示在所选音符数量的旁边。例如，
“3/钢琴”意味着从称为“钢琴”的 MIDI 片段中选择了三个音符。

在您选择多个重叠音符时，简介显示将显示和弦名称。

在没有选定音符时，简介显示将显示最近选定 MIDI 片段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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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创建音符
您将会经常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用鼠标来创建音符事件，以替换删除的音符或将
音符添加到和弦或片段。此功能在键盘不可用时也很方便，即使键盘可用也是如
此，因为用鼠标插入音符会更快。

您也可以用电脑键盘来创建音符事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逐个输入键盘。

若要创建音符事件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钢琴卷帘窗编辑器背景，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
选取“创建音符”。

µ 选择铅笔工具，并点按钢琴卷帘窗编辑器背景的一个位置。

在点按的位置创建了一个 MIDI 音符，其通道、力度、长度值均与之前创建或编辑
的音符事件的通道、力度、长度值相符。启动新项目时 MIDI 通道、力度和长度默
认值分别为 1、80 和 240 音位。

备注： 如果使用铅笔工具来创建音符事件，您可以在使用过程中更改音符长度，
只需按住鼠标键并向左或向右拖移。

若要创建特定长度的音符事件
µ 用铅笔工具向右或向左拖移。

将会有一个帮助标记实时标示长度变化。

改变音符长度时按住 Option 或 Control 键，可以进行精确调整（请参阅在钢琴卷帘
窗编辑器中将编辑吸附到时间位置）。

若要在另一个位置或音高复制现有音符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原始音符，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定义为
默认音符”。

• 用铅笔工具点按原来的音符。

备注： 编辑现有音符也可以将其定义为默认音符。

2 用铅笔工具点按钢琴卷帘窗编辑器背景的一个位置。

新音符的通道、力度和长度均与原始（或编辑的）音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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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删除音符
您可以通过按下 Delete 键，或用橡皮进行点按所选音符来删除它们。

若要删除音符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择橡皮工具，然后点按您想要删除的音符。

µ 选择您想要删除的音符，然后用橡皮工具点按其中一个所选音符（或按下 Delete
键）。

这会删除所有选定事件。

若要删除相似或同等事件
1 选择您想要删除的音符中的一个。

2 选取“编辑”>“选定相似事件”或选取“编辑”>“选定同等事件”（例如，同一个音高的音
符），然后按下 Delete 键删除所选事件。

有关相似和同等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选择相似或相同的对象、片段或事件。

您也可以通过选取一个“删除 MIDI 事件”命令来删除事件，这些命令处于钢琴卷帘窗
编辑器的本地菜单栏中。

若要删除重复事件
µ 选取“功能”>“删除 MIDI 事件”>“重复项”（或使用“删除重复事件”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D）。

任何在同一个位置（和音高）出现两次或以上的事件将被删除，并保留其中一个。

重复的事件的数据字节可能不同（力度、触后响应或控制器的值）。Logic Pro 在确
定两个或更多事件是否重复时仅查看事件类型和位置。

类型相同，但处于不同 MIDI 通道上的事件不会被认为是相同的。

“同一个时间位置”包括由于当前量化设置而同时输出的两个音符。有关所有量化选
项的详细信息在量化音频和 MIDI中进行了描述。

若要删除定位符以内或以外的事件
1 根据需要设置左右定位符的位置。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功能”>“删除 MIDI 事件”>“定位符以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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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取“功能”>“删除 MIDI 事件”>“定位符以外的”。

这会删除定位符位置之间或以外的所有事件。

在拷贝事件或减少 MIDI 片段的长度时，事件有时会超出 MIDI 片段的限制范围。它
们从技术上讲还属于此 MIDI 片段，尽管它们不会被播放或听到。

若要删除 MIDI 片段以外的事件
µ 选取“功能”>“删除 MIDI 事件”>“片段边界以外的”。

若要删除所选区域内的未选事件
µ 选取“功能”>“删除 MIDI 事件”>“删除选择范围内未选定的项”。

第一个选定音符（开始点）和最后一个选定音符（结束点）之间的所有未选音符将
被删除。

若要删除所有选定事件并选择下一个事件
1 选择您想删除的事件。

2 使用“删除并选定下一个片段/事件”键盘命令。

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恢复删除的音符
乐曲创作过程中，意外删除一个或多个音符，稍微改变主意或是出现编辑错误，这
都是不可避免的。幸运的是您可以轻松地在 Logic Pro 中返回原来的编辑。您还可
以选择使用铅笔工具简单地重建一个事件。

若要撤销上一个音符编辑或删除步骤
µ 从主菜单栏中选取“编辑”>“撤销”（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mmand-Z）。

若要撤销或重做多个步骤
1 选取“编辑”>“撤销历史记录”。将打开“撤销历史记录”窗口。最近的编辑步骤（在列

表底部）将被高亮显示。

2 点按任何条目，以撤销或重做被点按与高亮显示的条目之间的所有步骤。此进程中
所有步骤都是活跃的。

重要事项： 执行完“撤销”操作之前不显示“重做”列表。“重做”列表出现在“撤销”项下
方。第一个可以重做的项将用灰色文字标示。

若要撤销或重做一个单独的步骤
1 按住 Command 键点按步骤。此时会打开一个警告对话框。

2 点按“应用”以撤销或重做该步骤。点按“取消”以中止该步骤。

此过程将撤销或重做单独的步骤，而不影响点按的条目和高亮显示的（最近的）条
目间的所有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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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移动音符
您可以通过抓取（在中间附近）和拖移所选音符来移动它们。如果您垂直移动音
符，它们会被移调，而如果您水平移动音符，它们的时间会发生移动。

拖移时，当前位置和音高将显示在一个帮助标记中。与原来音高的偏差将在帮助标
记的左下部显示为正数或负数的半音音阶。原来的音高保留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的
简介显示中。

在您水平移动音符时，它们将吸附到“吸附”菜单中定义的分隔线上（您可以随时改
变此设置）。

若要进行精确调整
1 选择音符。

2 按下 Control 键，并将音符拖到新的位置。

拖移步骤的确定取决于当前的“吸附”菜单设置和缩放比例（请参阅在钢琴卷帘窗编
辑器中将编辑吸附到时间位置）。

此外，您可以按照上面程序，但在以音位音阶拖移并移动音符时按下 Control-Shift
键，从而完全覆盖“吸附”菜单设置。

若要限制单向音符移动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通用”偏好设置：

•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通用”（或使用“打开通用偏好设置”键盘命令）。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并从菜单中选取“通用”。

2 点按“编辑”标签，然后选择“在钢琴卷帘窗和乐谱窗口中限制单向拖移”注记格。

活跃时，此选项可帮助您避免在水平移动音符时的意外音符变调，或在您尝试更改
其音高时改变音符的位置。按住鼠标按键时，初始的移动（垂直或水平的）会限制
对指针的进一步移动。释放鼠标按键，并点按事件以向另一个方向移动。

通过键盘命令移动事件
通过分配和使用以下键盘命令来移动一个或多个事件，可使编辑大大加速。

• 将片段或事件位置向右挪动一个 SMPTE 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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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一个 SMPTE 帧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二分之一 SMPTE 帧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 1/2 SMPTE 帧1/2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五个 SMPTE 帧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 5 个 SMPTE 帧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一个 SMPTE 位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一个 SMPTE 位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一个音位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一个音位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一个等份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一个等份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一个节拍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一个节拍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一个小节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一个小节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 1 个挪动值的距离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 1 个挪动值的距离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 1 个样本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 1 个样本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 1 毫秒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 1 毫秒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 10 毫秒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 10 毫秒

所选事件将向右或向左移动一个音阶，单位以特定命令名称中所指的为准。

包括非音符 MIDI 事件
打开“功能”>“包括非音符 MIDI 事件”设置以将片段中的其他数据（如弯音、调制、
触后响应或复音压力）和片段的音符相连。当片段包含您想要拷贝或移动的音符相
关控制器数据时，这可能非常有帮助。

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更改音符长度
您可以使用指针、手指或铅笔工具来改变音符长度。

提示： 建议您使用指针或手指工具，因为它们可以避免意外生成新音符，而使用
铅笔工具则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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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改变音符的结束点（和长度）
µ 将指针、手指或铅笔工具放到音符事件的右下边缘上，然后在工具图标变成长度改

变图标时进行拖移。

拖移时，会有一个帮助标记提醒您音符的精确结束点和长度。

提示： 有时很难抓取极短音符的右下角。这种情况下，您应该使用手指工具，它
可让您在任何位置抓取音符，从而改变其结束点（以及长度）。

若要更改音符的开始点（和长度）
µ 将指针、手指或铅笔工具放到音符事件的左下边缘上，然后在工具图标变成长度改

变图标时进行拖移。

拖移时，会有一个帮助标记提醒您音符的精确开始点和长度。

备注： 调整开始点时，将保留音符的原来结束点。

同时改变多个音符的长度
您只需改变一个音符的长度，就可以一次性调整多个选定音符的长度（例如，在和
弦中）。会保留（所选）音符长度之间的相对差异。

若要为多个音符设定同一个结束点
µ 在改变一个选定音符的长度时按下 Shift 键。

若要使多个音符长度相同
µ 拖移多个选定音符中的一个时按住 Option-Shift 键。

将音符开始和结束点设定到播放头位置
您可以使用以下键盘命令，将一个或多个选定音符的开始或结束点移到播放头位
置：

• 将片段/事件/选取框开头设定到播放头位置

• 将片段/事件/选取框末端设定到播放头位置

高级音符长度功能
钢琴卷帘窗编辑器菜单栏中的“功能”>“音符事件”子菜单包含改变所选音符长度的命
令。这些改变受环绕或重叠的音符所影响。这是整理音符的开始点和结束点时的理
想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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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去掉音符重叠
1 选择您想要影响的音符。

2 在“功能”>“音符事件”子菜单中选取以下一个命令（这些命令也可以作为键盘命令使
用）：

• 音符重叠校正（选定/任意）： 不管是否选定了以下的重叠音符，此命令可去掉
所有选定音符的重叠。

• 音符重叠校正（选定/选定）： 仅在选定以下的重叠音符时，此命令可去掉所有
选定音符的重叠。

• 音符重叠校正（对重复音符）： 仅在以下的重叠音符拥有同一个音符编号（音
高相同）时，此命令可去掉所有选定音符的重叠。

“重叠校正”功能将垂直堆叠的音符（音符位置相同，但音高不同）视作一个和弦。
将出现一个对话框，标示重叠音符看上去像和弦的一部分，并要求您选取以下一个
选项：

• 保留： 同时发声音符的长度降低（被移到同一个结束点）。

• 删除： 同时发声音符被去掉，剩下单音线。

• 缩短： 发声音符的长度分别同时缩短，导致在单音线中剩下大量短音符。

若要制作音符连音
1 选择您想要影响的音符。

2 在“功能”>“音符事件”子菜单中选取以下的一个命令：

• 音符强制连音（选定/任意）： 不管是否选定了以下音符，此命令可强制所有选
定音符连音（延长）。

• 音符强制连音（选定/选定）： 仅在选定了以下音符时，此功能可强制所有选定
音符连音。

MIDI 片段的末尾将被视为一个未选定音符：

• 音符强制连音（选定/任意）将最后一个音符延长到 MIDI 片段的结束点。

• 音符强制连音（选定/选定）不改变最后一个音符的长度。

3 如果 Logic Pro 发现了和弦，则会询问您是否想要删除它们或缩短重叠音符。

• 点按“删除”按钮以抹掉播放糟糕的单音线中任何不正确音符。

• 点按“保留”按钮以平衡（缩短）和弦中所有（有意播放/录制）音符的开始点和时
长。

将延音踏板事件转换到音符长度
µ 选取“功能”>“音符事件”>“延音踏板到音符长度”。

将分析所选音符事件上使用的所有延音踏板事件（控制器 #64），并实际提高音符
事件的长度。这种提高符合控制器 #64（延音踏板）关闭信息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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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板事件（控制器 #64 打开和关闭）在使用此命令后被抹掉。

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拷贝或移动音符
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有多种拷贝和移动音符的方式。

若要拷贝或移动音符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按住 Option 键，同时将音符拖到新位置。

提示： 您可以使用此方法在两个钢琴卷帘窗编辑器窗口（例如，显示不同片段）
之间，甚至是不同项目的钢琴卷帘窗编辑器窗口之间拷贝或移动音符。

µ 使用以下一个夹纸板命令：

• “编辑”>“拷贝”（或 Command-C），将音符拷贝到夹纸板中。

• “编辑”>“剪切”（或 Command-X），将音符移到夹纸板中。

• “编辑”>“粘贴”（或 Command-V），将音符以其原始音高粘贴在当前播放头位置
上。

高级音符拷贝和移动选项
您也可以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内部执行高级拷贝和移动操作。例如，这允许您直接
交换事件，或将片段的某一部分中的一组音符合并到同一个片段或另一个片段中。

若要拷贝或移动一系列 MIDI 事件
1 用左和右定位符定义您想移动或拷贝的区域。

可选步骤为：  如果您想将事件拷贝或移到另一个轨道，选择您想拷贝事件所到的
轨道。

2 将播放头设定到插入位置。

3 选取“功能”>”拷贝 MIDI 事件”。“拷贝 MIDI 事件”对话框将打开。

4 在“拷贝 MIDI 事件”对话框中选取设置。

有关设置的详细描述，请参阅以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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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拷贝 MIDI 事件”设置
下文描述了“拷贝 MIDI 事件”对话框中的设置。

• “模式”弹出式菜单： 确定拷贝或移动 MIDI 事件的方式。您可以从以下选项中进
行选取：

• 拷贝合并： 所拷贝的数据与目的位置的任何现有数据进行混合。

• 拷贝替换： 目的位置的数据将被删除，替换为拷贝的数据。

• 拷贝插入： 目的位置的所有数据被移到右侧，移动距离为来源区域的长度。

• 移动合并、移动替换、移动插入： 这三种模式与“拷贝”模式工作原理相似，但
实际上移动所选事件，将其从原来位置去掉。

• 旋转： 来源事件被移到目的位置。之前处于目的位置的数据，以及处于源位
置和目的位置之间的数据都将被移到源位置。这使数据围绕一个中心轴旋转点
（来源和目的位置中间）进行旋转。

• 直接交换： 从目标位置开始，将来源数据与相同长度的数据交换。例如，这
可让您将一个四小节 MIDI 片段的第 1 小节中的音符与同一个片段的第 3 小节
中的音符交换。

• 移走： 将 MIDI 数据从来源片段中去掉，但将片段保留在原来的位置。

• 左定位符和右定位符： 允许您编辑使用左定位符和右定位符定义的源区域。

• 目的： 定义独立于播放头位置的目的位置。

• 拷贝的份数： 定义拷贝的份数。

• “创建新片段”注记格： 选定后，将在目的位置创建新的 MIDI 片段。它包含所拷
贝（或移动的）事件。

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保护事件位置
有时候您会想要阻止移动某些特定事件。例如，在视频声音轨道中，可能使用多个
音符事件来触发符合演员走下走廊的脚步声样本。

您已经为此场景创建了音乐，但被要求增大速度以与走廊中不同摄像机角度的多个
剪辑相符。很明显，改变速度会移动事件，从而产生不同步的脚步声样本。幸运的
是，Logic Pro 具有保持事件绝对时间位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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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保护一个或多个选定事件的位置
µ 选取“功能”>“锁定 SMPTE 位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此操作将确保速度发生变化时，处于特定绝对时间位置（例如，1 小时、3 分钟、
15 秒钟、12 帧）的事件保持在此位置。

若要取消对一个或多个事件位置的保护
µ 选取“功能”>“解锁 SMPTE 位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更改音符力度
音符力度通常与音符的电平相连，由于使用了颜色来标示不同力度，您可以在片段
中快速识别“响亮”和“柔和”音符。

备注： 力度也可以用作其他合成器参数的控制器，如滤波器谐振或截止，单独使
用或结合电平使用都可以。因此，您可能会发现，音符力度的改变不仅会影响音符
的电平，还会影响声调。

若要改变音符的力度值
µ 使用力度工具垂直拖移音符。

将会有一个帮助标记标示您所点按的音符的力度值，该值随拖移发生变化。音符事
件的颜色将发生变化，且事件内的水平线将延长或缩短。

如果打开了“MIDI 输出”功能（它应该打开），音符将在您改变力度时输出。

可以同时改变所有选定的音符；将保留它们各自的力度值差异。如果任何选定音符
的力度值到达极值（0 或 127），其他选定音符都不会被进一步调整。

您可以在拖移时按住 Option 键来覆盖这个功能。这可让您继续改变力度值，直到
所选（点按的）音符到达一个极值。当然，这会改变此音符与其他音符的力度关
系。

若要将同一个力度值分配给所有选定的音符
µ 按住 Option-Shift 键，同时用力度工具拖移一个音符。

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使音符静音
钢琴卷帘窗编辑器具有一个静音工具，可使 MIDI 片段中的特定音符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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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使音符静音或取消静音
µ 用静音工具点按音符。

被静音的音符颜色变灰（不显示颜色）。

若要使 MIDI 片段中特定音高的所有音符静音或取消静音
µ 用静音工具点按钢琴卷帘窗编辑器左侧的一个钢琴调。

这能使该特定音高的所有音符静音或取消静音，例如，这非常适合于使触发整个架
子鼓的 MIDI 片段中的踩镲静音。

若要使多个音符静音或取消静音
µ 选择音符，然后用静音工具点按其中一个所选音符。

“选定静音的片段/事件”键盘命令也适用于钢琴卷帘窗编辑器。它允许在 MIDI 片段
中选择所有静音的音符。接下来的操作就是通过按下 Delete 键来删除这些静音的
音符。

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更改音符颜色
您可以根据以下选项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更改音符颜色：

• 力度颜色： 根据 MIDI 音符力度应用颜色。

• 片段颜色： 根据包含音符的 MIDI 片段的颜色来应用颜色。

• MIDI 通道颜色： 根据处理音符的 MIDI 通道来应用颜色。

若要更改音符的颜色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从钢琴卷帘窗编辑器的“视图”菜单中选取所需的颜色分配。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钢琴卷帘窗编辑器背景，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
选取所需的颜色分配。

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分离和弦
以下功能可以（按音高）水平划分和弦，从而使钢琴卷帘窗编辑器成为执行和弦分
离任务的理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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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选择一个或多个选定和弦的顶部或底部音符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功能”>“音符事件”>“选定最高音符”以选定和弦中的最高音符。

µ 选取“功能”>“音符事件”>“选定最低音符”以选定和弦中的最低音符。

例如，后一个命令非常适合于在钢琴片段中分开移动的低音线时使用。一旦被分
开，最低音符可以被剪切和粘贴到新的片段中，该片段将在分配至一个 EXS24MkII
直立贝司乐器通道的轨道上进行播放。

备注： “选定最高音符”和“选定最低音符”是纯粹的选择命令，可以和任何编辑命令
结合使用，如“剪切”，跟上面的例子相似，可以把某个声部移到另一个 MIDI 片段
中。

若要将单个音符音高分配给不同的 MIDI 通道
1 通过点按钢琴卷帘窗键盘来选择您想影响的音符音高。

• 按下 Shift 键点按以选择多个非连续的音高。

• 拖移穿过键盘，以选定某个范围的连续性音高。

2 选取“功能”>“音符事件”>“声部到通道”。

Logic Pro 将 MIDI 通道编号（按升序）分配给所选 MIDI 片段中的单个音符音高。各
个和弦中的最高音符音高被分配给 MIDI 通道 1，各和弦中第二高的音符分配给通
道 2，以此类推。

备注： 使用这些命令会导致 MIDI 片段变化，这些片段随着操作，将包含穿过多个
MIDI 通道的信息扩展。

用这种方式分离的片段，允许您通过使用编配窗口中的“片段”>“分离/解混”>“按事
件通道解混”菜单选项，来为各个音符创建新的 MIDI 片段。

随后，从这个进程中创建的各个片段可以被分配到不同的轨道（和通道），从而允
许为各个声部分配不同的乐器。

有关“功能”>“音符事件”>“基于乐谱分离来分配通道”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分离点。

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使用超级画笔
您可以直接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创建和编辑 MIDI 控制器信息。当您可以看到将
会受影响的音符时，这些类型的编辑更容易。

若要查看和创建控制器事件
1 通过执行以下的一项操作，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打开一个“超级画笔”显示：

• 选取“视图”>“超级画笔”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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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按钢琴卷帘窗编辑器左下角的“超级画笔”按钮，然后通过点按左侧的箭头按钮
来选取 MIDI 控制器。

所选控制器类型（例如，音量）显示在钢琴卷帘窗网格下方的灰色栏中。

2 点按灰色区域的不同点，以创建“超级画笔”节点。

系统自动在节点之间创建一条连接线。

若要调整超级画笔区域的大小
µ 抓取并垂直移动将其与钢琴卷帘窗网格区域分开的分隔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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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编配区域中使用超级画笔。

自定钢琴卷帘窗编辑器
您可以通过修改“钢琴卷帘窗显示”偏好设置（如背景颜色、亮度、线显示等）来自
定钢琴卷帘窗编辑器的外观。

若要打开“钢琴卷帘窗显示”偏好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显示”（或使用“打开显示偏好设置”键盘命令），然后
点按“钢琴卷帘窗”标签。

µ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显示”，然后点按“钢琴
卷帘窗”标签。

µ 在钢琴卷帘窗的窗内菜单栏中选取“视图”>“钢琴卷帘窗颜色”。

有关“钢琴卷帘窗显示”偏好设置完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钢琴卷帘窗显示偏好设
置。

使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快捷键
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也提供了“快速开启”事件列表和乐谱编辑器的方式。

若要快速打开事件列表
µ 连按任何事件。

事件列表显示在编配窗口右侧的媒体区中。如果已经打开，则显示（钢琴卷帘窗编
辑器中所选音符的）父片段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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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如果使用的是独立的“钢琴卷帘窗编辑器”窗口，连按一个事件将打开一个独
立的事件列表窗口。

若要快速打开乐谱编辑器
µ 按下 Option 键并连按任何事件。

乐谱编辑器将在新窗口中打开。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仍将停留在编配窗口的编辑区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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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 Editor 是一个图形编辑器，可用于创建或编辑 MIDI 音符和控制器数据。本章
中，您将学习如何使用 Hyper Editor 查看和编辑不同的 MIDI 事件类型，这些类型在
片段中的沿时间线上显示为垂直符杠。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打开 Hyper Editor (第 579 页)

• 了解 Hyper Editor (第 580 页)

• 在 Hyper Editor 中创建和编辑事件 (第 581 页)

• 使用事件定义 (第 590 页)

• 使用“事件定义参数”框 (第 593 页)

• 使用超级设置 (第 596 页)

打开 Hyper Editor
在 Logic Pro 中打开 Hyper Editor 有几种方式。

若要在编配窗口中将 Hyper Editor 作为面板打开
µ 在编配窗口底部点按“Hyper Editor”按钮（或使用“开关 Hyper Editor”键盘命令，默认

分配：  Y）。

若要将 Hyper Editor 作为单独窗口打开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窗口”>“Hyper Editor”（或使用“打开 Hyper Editor”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mman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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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拖移“Hyper Editor”按钮，随着拖移，它将变为“Hyper Editor”窗口。

了解 Hyper Editor
Hyper Editor 中的主要元素如下所示：

• 事件： Hyper Editor 中显示的每个符杠代表一个事件。事件的值用其高度来表
示，使一个或许多不同的事件及其值一目了然。有关完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Hyper Editor 中创建和编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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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定义： 每个 MIDI 事件类型，无论它是音符还是 MIDI 控制器，都以水平通道
（事件定义）自上而下排列，就像编配区域中显示的轨道通道一样。每个通道上
显示和控制的事件类型均可随意配置。这是通过在检查器中为每个通道设定事件
定义来完成。有关完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事件定义。

• “事件定义参数”框： 这用于改变选定的事件定义的设置。有关完整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使用“事件定义参数”框。

• “超级设置”菜单： 您可以将事件定义组（您定义的一些通道）存储为“超级设置”，
这可通过检查器中的“超级设置”菜单进行访问。有关完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
用超级设置。

在 Hyper Editor 中创建和编辑事件
与其他 MIDI 编辑器一样，可以使用 Hyper Editor 完成事件输入任务。在某些情形
下，手动输入音符和控制器事件比演奏和录制它们的效率更高。当速度为 160 bpm
时，在片段中创建难以演奏的 16 分音符踩镲就是一个例子。

当然，您可以使用 MIDI 键盘录制事件，然后在 Hyper Editor 中改进您的演奏。

改变网格和符杠显示
在 Hyper Editor 中创建事件时，检查器的“事件定义参数”框中的“网格”参数尤其重
要。新创建的事件会被自动添加到网格位置。这就易于创建鼓模式，4 个等份在一
个通道上，8 个等份在一个通道上，16 个等份在一个通道上；例如，分配为脚鼓、
小军鼓和踩镲音。

若要为选定的事件定义通道定义“网格”值
µ 从“事件定义参数”框的“网格”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网格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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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添加的任何事件都会自动吸附到最近的网格位置。现有事件的位置不受影响。

提示： 当编辑或构建复杂的节奏模式时，为一个鼓音符创建多个事件定义（请参
阅选定和创建事件定义），且每个事件定义的量化网格都不同，这样做可能很有
用。例如，如果小军鼓有两个通道，一个是 1/16 网格，另一个是 1/96 网格，您可
以使用铅笔工具在较粗略的网格上添加单个打击声，在较精细的网格上添加鼓卷
帘。

当您定义“网格”参数以添加一连串控制器时，请遵从规则“尽可能粗略，按需精细”，
以使得数据输出量最小。Logic Pro 可处理大量的数据，但遗憾的是 MIDI 却不能。

您还可以改变事件符杠的宽度和风格，使事件的创建和编辑更为简单。

若要设定事件符杠的宽度
µ 在“事件定义参数”框中选取“笔宽度”值。

不管符杠的宽度如何，精确的事件位置始终以符杠的左边缘标记。

当您将“笔宽度”参数设定为“音符长度”时，音符事件符杠将以它们的实际长度显示。
若要实现此功能，则必须将“状态”参数设定为“音符”。

若要改变符杠的显示风格
µ 在“风格”菜单中选取设置。

• 不加框： 以彩色符杠显示事件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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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值加框： 显示与事件定义通道的完整高度相同的中空框架符杠。事件的值在
框架符杠中显示为彩色符杠。

创建事件
Hyper Editor 提供了几种独特的方法来创建（和编辑）MIDI 事件。

若要添加事件
1 选定铅笔工具。

2 在合适的事件定义通道上点按时间位置。

3 在您松开鼠标按键前上下拖移以改变事件值。

若要添加多个事件
µ 使用铅笔工具，在合适的事件定义通道上水平拖移时间位置。

这会产生一条新事件的手画曲线，该曲线遵循着（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铅笔工具
在通道中的移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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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以线性方式创建多个事件
1 选定线工具。

2 在合适的事件定义通道上点按一个位置。

此时会出现一个帮助标记，在最上面的线上显示准确位置和事件值。

3 将鼠标移到想要的线段端点（向右或向左）。

执行此操作时，您会发现线工具指针后面拖出一条直线，准确位置和事件值会显示
在帮助标记中。

4 点按端点，以创建多个沿直线对齐的事件符杠。

新事件创建在每个网格位置（根据“网格”参数），在线的开始点和结束点内。

若要创建或更改小节中的线性序列事件
1 选定线工具。

2 在合适的事件定义通道上点按一个位置。

此时会出现一个帮助标记，在最上面的线上显示准确位置和事件值。

3 将鼠标移到想要的线段端点（向右或向左）。

执行此操作时，您会发现线工具指针后面拖出一条直线，准确位置和事件值会显示
在帮助标记中。

584 第 24 章 在 Hyper Editor 中编辑 MIDI



4 按住 Shift 键点按端点。

这样会立刻从原始线的结束点开始绘制另一条线。

若要在通道中已存在其他事件时创建新事件
1 选定线工具。

2 在合适的事件定义通道上点按一个位置。

此时会出现一个帮助标记，在最上面的线上显示准确位置和事件值。

3 将鼠标移到想要的线段端点（向右或向左）。

执行此操作时，您会发现线工具指针后面拖出一条直线，准确位置和事件值会显示
在帮助标记中。

4 按住 Option 键点按端点。

线段开始点和结束点之间的区域内现有事件的值沿线对齐（例如，创建渐强乐段）。
新事件创建在每个（未被占用的）网格值上。

您也可以在创建事件时分配固定的值。检查器中的“修正值”注记格被选中时，可防
止任何事件值被指针或铅笔工具更改。

这是使用铅笔工具添加事件时的理想选择，因为所有事件都分配了以前选定事件的
值。这允许您绘制一连串具有相同值的事件，例如，最适于在一行 16 分音符踩镲
中绘制。

若要分配固定的事件值
1 选择检查器中的“修正值”注记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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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铅笔工具点按任何现有事件以将其值用作预置。

在“修正值”模式下，将不可能通过点按来改变事件值。

备注： 当您在“修正值”模式下使用线工具添加事件时，预置值始终用作线的开始
值。

您可以使用“长度”参数更改要添加并以等份（左侧数字）和音位（右侧数字）来度
量的事件的长度（这主要适用于音符事件）。您应该避免使用小音位值。当快速连
续地发送“音符开”/“音符关”信息时，许多 MIDI 设备不能足够快地响应，从而导致听
不到音符。

选定事件
您可以使用通常的选择方法（请参阅使用选择技巧），注意以下区别：

若要选择单个事件
µ 按住 Shift 键点按事件。

若要选择多个相邻的事件
µ 按住 Shift 键，并通过拖移选择事件。

确定未点按任何事件。如果您只用指针工具点按或拖移，选定的事件值就会被改
变，因此要确定按住了 Shift 键。

若要选择通道上的所有事件
µ 点按事件定义名称。

若要选择多个通道上的所有事件
µ 按住 Shift 键点按合适的事件定义名称。

删除事件
使用橡皮工具点按事件可单个删除事件。下列技巧中包含删除多个事件的方法。

若要删除一个通道上的多个相邻事件
µ 使用橡皮工具在事件上拖移。

若要删除多个不相邻事件
µ 选择您想要去掉的事件，然后按 Delete 键。

若要删除相似或同等事件
1 选择您想要删除的音符中的一个。

2 选取“编辑”>“选定相似事件”或选取“编辑”>“选定同等事件”（例如，同一个音高的音
符），然后按下 Delete 键删除所选事件。

有关相似和同等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选择相似或相同的对象、片段或事件。

您也可以通过选取一个“删除 MIDI 事件”命令来删除事件，这些命令位于 Hyper Editor
的本地菜单栏中。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删除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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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已删除的事件
一个或多个事件的意外删除，或者只是改变主意或编辑错误都是乐曲创作中不可避
免的情况。幸运的是您可以轻松地在 Logic Pro 中返回原来的编辑。您还可以选择
使用铅笔工具简单地重建一个事件。

若要撤销上一个事件编辑步骤或删除
µ 从主菜单中选取“编辑”>“撤销”（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mmand-Z）。

若要撤销或重做多个步骤
1 选取“编辑”>“撤销历史记录”。

此操作会打开“撤销历史记录”窗口。最近的编辑步骤（在列表底部）将被高亮显
示。

2 点按任何条目，以撤销或重做被点按与高亮显示的条目之间的所有步骤。

此进程中所有步骤都是活跃的。

重要事项： 执行完“撤销”操作之前不显示“重做”列表。

“重做”列表出现在“撤销”项下方。第一个可以重做的项将用灰色文字标示。

若要撤销或重做一个单独的步骤
1 按住 Command 键点按步骤。

此时会打开一个警告对话框。

2 点按“应用”以撤销或重做该步骤。点按“取消”以中止该步骤。

这将撤销或重做一个独立的步骤，而不影响点按和高亮显示（最近）条目之间的所
有步骤。

改变事件值
事件可单个或成组地更改。成组更改时，事件值间的绝对差保持恒定。

若要更改单个事件值
µ 请（使用指针或铅笔工具）抓住事件符杠并垂直拖移。

当您拖移时，当前值显示在帮助标记中。

若要更改多个相邻的事件值
µ 请使用指针工具在事件上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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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拖移过每个事件时，当前值显示在帮助标记中。

若要更改多个事件值
1 使用任何选择技巧选择您想要编辑的事件。

2 抓住成组的（并高亮显示）符杠中的一个并垂直拖移。

所有事件的值都会被调整。如果该组中的任何符杠达到了最大值或最小值，您不能
再朝那个方向前进。

若要在一组事件达到极限值后调整事件值
µ 如果您执行此操作时按下 Option 键，您就可以保持增大或减小组中所有事件值，

直到抓住的时间符杠达到最大或最小值。

移动和拷贝事件
事件可移动或拷贝到同一或其他通道的其他位置。当您在通道间移动或拷贝事件
时，事件值保持不变，但转换为目标事件定义。例如，将多个事件从“音量”通道移
到“声相”通道会导致用于位置声相的音量值变化。

若要移动选定的事件
µ 按住 Shift 键，然后拖到新的位置和通道。

当您这样操作时，会有一个帮助标记告知您位置、事件定义类型和值（如果适用）。

若要拷贝选定的事件
µ 按住 Option 键，然后拖到新的位置和通道。

当您这样操作时，会有一个帮助标记告知您位置、事件定义类型和值（如果适用）。

通过键盘命令移动事件
通过分配并使用以下键盘命令移动一个或多个事件可加快编辑速度。

• 将片段或事件位置向右挪动一个 SMPTE 帧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一个 SMPTE 帧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二分之一 SMPTE 帧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 1/2 SMPTE 帧1/2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五个 SMPTE 帧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 5 个 SMPTE 帧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一个 SMPTE 位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一个 SMPTE 位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一个音位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一个音位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一个等份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一个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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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一个节拍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一个节拍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一个小节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一个小节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 1 个挪动值的距离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 1 个挪动值的距离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 1 个样本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 1 个样本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 1 毫秒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 1 毫秒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 10 毫秒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 10 毫秒

选定的事件向右 (+1) 或向左 (-1) 移动一个步长，由特定的命令名称中涉及的单位决
定。

使用夹纸板拷贝和移动事件
您也可以使用夹纸板来拷贝和移动事件：

• “编辑”>“拷贝”（或 Command-C）可将事件拷贝到夹纸板中。

• “编辑”>“剪切”（或 Command-X）可将事件移到夹纸板中。

• “编辑”>“粘贴”（或 Command-V）使用事件的原始音高，将事件粘贴在当前播放
头位置上。

您还可以在 Hyper Editor 中执行高级拷贝和移动操作。例如，这可让您直接交换事
件，或将一组事件从一个片段的一节合并到同一或另一片段中。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高级音符拷贝和移动选项。

保护事件的位置
有时您会想保护某些事件不被移动。例如，在视频声音轨道中，可能使用多个音符
事件来触发符合演员走下走廊的脚步声样本。您已经为此场景创建了音乐，但被要
求增大速度以与走廊中不同摄像机角度的多个剪辑相符。显然，项目速度的变化会
移动事件，从而导致脚步声样本不同步。幸运的是，Logic Pro 具有保持事件绝对时
间位置的功能。

若要保护一个或多个选定事件的位置
µ 选取“功能”>“锁定 SMPTE 位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此操作将确保速度发

生变化时，处于特定绝对时间位置（例如，1 小时、3 分钟、15 秒钟、12 帧）的事
件保持在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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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取消对一个或多个选定事件位置的保护
µ 选取“功能”>“解锁 SMPTE 位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使用事件定义
事件定义确定每个 Hyper Editor 通道上显示的事件类型。事件在每个通道上显示为
垂直符杠，与小节标尺中特定的时间位置对齐。

改变符杠的显示方式有多种方法，这使创建或调整特定事件类型更为简单（请参阅
改变网格和符杠显示）。您还可以更改超级设置中每个事件定义的网格精度，这在
创建鼓类模式时尤其有用。通道的高度和水平大小通过缩放条调整。

选定和创建事件定义
您可以使用指针或铅笔工具点按名称栏来选定事件定义。

这让您可以在检查器中创建新定义、查看和改变事件定义参数（请参阅使用“事件
定义参数”框）。

您可以使用“选择下一个超级定义”或“选择上一个超级定义”键盘命令在事件定义之
间快速移动。

若要选择多个事件定义
µ 按下 Shift 键并用指针或铅笔工具点按每个事件定义。

您可以对多个选定事件定义的参数同时进行更改（请参阅同时调整多个事件定义）。

若要创建新事件定义
1 点按其中一个显示名称以选择事件定义通道。

选定的通道将高亮显示。

2 选取“Hyper”>“创建事件定义”（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Option-Command-N）。

这会创建一个新事件定义通道。原始的和所有后续的事件定义通道都向下移动。新
事件定义参数与原始选定的事件定义相同。

3 在检查器中调整事件定义参数。

您可以使用“自动定义”功能为项目中的特定事件类型自动创建事件定义。

若要为特定事件创建事件定义
1 在其他某个 MIDI 编辑器中选择事件类型（例如，控制器 #71 共鸣）。

提示： 对此任务，强烈推荐使用事件列表，因为它能显示所有 MIDI 事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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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 Hyper Editor 的检查器中的“自动定义”注记格（或使用“开关自动定义”键盘命
令，默认分配：  Control-A）。

3 在 Hyper Editor 中选取“Hyper”>“创建事件定义”（或使用“创建事件定义”键盘命令，
默认分配：  Option-Command-N）。

如果超级设置已经包含了与之匹配的事件定义（例如，控制器 #71 共鸣），Logic Pro
将不会创建多余重复定义。在此情形下，现有事件定义将移到 Hyper Editor 的可见
区域。

备注： 请不要忘记在完成输入后立即取消选择“自动定义”。如果没有这样做，您可
能会不小心选择另一编辑器中的事件类型，这将会被用作新事件定义的基础。特别
是当您使用 Control-Return 键盘命令创建新定义时，这可能会带来麻烦和意外。

若要一次创建多个事件定义
1 选择您要在其他某个 MIDI 编辑器中为其创建事件定义的事件。

如上文所述，推荐使用事件列表。

2 执行以下操作中的一项

• 选取“Hyper”>“创建多个事件定义”（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然后在对话框中
点按“选定的”按钮。

• 选取“Hyper”>“创建当前事件的超级设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这会创建一个包含每个选定事件类型的事件定义通道的新超级设置。这对为片段中
的所有超级画笔（MIDI 控制器）事件快速创建超级设置尤其有用。打开事件列表，
过滤音符事件，选定所有剩余事件，并使用“Hyper”>“创建当前事件的超级设置”。

若要为片段中的所有事件类型创建事件定义
1 选定片段。

2 选取“Hyper”>“创建多个事件定义”（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3 点按对话框中的“全部”按钮，确认您想要为片段中所有类型的事件创建事件定义。

提示： 在创建一组新定义之前创建一个新超级设置是个好主意。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创建超级设置。

拷贝、删除和重新排列事件定义
下列步骤使创建和组织超级设置更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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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两个超级设置间拷贝事件定义
1 选择您想要拷贝的事件定义。

2 选取“Hyper”>“拷贝事件定义”（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C）。

3 通过在检查器顶部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超级设置名称切换到目的超级设置。

4 选取“Hyper”>“粘贴事件定义”（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V）。

若要删除事件定义
µ 选择事件定义，然后选取“Hyper”>“删除事件定义”（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

分配：  Control-Delete）。

若要重新排列事件定义通道的顺序
µ 抓住您要移动的事件定义的名称，然后将其（垂直地）拖到新位置。

转换事件定义
您可以重新定义事件定义（及所有事件）。事件值保持不变，但事件类型已变为新
的事件定义。

若要转换事件定义及所有事件
1 选择您想要转换的事件定义。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Hyper”>“转换事件定义”（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 连按您想要转换的事件定义的名称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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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转换定义”对话框中选取设置，然后点按“转换”按钮。

在（“转换”按钮）左侧，您可以看到所选事件定义的参数，在右侧，您可以定义目
的事件类型的参数。（源事件定义的）当前设置用作目的事件定义的默认值。

选择“量化事件”注记格，以将事件位置量化为在右侧参数栏选取的“网格”值。如果
右侧显示“延迟”值，量化将考虑此值。

如果您只打开了“转换定义”对话框，更改右侧栏中的“网格”值，选择“量化事件”注记
格（不做进一步更改），系统将量化选定事件定义通道的事件位置。

使用“事件定义参数”框
您可以使用检查器中的“事件定义参数”框来改变选定事件定义通道的设置。最重要
的参数是“状态”和（“第一数据字节”）。有关所有与显示相关的参数的信息，请参
阅改变网格和符杠显示。

更改事件状态
事件状态决定由每个事件定义通道控制的事件类型。点按住“状态”线右侧的箭头，
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以下项中的一项：

• 推子： 用于定义推子事件通道。推子事件数据可用于控制任何可能的参数（除
使用控制器的通道音量和声相外）。推子数据还可用于创建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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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用于定义元事件通道。元事件是可执行诸如屏幕设置切换等任务的内部
Logic Pro 命令。

• 音符： 如果您想要为特定的音符音高定义通道（尤其适用于鼓类音色编排）。

• Control： 如果您想要定义 MIDI 控制器通道。

• C- Press（通道压力）： 用于定义通道压力的通道（也称为触后响应，这是许多
合成器中用于添加颤音的一个功能，例如，当您按下已被按住的 MIDI 键盘按键
时）。

• P-Press（复音压力）： 如上所述，但每个音符可单独调制。

• 音色变化： 用于定义用来创建和发送 MIDI 音色变化事件的通道，让您可以在片
段中途的声音（例如，电钢琴和古钢琴）间切换。

• 弯音： 用于定义弯音信息的通道。

重要事项： 在“状态”线中所做的选择直接影响“第一数据字节”参数的操作（和外
观）。

例如，如果在“状态”参数线上选取“音符”，您就可以使用第一数据字节确定选定事
件定义通道的音高（MIDI 音符编号）。如果 MIDI 片段是由对应的乐器演奏的，这
里就会出现一个输入音符名称（鼓类声音名称）的弹出式菜单。

使用第一数据字节参数
“第一个数据字节”注记格和菜单出现在检查器中的“事件定义参数”框的底部一行中。
您使用它们确定（显示的事件类型的）第一数据字节的值。

“第一数据字节“注记格确定是否应显示具有已定义第一数据字节的事件（如果选
择），或是否应忽略此设置（如果不选择）。对于音符事件，所有音符（无论音
高）的力度值都将显示在相关事件定义通道中。

“第一数据字节”参数的名称反映了选定的“状态”参数，如下所示：

• 推子、元、控制、音色： 编号显示为第一数据字节。

• 音符、P-Press： 音高显示为第一数据字节。

• C-Press 和弯音： 第一数据字节不明确，因为其没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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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状态”线中选取“控制”，您可以使用显示在“第一数据字节”参数线中的弹出式
菜单确定控制器类型（控制器编号）。

同样，如果在“状态”线中选取“元”或“推子”，则“第一数据字节”弹出式菜单将确定元
事件或推子事件的类型（元信息或推子信息的编号）。

如果在“状态”线中选取通道触后响应 (C-Press) 或音色变化事件（“音色”），则“第一
数据字节”参数设置将被忽略，第一数据字节显示为符杠高度。

如果在“状态”线中选取弯音数据 (PitchBd) 时，“第一数据字节”参数设置也会被忽略，
因为两个数据字节都用来显示符杠高度。

为事件定义命名
选定事件定义的名称显示在检查器中的“事件定义参数”框的显示三角形旁。这个名
称会镜像显示在 Hyper Editor 的名称栏中。

若要为事件定义命名
µ 连按名称，打开一个文本输入栏，键入名称，然后按下 Return 键。

备注： 如果您在“状态”和“第一数据字节”参数线中定义一个已命名的 MIDI 控制器
或对应乐器中的音符，则相关名称将作为预置。更改事件定义中的音符名称也会更
改对应乐器中相应的音符名称。

延迟事件定义
检查器的“延迟”参数对鼓类音色编排（如琶音）很有用，因为只有单个事件类型或
音符编号受影响。它还适用于紧缩或滑动片段中的音符，而无须采用量化的方法。

若要延迟或提前选定的事件定义
µ 将“延迟”参数设定为想要的值。

位置变化立即通过通道中的事件反映出来。新事件（当网格活跃时插入的）与网格
位置偏移，偏移的大小由“延迟”参数值确定。

提示： 通常，您应在音符事件稍前或稍后传输控制器数据，以改进音符时序。换
句话说，请在将音符的网格位置精确地放置在网格位置之前（采用负“延迟”值）放
置控制器。

设定 MIDI 通道编号
此时在通道右边出现一个注记格。您可以通过垂直拖移在此注记格的右边设定 MIDI
通道编号。如果您选择此框（打开它），则只显示所设定通道上的事件。如果未选
择此框，则通道参数会被忽略，将显示所有通道上符合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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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调整多个事件定义
正如您可以一次性调整多个 MIDI 片段的参数一样，您也可以同时设定多个事件定
义的参数。按住 Shift 键点按名称栏中的多个事件定义，就可以将它们选定。您也
可以使用“Hype”>“选定所有事件定义”来选择所有事件定义，然后通过按住 Shift 键
点按事件定义来取消选择一些事件定义。

您在“事件定义参数”框中所做的任何更改，都将影响选定的所有事件定义。

使用超级设置
您可以将一个同时显示的事件定义组合储存为超级设置。存储超级设置时，也就储
存了 Hyper Editor 的垂直缩放设置。（这决定了可以同时显示的事件定义数。）您
可以在每个项目中存储您需要数目的超级设置。

超级设置命令可以直接在“超级设置”菜单中（显示在检查器中）使用。您只需点按
“超级设置”菜单，然后选取命令来创建或清除超级设置。

使用默认超级设置
Hyper Editor 包含两个默认超级设置：  “MIDI 控制”和“通用 MIDI 架子鼓”。

• MIDI 控制： 为音量、声相、调制和其他一些常用的控制器类型提供了超级定义
通道。

• 通用 MIDI 架子鼓： 提供了与通用 MIDI (GM) 鼓类对应音符名称相符的通道。这
对于通过在音符事件中用铅笔画或绘制来创建鼓类（或其他乐器）声部来说非常
有用。它与使用基于模式的鼓类机器类似，在一个网络上手动输入每个节拍。

若要在“MIDI 控制”和“通用 MIDI 架子鼓”超级设置间切换
µ 从检查器的“超级设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超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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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在您创建的任何超级设置间切换的方法。可以给每个超级设置命名，以方便
选取您需要的那个。

这些事件定义和超级设置功能可以让您自定 Hyper Editor，使其只显示所需的 MIDI
事件类型。例如，假设您录制了一个合成器引导 MIDI 片段。您可以为片段中的音
符事件创建一个超级设置，在其中包含一些自定的“事件定义”通道。

该例子中的每个音符事件通道受限于单个音符音高的显示和控制。默认情况下，代
表音符事件的每个符杠都可以通过用指针工具垂直拖移来调整电平。在同一超级设
置中，您可以创建两个事件定义通道，这些通道用于控制引导声合成器的滤波器截
止和滤波器共鸣参数，使您可以创建或精确地编辑滤波器调整。

创建超级设置
若要创建一个新的超级设置，请选取“Hyper”>“创建超级设置”（或使用“超级设置”菜
单，或相应的键盘命令）。在新的超级设置中的预置事件定义是音量控制器 (#7)。
您所做的任何更改，如添加或重定义事件定义，或调整垂直缩放设置，都将自动储
存在当前超级设置中（如同使用屏幕设置）。

选取“Hyper”>“创建当前事件的超级设置”（或使用“超级设置”菜单，或使用相应的键
盘命令）以创建由当前选定事件类型组成的新超级设置。

创建通用 MIDI 鼓超级设置
通用 MIDI 具有为鼓类和打击乐声音建立的键盘分配图案（MIDI 音符图）。经常在
兼容非通用、GS 或 XG 的声音模块、采样器和合成器中采用此对应标准。但是，在
某些情况下，您需要作一些更改。

由于 Hyper Editor 非常适用于鼓乐器轨道的创建和编辑，因此您不妨为鼓组创建一
个量身定制的超级设置，其中包含正确的鼓名称和踩镲模式。

若要为通用 MIDI 架子鼓创建超级设置
µ 选取“Hyper”>“创建通用 MIDI 鼓组”（或使用“超级设置”菜单，或各自的键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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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超级设置中更改每个事件定义（鼓类通道或打击乐通道）的名称、定位和
踩镲模式。请参阅为事件定义命名，以了解为套件中的每个鼓音重新命名的信息，
如果名称不符合通用 MIDI 对应标准的话。

使用踩镲模式
在踩镲模式中，事件定义可以组合在一起。在任何小节标尺位置，每组只有一个事
件可播放。此功能通常用于防止在同一时间位置插入不同的踩镲音符（打开、关
闭、踏板）。这反映了踩镲的实际特性，即不能同时打开和关闭。

若要定义一个踩镲组
1 点按名称栏左侧显示的点（例如，脚鼓 1）。

2 点按另一（临近的）名称栏左侧显示的点（例如，脚鼓 2）。

点线连接了该栏左侧边缘中的两个乐器通道。

3 点按每个通道的点以关闭踩镲模式。

踩镲组中的所有通道都必须互相垂直相邻。如果您想在不相邻的通道中组合多个事
件，只需通过在 Hyper Editor 窗口中上/下拖移名称来移动它们。

如果您向踩镲组中的任何通道添加事件，则在此时间位置存在的所有事件都将被删
除。

您可以在超级设置中创建所需数目的踩镲组，但在踩镲模式关闭的情况下必须至少
用一条线将它们彼此分开。

为超级设置命名
默认情况下，新的超级设置被命名为“MIDI 控制”或“通用 MIDI 架子鼓”。

若要为超级设置重新命名
µ 点按检查器的“超级设置”菜单中显示的名称，键入新名称，然后按下 Retrun 键。

598 第 24 章 在 Hyper Editor 中编辑 MIDI



清除或删除超级设置
清除超级设置会将超级设置还原为其默认状态，其中包含音量控制器的预置事件定
义。

若要清除当前的超级设置
µ 选取“Hyper”>“清除超级设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µ 从检查器的“超级设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清除超级设置”。

若要删除当前的超级设置
µ 选取“Hyper”>“删除超级设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µ 从检查器的“超级设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删除超级设置”。

载入超级设置
您可以通过载入已存储的超级设置来将 Hyper Editor 显示切换为想要的事件类型。

若要载入超级设置
µ 从检查器的“超级设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超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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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列表是 Logic Pro 中功能最强大、灵活且完善的 MIDI 编辑器。所有的 MIDI 事件
类型在事件列表中都显示为字母数字列表。在该窗口中可以更改事件的所有方面，
包括开始点、结束点、长度、通道和值。您可以查看片段上的所有事件，还可以过
滤列表以限制该列表显示一个或多个事件类型，如音符事件、弯音事件或同时显示
两个事件类型。这就使得事件的选择和编辑操作更快捷、更简便。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了解事件列表 (第 602 页)

• 选定和创建事件 (第 606 页)

• 编辑事件 (第 609 页)

• 删除事件和使事件静音 (第 612 页)

• 使片段或文件夹独奏或给其重新命名 (第 612 页)

• 了解事件类型 (第 613 页)

• 事件浮动窗口 (第 6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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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事件列表
所有的功能和选项都显示在事件列表区域的顶部。事件本身显示在下面的列表区域
中。

若要在编配窗口中以标签形式打开事件列表
µ 点按编配工具栏右上角的“列表”按钮，然后点按“事件”标签（或使用“开关事件列表”

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E）。

若要将事件列表打开为单独窗口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窗口”>“事件列表”（或使用“打开事件列表”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mman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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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拖移“事件”标签，拖移时标签会更改为“事件列表”窗口。

改变事件列表视图层次
默认情况下，事件列表会显示选定 MIDI 片段中的所有事件。

事件列表也可以在编配窗口中显示一个包含所有片段（和文件夹）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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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查看编配片断（和文件夹）列表
µ 点按“事件列表”窗口左上角的“层次”按钮。

只有当事件列表视图显示片段内容（即显示事件）时，该按钮才可用。

若要查看片段内的事件
µ 用指针工具连按片段的名称。

列表中会显示内容（事件）。

事件列表不能显示选择的多个片段的事件。当打开“内容链接”模式时，事件列表总
是显示最近选定片段的事件（当通过按下 Shift 键并点按的方式选择多个片段时也
是如此）。在查看选定的 MIDI 片段中的事件时，您可以利用事件类型按钮来过滤
显示。

备注： 您可以在编配窗口的文件夹内将文件夹打包。您只需多次使用上列步骤，
就可以在最复杂的文件夹层次中向上或向下导航。

过滤事件类型
在选定的 MIDI 片段中查看事件时，您可以充分利用事件类型按钮来过滤显示。这
些按钮用于隐藏下面列表中特定的事件类型，从而限制视图，使其只显示您想要编
辑的事件。

举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这些工具的用途：  设想一个跨越八小节的前置合成器独奏。
在录音时，您十分喜爱弯音，却发现每个值为 55 的弯音事件的声音都与另一个轨
道上的背景音不合调。过滤视图，这样就只有弯音事件可见，选择一个值为 55 的
事件，并选取“编辑”>“选择同等片段”（或使用“选择同等片段/事件”键盘命令，默认
分配：  Shift-E）。选定所有值为 55 的弯音事件，允许您同时改变它们的值，或将
其删除。

重要事项： 事件列表中执行的所有选择和编辑功能仅影响已显示事件，这样就能
保护不可见的事件不被修改。

若要过滤事件视图
1 点按“过滤”按钮，以打开“过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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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按您想要按“音符”、“弯音”等来过滤的事件类型按钮。

与活跃的按钮相符的事件会从显示列表中消失。

增强事件显示
通常，事件列表显示限制为每个事件一条线。当“附加简介”按钮打开时，也同时显
示与该事件一起储存的所有信息。

这对于编辑 SysEx 信息尤其重要。在检测事件列表中的音符事件时，您也会注意到
“Rel Vel”（释键力度或“音符关”信息），您可以直接编辑该信息。

当显示附加简介时，乐谱布局信息也包括在列表中。如果您愿意，您可以在事件列
表中编辑该信息，但是在乐谱编辑器中处理它会更有效。

备注： 只有在打开“过滤”按钮时，“附加简介”按钮才可见。一旦激活后，增强的事
件列表会一直显示（以“过滤”或“创建”模式），直到关闭“附加简介”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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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显示区域以外的事件
您通常会发现列表中显示的事件数超过了屏幕空间允许的数量。当您点按走带控制
条上的“播放”按钮时，列表会自动滚动，播放头位置（或最靠近播放头位置）的事
件在回放期间以白线表示。

备注： 必须打开“跟随”按钮，事件列表才会在回放或录制时自动滚动浏览事件。

若要查看显示区域以外的事件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使用事件类型按钮过滤列表，从而减少显示事件的数量。

µ 将滚动条拖到列表区域的右侧。

µ 选取“视图”>“滚动到选定部分”（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备注： 当选取框所选内容活跃时，使用此键盘命令移动编辑窗口的可见部分，以
反映选取框所选内容。

使用快捷键菜单
许多选择、编辑以及其他命令都可以通过右键点按事件列表中的任何位置来执行。
使用此方法可以加快工作流程。

备注： 只有在以下情况时才能使用“鼠标右键”访问右键点按快捷键菜单：  在
“Logic Pro”>“偏好设置”>“通用”>“编辑”面板中选取了“打开快捷键菜单”选项。

选定和创建事件
您可以使用事件列表中的任何标准选择技巧：  通过点按事件可以单个选择事件，
使用拖移可以选择多个事件，或者（在不修改上一个选择的情况下）按下 Shift 键，
同时使用两种方法。有关全部选择技巧的完整详细信息，将在使用选择技巧中论
述。

提示： 在使用指针选择事件时，您应该点按“状态”栏内的事件名称，以避免对参数
作出任何无意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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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选择一个事件并使用箭头键浏览列表
µ 按下左键头键，以选择上一个事件，或按下右箭头键，以选择下一个事件。分别按

住两个箭头键以滚动浏览列表。

若要用箭头键选择多个事件
µ 按住 Shift 键并按下左箭头键或右箭头键。（在按住 Shift 键的同时）按住箭头键以

选择多个事件。

备注： 如果打开“MIDI 输出”按钮（默认为打开），会播放每个新选择的事件。这
允许您滚动浏览（或播放）列表，在选定事件时，监听事件。

进一步缩小事件选择的范围
使用事件类型按钮过滤已显示的事件可以让选择更快捷。

您可以单独使用这些过滤按钮，也可以与“编辑”菜单中可用的特定选择命令以及键
盘命令同时使用。这些项包括：

• 全选（默认键盘命令分配：  Command-A）： 选定所有可见的事件。

• 选择以下全部（默认键盘命令分配：  Shift-F）： 选定当前选定事件后面（下面）
的所有事件。

备注： 当选取框所选内容活跃时，在选取框所选内容内的所有轨道上使用此键
盘命令来将选取框所选内容扩展到项目结束点。

• 选择定位符以内的（默认键盘命令分配：  Shift-L）： 选定位于定位符边界之内
的所有事件。

备注： 当选取框活跃时，使用此键盘命令将选取框设定为与定位符匹配。

• 选择重叠的片段/事件： 选定所有互相重叠的事件。这通常是一个事件的结束，
也是下一个事件的开始。

• 选择静音的片段/事件（默认键盘命令分配：  Shift-M）： 选定所有静音的事件。
该选择命令通常为了后续的删除操作做准备 (Delete)。

• 选择相似的片段/事件（默认键盘命令分配：  Shift-S）： 例如，选定所有 C#3 音
符事件。

• 选择同等片段/事件（默认键盘命令分配：  Shift-E）： 选定一致的事件（相同的
事件类型和值）。

• 选择同等通道（默认键盘命令分配：  Shift-K）： 选定相同 MIDI 通道上的事件。

• 选择同等子位置（默认键盘命令分配：  Shift-P）： 选定从相同位置开始的事件。

有关组成同等或相似事件的详细信息，可以在选择相似或相同的对象、片段或事件
中找到。

创建事件
正如在 Logic Pro 中录音中描述的一样，事件列表接受实时和步进的 MIDI 事件录
音。与其他 MIDI 编辑器一样，您也可以直接在事件列表中创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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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手动添加事件
1 将播放头移到插入位置。

如果不移动，则将当前播放头位置用作插入位置。

2 点按“创建”按钮。

3 点按事件类型按钮。

将事件添加到播放头位置，并自动选定该事件。

重要事项： 只能在已有的片段上创建事件。如果选择的编配轨道上没有选定片段，
或不存在片段，会出现一个警告。

若要复制已有的事件
1 用铅笔工具在“状态”栏中点按原（源）事件名称。

2 此时会出现一个输入框。用它来输入复制事件的位置。如果按下 Return，复制的事
件会出现在与原事件相同的位置上。

复制功能对创建具有不同值的事件的副本非常有用；例如，在与另一个音符相同的
位置创建一个或多个特定长度和力度的音符。然后您可以修改复制音符的音高（“编
号”栏），从而创建和弦，或新和弦声音。

若要从夹纸板中添加一个或多个事件
1 在另外一个编辑器中执行拷贝操作后，选取“编辑”>“粘贴”（默认键盘命令分

配：  Command-V）。

2 此时会出现一个位置输入框，让您键入第一个事件的目的位置。如果您按下 Return，
系统会保留和使用第一个事件的原始位置。保留其他拷贝的事件的相对位置。

重要事项： 只有事件列表才有位置输入框。像图形编辑器一样，粘贴的事件不会
自动添加到播放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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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贝和移动事件
您可以在事件列表中执行高级拷贝和移动操作。这允许您直接交换事件，或将片段
的某一节中的一组音符合并到同一个片段或另一个片段。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高
级音符拷贝和移动选项。

保护事件的位置
在很多情况下，您需要保护某些事件不被移动。例如，在视频声音轨道中，可能使
用多个音符事件来触发符合演员走下走廊的脚步声样本。

您已经为此场景创建了音乐，但被要求增大速度以与走廊中不同摄像机角度的多个
剪辑相符。显然，项目速度的变化会移动事件，而导致不同步的脚步声样本。幸运
的是，Logic Pro 具有保持事件绝对时间位置的功能。

若要保护一个或多个选定事件的位置
µ 选取“功能”>“锁定 SMPTE 位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此操作将确保速度发生变化时，处于特定绝对时间位置（例如，1 小时、3 分钟、
15 秒钟、12 帧）的事件保持在此位置。

若要取消对一个或多个事件位置的保护
µ 选取“功能”>“解锁 SMPTE 位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编辑事件
列表区域具有多个栏：  “位置”这些栏显示所有事件类型的所有详细信息。大多数情
况下，您可以直接编辑显示的数据（“状态”栏除外，它仅指示事件类型）。

并不是所有的事件类型都使用所有栏。例如：系统专用信息不是与 MIDI 通道特定
的信息，所以不使用“通道”栏。通道和复音压力信息没有长度，所以“长度/简介”栏
保留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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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点按“编号”栏或“值”栏中的信息，会打开一个弹出式菜单，允许您
选取一个选项。例如：点按 MIDI 控制器事件的“编号”栏（“控制”显示在“状态”栏
中），会打开已编号和已命名的标准 MIDI 控制器类型的弹出式菜单。这些包括控
制器编号 3 ＝“独奏”、7 ＝“音量”、10 ＝“声相”，等等。

有关不同的事件类型、栏中显示的参数以及这些更改对事件及其他栏的影响的完整
详细信息，可以在了解事件类型中找到。

改变事件的位置和长度
“位置”和“长度/简介”栏中显示的单位表示小节、节拍、等份和音位。每个单位从 1
开始计数（第一小节、第一节拍、第一等份、第一音位：  1 1 1 1），持续向下计
数，直到下一个最大的单位。

数字输入从左边开始（意思是说在键入值时，如果您想要将事件移到特定小节的开
始处，您只需输入小节编号，并按下 Return 即可）。单元可通过空格、点或逗号
分隔，您可以键入 3.2.2.2 或 3, 2, 2, 2 或 3 空格 2 空格 2 空格 2。

备注： 为了辨别清楚，以一个或多个零开始的长度，使用句点（“.”）代替零。最
小可能长度是 1 音位 (. . . 1)，而不是 0 音位，因为同时打开和关闭一个音符（或其
他事件）没有意义！

若要及时移动一个事件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连按位置指示符（在“位置”栏中），并键入一个新值。按下 Return，以退出位置输
入栏。

µ 点按住特定位置单元，并垂直拖移。完成后释放鼠标键。

如果打开其他编辑器（如钢琴卷帘窗编辑器），在更改值时，您会看到音符事件移
动。一旦修改了事件位置，系统会自动给列表重新排序。当前选定的事件仍保持高
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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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更改事件的长度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连按长度/简介指示符（在“长度/简介”栏中），并键入一个新值。按下 Return，以
退出长度输入栏。

µ 点按住特定长度/简介单元，并垂直拖移。完成后释放鼠标键。

如果打开其他编辑器（如钢琴卷帘窗编辑器），在更改值时，您会看到音符事件的
长度也随之更改。

改变“位置”和“长度”栏的外观
不是每个项目都以小节/节拍为标准的。例如，当您使用电影或视频时，这些“视图”
菜单命令可以让您更容易地改变事件位置和长度。

• “视图”>“以 SMPTE 为单位的事件位置和长度”： 选取，从而以 SMPTE 为单位显示
位置和长度栏。

• “视图”>“长度为绝对位置”： 允许您使长度显示以音符关事件的绝对位置的形式
出现，而不是从音符位置处开始的长度。

• “视图”>“相对位置”： 如果活跃，事件位置不是指在项目内的绝对位置，而是指
在 MIDI 片段内的相对位置（距离 MIDI 片段开始处的距离）。

修改事件值
可以将鼠标用作滑块或使用文字输入来更改事件参数值，就像更改显示在“值”、“编
号”或“通道”栏中的位置或长度一样。

您不可以直接改变“状态”栏中的事件类型。

若要改变事件类型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功能”>“变换”以打开变换窗口并变换事件。

请参阅在变换窗口中编辑 MIDI 事件。

µ 添加新类型的事件，并删除原来的事件。

如果改变了多个选定事件中一个事件的参数，它会影响选定组内所有事件中的相同
参数。当您改变选定事件组中的参数值时，参数值间的相对差异保持不变。

只有当选定事件组中一个事件的（相同）参数达到最大值或最小值时，才可以改变
参数值。

若要覆盖最大值或最小值限制
µ 按住 Option 键并拖移该值，或者按下 Return，以确认数字输入。

这允许您继续在选定的多个事件中修改参数值，甚至可以修改没有达到最大值或最
小值的选定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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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为选定的所有事件设定相同的参数值。
µ 按住 Shift-Option，同时将鼠标用作滑块，或按下 Return，以确认数字输入。

备注： 可以选定不同的事件类型，并同时修改“编号”或“值”参数。不用说，这会产
生意外的，灾难性的结果。强烈建议您利用事件过滤按钮，以隐藏不相符的事件类
型。在创建或编辑事件组时，也可以使用增强的选择功能。

删除事件和使事件静音
这两个功能紧密相连，因为您会经常想要将已经静音的事件删除。

若要使音符事件静音或取消静音
µ 用静音工具点按音符事件。

在静音的音符事件的“状态”栏中出现一个点。

“编辑”>“选定静音的片段/事件”命令在事件列表中可用。它允许在 MIDI 片段中选择
所有静音的音符，易于删除。

若要删除事件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使用橡皮工具点按它们。

µ 选择事件，然后按下“删除”。

µ 选取“功能”>“删除 MIDI 事件”菜单中的一个命令。

• 复制（默认键盘命令分配：  D）： 抹掉所有复制事件。

• “定位符以内的”或“定位符以外的”： 抹掉定位符以内/以外所有的 MIDI 事件。

• 片段外界以外的： 抹掉完全位于片段边界以外的所有 MIDI 事件，这在调整片段
大小时会发生。

• 选择范围内未选定的项： 抹掉所选区域内所有没有选定的 MIDI 事件，比如介于
定位符之间的。

使片段或文件夹独奏或给其重新命名
虽然独奏工具可以用来单独听事件，但当查看“编配”窗口片段或文件夹列表时最有
用（编配层次视图的事件列表）。

若要将一个片段、文件夹（或事件）设为独奏
µ 从“工具”菜单中选取独奏工具，并点按住“状态”栏中的片段或文件夹名称（事件）。

播放头会自动跳到选定片段或文件夹（或事件）的开始处，并且独奏回放开始。

若要给片段或文件夹重新命名
1 从“工具”菜单中选取文字工具，并点按“状态”栏中的片段或文件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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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键入一个新名称，并按下 Return，以退出文字栏。

相应的片段或文件夹在编配窗口被重新命名。

备注： 文字工具对事件没有影响，因为它们不能被重新命名。

了解事件类型
本节讲述事件列表中可以查看和改变的不同事件类型。

音符事件
音符事件可用于触发（播放）软件乐器和外部 MIDI 声音模块或键盘。

• 编号： MIDI 音符编号（或音高）。范围从 C -2（音符 #0) 到 G8（音符 #127）。
中音 C 是音符 #60。在 MIDI 术语中称为 C。在某些键盘和合成器模块上（特别对
于由 Korg 和 Roland 制造的键盘和合成器模块），音符范围是从 C -1（音符 #0）
到 G9 (#127)。中音 C 在这些设备上称为 C4。通过“Logic Pro”>“偏好设置”>“显示”
面板打开的“中音 C 显示为”弹出式菜单可让您改变显示以与设备匹配。

• 值： 音符的力度从 1 到 127。零值 (0) 作为音符关信息，不能被使用。

613第 25 章 在事件列表中编辑 MIDI 事件



• 长度/简介： 音符的长度。虽然 MIDI 只能传输音符开或音符关信息，Logic Pro 实
际上储存所有音符的位置和长度，使其在音乐方面更易于访问。在回放过程中自
动生成音符关信息。

对应的乐器音符
如果编辑的 MIDI 片段通过对应的乐器播放，为各个音符定义的名称就会出现在“状
态”栏。每个名称左边的小音符符号有助于将这些命名的事件识别为音符事件。

查看和改变音符释键力度
当“附加简介”按钮活跃时，您可以编辑音符事件的释键力度。

若要查看释键力度数据
µ 点按“附加简介”按钮（仅在过滤模式中可用）。

控制改变事件
这些事件类型用于将 MIDI 控制器信息（例如调制、延音、音量和声相）传输到软
件乐器或外部 MIDI 键盘和模块。

• 编号： 控制器的编号。给每个 MIDI 控制器（如调制旋钮或延音踏板）都分配一
个特定的持续控制器 (CC) 编号（分别为 CC#1 或 CC#64）。这会因设备不同而改
变。多数制造商使用同一方法定义了多个控制器（除上面两个外）；这些标准化
控制器包括音量 (CC#7) 和声相 (CC#10)。

• 长度/简介： 显示 MIDI 规格中定义的标准化控制器的名称。

• 值： 控制器的值。持续控制器的范围是 0 到 127。切换控制器 (CC#64－CC#90)
传输两个状态：  关（值 = 0）和开（介于 1 和 127 之间的任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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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音事件
弯音事件用于持续变化音高。它们通常由居中的弯音旋钮或键盘上的游戏杆生成。

• 编号： 微调弯音等份（LSB：  最不重要的字节）。许多键盘传输的值为 0。如果
弯音旋钮精度为 8 位，你会在该栏中看到值 0 或 64。

• 值： 有效的音高值（MSB：  最重要的字节），范围是从 0 到 127。值 64 对应该
旋钮的一半设置。

• 长度/简介： 14 位值在该栏中显示为十进制数，范围是 -8192 到 8191（如果您的
键盘传输 14 位弯音数据）。该栏中的值可以用常用的方法编辑。

音色改变事件
传输到相连接的 MIDI 设备的音色改变事件用于选择补丁程序（预置或设置）。例
如，它们可能是合成器中的声音，效果单元中的音色或者自动混音台上的快照。

• 值： 音色编号在 0 和 127 之间。

• 一些制造商（如 Yamaha）给其设备中音色编号为 1 到 128，而不是 0 到 127。
如果您的设备遵循该编号协议，那么在添加或修改音色变化事件时，您需要将
设备上显示的音色编号减去 1。

• 其他的制造商使用多种方法，将内存位置分为几个组（或音色库）和声音。最
常见的分法是 8 个声音 8 个组，编号从 1 到 8。这些设备对应于音色编号 0 到
63，其储存位置是 11 到 88。这些设备的说明手册应该包含转换表来帮助您。

• 编号： 音色库选择。正常情况下，您会看到该符号 (–)，意思是说不发送音色库
选定信息。如果您分配 0 和 126 之间的一个值，音色库选择事件会在音色改变事
件之前发送。

这允许您寻址到相连接的 MIDI 键盘和模块的不同的音色库（预置、内部、卡等
等）。合成器必须能够将控制器 32 识别为音色库选择，但不幸的是该标准不能被
所有的制造商使用。

如果您有音色库选择方面的任何问题，请检查合成器手册，以查看是否，以及怎样
对应于音色库选择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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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根据设备需要，您可以更改 Logic Pro 发送“音色库选择”信息的类型（请参
阅自定音色库选择）。

触后响应事件
触后响应（或通道压力）事件由某些 MIDI 键盘下面的机械压力传感器生成。这些
事件可以用于调制合成器声音。特定 MIDI 通道上所有的音符事件都受影响。这就
意味着将压力运用到一个持续的和弦的音符上会影响和弦中的所有音符。

• 编号： 不使用该栏，因为触后响应事件仅有一个数据字节。

• 值： 在键盘上显示压力值（0 到 127）。

复音压力事件
复音压力事件由某些 MIDI 键盘上各个键下面的机械压力传感器生成。产生的声音
调制仅会影响按得较重的特定音符（在初次击键后）。只有某些键盘提供这种功
能。

• 编号： 显示 MIDI 音符名称（C3、G4 等）。

• 值： 显示键的压力值（0 到 127）。

SysEx 事件
SysEx（系统专用数据）对各个 MIDI 设备是唯一的。您可以通过合成器的转存应用
程序来录制这些事件。这使您能够存储 MIDI 设备之外（位于 Logic 项目或 MIDI 文
件中）的补丁程序信息，或其他数据。EOX 前后的箭头用于添加或删除字节。

警告： 编辑 SysEx 事件需要您彻底理解 MIDI 设备使用的数据格式。错误的编辑会
导致声音或其他数据的崩溃或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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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进制格式的 SysEx 数据
您可以在事件列表或“SysEx Fader”编辑器中，用“查看”>“十六进制格式 SysEx”命令来
选取是以十六进制还是以小数点显示 SysEx 数据。

在 Logic Pro 中，十六进制数字的前面带有“$”符号。

有关手动编制 SysEx 信息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处理 SysEx 推子。

元事件
元事件是 Logic Pro 特有的控制信息。它们用于自动化 Logic Pro 的特定功能，并用
于组织和编配乐谱编辑器元素（特定的乐谱符号和格式），它们不能用 MIDI 事件
表示。

“编号”确定元事件功能，“值”确定发送的值。您只需插入和编辑事件列表中后面的
“编号”栏的值。

• 编号 = 47（将字节发送到 MIDI）： 这会发送轨道乐器介于 0 到 255 之间的任意
字节值 ($00-$FF)。列举一个此元事件用法的示例：  如果您将 246 作为字节发送，
这相当于一条 MIDI 调音请求信息。显示会出现“发送字节 $F6”。如果您知道您在
做什么，仅使用该元事件即可，如果您不知道您在做什么，您的声音模块和合成
器可能开始执行很不正常的操作。

• 编号 ＝ 48（切换推子）： 这会将 MIDI 事件发送到连线开关上的特定输出值。首
先，您需要连接轨道乐器和电缆交换机之间的电缆。有关连线开关的完整详细信
息，请参阅连线开关。

• 编号 = 49（跳到屏幕设置）： 该事件选定一个屏幕。“值”确定屏幕编号。

• 编号 ＝ 50（项目选择）： 该事件在 MIDI 数据过滤器或播放器上切换项目。“值”
确定储存的项目编号。

• 编号 ＝ 51（跳到标记）： 发送该事件时，回放将跳到另一个标记上。“值”确定
标记编号。

• 编号 ＝ 52： 该元事件停止播放。

也可以由环境中的推子对象生成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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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浮动窗口
“事件浮动窗”提供关于当前选定事件（或片段）的信息，并可以与事件列表中的单
线相比较。您可以在该窗口中编辑以下参数。

• 小节、节拍、等份和音位上选定事件或区域的开始点

• 选定事件或片段的类型或名称

• 录制的 MIDI 通道和第一数据字节（如果是事件）、音符的名称以及第二数据字
节（如果该事件类型有第二数据字节）。

• 小节、节拍、等份和音位上选定事件的长度

若要打开“事件浮动窗口”
µ 选取主菜单栏中的“选项”>“事件浮动窗”（或使用“开关事件浮动窗口”键盘命令，默

认分配：  Option-E）。

要在 SMPTE 时间和小节/节拍显示之间切换事件浮动窗
µ 点按（右侧的）音符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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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窗口可让您定义一组用于选择和改变特定 MIDI 事件的条件和操作。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了解“变换”窗口 (第 619 页)

• 选取和使用变换设置 (第 620 页)

• 了解变换预置 (第 621 页)

• 使用变换窗口参数 (第 630 页)

• 创建您自己的变换设置 (第 635 页)

• 从其他项目导入变换设置 (第 636 页)

• 使用示例 (第 636 页)

了解“变换”窗口
“变换”窗口之所以得此名称是因为它将 MIDI 事件（基于您选取的条件、操作和值）
变换为不同类型或不同值的事件。

“变换”窗口功能非常强大，是用于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进行的编辑（或至少非常复
杂的编辑）的理想工具。例如，假设发送了一个要进行编辑的管弦乐项目。单个的
小提琴和中提琴声部是用不同的弦乐库录制的，具有触后响应信息（在 200 个 MIDI
片段中，产生不可思议的音高调制）及一些样本层，当与您的弦乐样本一起播放
时，样本层会切换非人工信号。看过这些触后响应信息之后，您会发现只有小范围
内的值带来问题。您有以下几种选项：  编辑您的采样器乐器、手动去除所有触后
响应信息（片段接片段或全局地，后者会丢失触后响应信息所提供的演奏效果）或
在“变换”窗口中更改有问题的值。第三种选项听起来正是所需的。

对许多常用编辑任务而言，有大量的预置变换设置可供使用。这些可能包括了您所
需要的全部，但如果有别的需要，您可以随意创建并存储您自己的变换设置，以后
再调用它们。

提示： 环境包含了一个相似的变换器对象，您可以将它用于 MIDI 事件的实时变
换。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变换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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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打开“变换”窗口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从主菜单栏中选取“窗口”>“变换”（或使用“打开变换”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mmand-4）。

µ 如果您想要变换（您已在某一 MIDI 编辑器中选定的）事件，请从“功能”>“变换”菜
单中选取一个预置。

当然，您在 MIDI 编辑器中时可以选取“窗口”>“变换”命令，但是您需要手动选定一
个预置。

选取和使用变换设置
在“变换”窗口的左上角，您会看到一个“预置”菜单。菜单中的前 17 个项是写保护的
预置。这些预置提供常用编辑任务的模板，如创建渐强或修正音符长度等。

您可以临时更改所使用的预置参数，但当您退出预置时所有更改都会被放弃。

根据您的需要，花点时间创建您自己的变换设置可能是值得的。这些设置可以随意
配置并存储为项目的一部分。（在您的模板项目中执行此操作会使这些变换设置在
所有项目中都可用。）您的变换设置将显示在“预置”菜单的底部（请参阅创建您自
己的变换设置）。

若要使用变换预置
1 选取您想要变换的 MIDI 片段或事件。

2 点按“预置”菜单右侧的箭头按钮，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种变换设置。

备注： 您可以通过在“预置”菜单中选取“** 创建初始化的用户组！**”创建新的变换
设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您自己的变换设置。

3 在“模式”菜单中，选取您想要变换片段中选定事件的方式。

4 设定选择条件。

5 定义您想要执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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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您可以取消选择“隐藏未使用的参数”注记格（关闭它）以显示所有条件和操
作，从而可以做出更高级的选择。

6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点按“仅选定”按钮选定符合选择条件的所有事件。这些事件不会被变换。您可以
使用此选项改进您的选择，确保您的条件仅影响您真正想要变换的事件。

• 点按“仅操作”按钮，根据操作设置变换所有选定的事件。（选择条件无效。）如
果您想要编辑已经手动选定的事件时，这会很有用。

• 点按“选定并操作”按钮选定所有符合条件的事件，并按照“操作”设置变换它们。

备注： 所选（符合条件的）片段和事件的数量显示在选择和操作按钮上。

了解变换预置
本节介绍了这 17 个变换预置的用途，并提供了有关使用它们的一些提示。

随机音高
设定音符事件的随机音高。

更改“音高”条件值以改变您的选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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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力度
设定音符事件的随机力度。

更改“力度”条件值以改变您的选择范围。

随机音高、力度、长度
设定音符事件的随机音高、力度和长度。

更改“音高”、“力度”和“长度”条件值以改变您的选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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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强
用于将一组音符的力度从低值逐步增加到高值（反之，则为渐弱）。

• 选定包含您想要执行渐强操作的音符事件的区域（“位置”栏）。

• 在操作区域中设定力度值，范围为 1 至 127。

• 如果您想要力度变化不大的渐强，请设定较小的值范围。

• 若要执行渐弱，请在顶部“力度”栏中设定较高的值，在底部栏中设定较低的值。

按比例调整 14 位弯音
按比例调整弯音数据，保持 14 位信息不变。弯音事件的长度以从 -8192 到 8191 的
十进制值表示，这是保留下来的 14 位信息。

• 在操作区域的顶部值栏中选取微调弯音 (LSB) 和有效音高值 (MSB) 的倍增系数。

• 设定下面栏中的值（14 位），它随后被添加到按比例调整（倍增）后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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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速
通过将事件位置和长度减半使速度加倍。默认情况下，“位置”和“长度”的“除”值栏设
定为 2.0000。

将两个栏中的值都更改为 4.000 使速度变为原来的四倍。

这个预置对鼓片段是一个很好的创造性选择。以下示例假定在 Hyper Editor 中查看
“four-on-the-floor”脚鼓、小军鼓、踩镲和其他打击乐声音片段。

若要在 Hyper Editor 中试验“两倍速度”预置
1 点按其中一个鼓声音的名称栏。

这会选定片段中特定音高的所有音符事件。

2 将“长度”栏的值更改为与“位置”栏不符的值，反之亦然。

3 对其他鼓和打击乐声音重复这些步骤。

这会产生您可能未曾想到过的有趣的多旋律。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你可以在同一个片段上多次使用相同的变换操作，也可以
一个接一个地使用不同的变换预置，将它们结合起来获得最终结果。

半速
通过将事件位置和长度加倍使速度减半。“位置”和“长度”操作的“乘”值栏默认为
2.0000。

将两个“乘”操作值栏都设定为 1.5000，则会将速度降低大约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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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
给选定音符事件的位置、力度和长度添加一个随机值。这个预置对节奏声部很有
用，如古钢琴或钢琴伴奏以及鼓和打击乐片段（或事件）。它能给严格量化的素材
或手动输入的音符添加真实感（请参阅MIDI 逐个输入录音）。

改变“位置”、“力度”或“长度”值会增加或减小这些事件参数中每一个的随机系数。

倒转位置
倒转某个部分内事件（通常是音符）的位置。

更改“位置”条件值改变您的选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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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转音高
倒转所有音符事件的音高。

更改“成对”操作值设定轴转点音符编号，音符事件的音高会绕这个音符倒转。

变调
为所有音符事件移调。

• 将“加”操作值（以半音为步长）更改为所需量。

• 您可以在此栏中设定负值获得向下的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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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力度
改变力度曲线的缩放比例。这个预置对软件或 MIDI 乐器声部有特别的作用。力度
一般是用来控制乐器的初始音量，但经常用于触发滤波器包络，使声音更嘹亮或更
低沉。为片段移调比更改您的 MIDI 或软件乐器的力度缩放或滤波器参数快得多。

更改操作区域中的“力度”值栏以改变力度曲线。这会立即反映在下面的图区域中。

力度限制器
将力度限制到一个最大值。这非常适合通过限制力度为太刺耳的乐器声部移调。

更改“最大”操作栏值将力度限制到一个最大值。这会立即反映在下面的图区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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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音符长度
创建不变的音符长度。这对许多乐器都有用，特别是鼓和其他节奏声部，如钢琴、
古钢琴和贝司。

更改操作区域中的“长度”值栏会将所有选定事件的长度变为选取的长度。不管是较
短的还是较长的事件，都会被更改为与您定义的长度值相符。

最大音符长度
设定所有音符事件的最大长度。

更改操作区域中的“长度”值栏以定义最大音符长度。比此处定义长度短的现有音符
长度保持不变。比定义值长的事件会被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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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音符长度
设定最小音符长度。

更改操作区域中的“最小”值栏以定义最小音符长度。比此处定义长度长的现有音符
长度保持不变。比定义值短的音符事件的长度会增加。

量化音符长度
量化音符的长度。这个预置实际上量化音符的结束位置。

更改操作区域中的“长度”值栏，以定义音符结束位置被量化至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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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变换窗口参数
本节论述了单个变换窗口元素的使用，概述了每个选项的作用。本章最后的例子
（请参阅使用示例）会帮您了解如何使用每个参数，但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基本
上，只有您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限制可以在变换窗口中操作 MIDI 事件的方式。

定义全局参数
这些参数全局地影响变换窗口外观和操作模式。

• “模式”菜单： 选取以下一个菜单选项以确定如何变换事件。

• 将操作应用到选定事件： 选取这种模式将操作应用到所有选定事件。选定事
件由选择条件确定。

• 应用操作并删除未选定的事件： 选取此模式变换选定的事件，并删除所有未
选定的事件。只有符合选择条件的事件在变换操作后会保留下来。此模式可让
您将“变换”窗口用作可编程滤波器，只有符合条件的事件才能保留下来。

• 删除选定事件： 选取这种模式删除选定事件。此模式允许您将“变换”窗口用作
可编程删除功能。所有符合条件的事件都会被删除，其他所有事件保持不变。
这种模式下操作设置是不相关的。

• 拷贝选定事件，然后应用操作： 选取这种模式保持选定事件的原来形式，拷
贝它们并应用操作。

• “预置”菜单： 选取一种变换预置或您自己的变换设置。

• “隐藏未使用的参数”注记格： 隐藏选择条件和操作区域中所有未使用的菜单。这
样可以更好地查看正在使用的设置。它还可以防止您作出无意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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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选择条件
您可以定义确定哪些事件被选定以进行变换操作的条件。这在“变换”窗口的选择条
件区域中完成。

每一栏表示一个不同的 MIDI 事件参数。

• 位置： 确定事件的时间位置，这指的是 MIDI 片段的起点（不是项目的起点）。

• 状态： 确定事件类型。

• 通道： 事件的已录制 MIDI 通道

• 数据字节 1/音高： 第一个数据字节（控制器编号）或音符音高

• 数据字节 2/力度： 第二个数据字节（控制器编号）或音符力度

备注： 显示在数据字节栏中的参数取决于选取的“状态”菜单设置。某些“状态”菜
单设置根本不显示数据字节栏。

• 长度： 音符或事件的长度

• 子位置： 小节中事件的时间位置

当某个事件符合所有事件参数定义的有效范围和值时，就认为它达到了条件。这些
范围和值由每个事件参数栏下方的弹出式菜单和栏确定。

若要选取事件类型
µ 点按“状态”弹出式菜单确定选择哪些事件。有两种设置供您选择：

• 全部： 所有事件类型符合条件。

• =： “状态”弹出式菜单下面会显示进一步的弹出式菜单，从中您可以定义所需的
事件类型。这些包括音符、复音压力、控制改变、音色变化、通道压力、弯音、
元和推子。

若要设定所有其他选择条件
µ 点按（在需要的每个栏中）弹出式菜单以定义事件选择标准。

如果没有选取图，弹出式菜单下面会出现一个或两个值栏。您可以为每个参数栏分
配以下一个值条件：

• “=”： 若要达到条件，事件值必须等于栏中的值。例如，只有音符 C#3 事件满足
条件。

• 不相等： 若要达到条件，事件值不能等于栏中的值。例如，所有不是 C#3 的事
件都满足条件。

• 小于/等于 (<=)： 若要达到条件，事件值必须小于或等于栏中的值（例如音符力
度小于或等于 98）。

• 大于/等于 (>=)： 若要达到条件，事件值必须大于或等于栏中的值（例如音符音
高高于或等于 C#3）。

• 内部： 若要达到条件，事件值必须在两个栏的值范围（例如事件位置或音符音
高）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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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 若要达到条件，事件值必须在两个栏的值范围（例如事件位置或音符音
高）之外。

• 图： 多数条件都是数字关系，如果传入的 MIDI 事件值满足条件就能满足条件。
最后一个条件“对应”的原理有点不同。指定了两个数字参数，传入值首先由对应
转换后创建一个对应值。然后将对应值与这两个参数相比较，看是否在它们之
内。对应值在范围之内的传入事件满足条件（其他所有事件都不满足）（请参阅
使用图）。

若要设定选择条件的值
µ 将鼠标用作滑块或在栏中直接键入一个值。

定义操作
操作区域用于定义您想要对满足选择条件的事件做出的更改。与选择条件弹出式菜
单一样，您要在合适的事件参数栏中选取操作。根据选取的操作，可能会出现一个
或两个值栏。

若要定义状态事件参数栏中的操作
µ 点按弹出式菜单，选取“状态”条件的以下一项操作：

• 直通： 事件类型不加改变地通过。

• 固定： 事件类型被改变。在“状态操作”菜单下方出现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种新
事件类型。可供选择的有：推子、元、音符、复音压力、控制改变、音色变化、
通道压力或弯音。这有效地将一种类型的事件转换为另一种。

备注： 当您转换音符事件时，会创建两个事件：  一个是事件上的音符的，一个
是不在事件上的音符的。

• 图设定： 选取这个设置意味着符合“状态”条件的事件（例如音符事件）被用来控
制（“通道”、“数据字节 1”、“数据字节 2”和“长度”栏中的）后续操作的图。

• “数据字节 1”值选定图中的位置。

• “数据字节 2”值确定图中这个位置的值。

在内部，Logic Pro 会发送一个元事件对：  #123 表示位置，#122 表示这个位置的
值。这些元事件类型还可以用其他方法创建。

若要定义所有其他事件参数栏的操作
µ 选取“通道”、第一或第二数据字节和“长度”栏的以下一项操作（按要求）。各自的

操作弹出式菜单下方会出现一个或两个值栏。

• 直通： 事件不加改变地通过。

• 固定： 将事件参数固定到设定值。您可以使用这个，将所有音符事件的音高设
定为特定音符值，例如，使将低音套路模板转换为踩镲样式变得很容易。

• 加： 将这个值加到事件。例如，您可以将所有传入音符力度事件加一个 8 的值，
从而使音符更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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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 从事件上减去这个值。例如，您可以使用这个，来减少所有控制器 10（声
相）事件，从而使电钢琴声部的立体声扩展变窄。

• 最小： 低于定义值的参数值会被（这个值）替换。比它大的值保持不变。您可
以使用这个，替换 45 以下的所有音符力度信息，从而减小 MIDI 片段的动态范围
（或换句话说，使柔和的声音更响亮）。

• 最大： 超过设定值的参数值会被它替换。比它小的事件参数值保持不变。例如，
这可以用来限制值为 100 以上的滤波器谐振调制事件，产生较柔和的过滤声音。

• 成对： 所有符合条件的参数值都会绕一个轴转点（此处定义的值）倒转。这个
值以上的事件会被移到它以下同样距离的位置，反之亦然。例如，如果将轴转点
值设定为 C3，您可以将音符从 E3 移到 G#2。实际上，比轴转点 C3 高 4个值（音
高）的 E3 事件被翻转为比 C3 低 4 个值(G#2)。又如，这还可以用来绕特定小节或
节拍倒转选定音符的位置。

• 乘： 参数值会被乘以设定值（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半速”预置能最好地说明
这个操作的效果和使用。

• 除： 参数值会被除以设定值（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倍速”预置能最好地说明
这个操作的效果和使用。

• 缩放： 参数值会被乘以顶部的值，然后加上底部的值。这是“乘”和“加”的结合。
如果你在此处输入一个负数，那么将会从积中减去（而不是加上）这个值。

• 范围： 设定值范围之外的参数值会被（范围）界限值替换（“最小”和“最大”的结
合）。

• 随机： 在设定界限内生成随机值。

• +-随机： 加上零和（正或负）设定值之间的随机值。

• 倒转： 参数值在它的值范围内倒转（此处不能设定值）。

• 量化： 参数值被量化到设定值的倍数。

• 量化和最小： 与“量化”相似，但量化不能在设定值以下（“量化”和“最小”功能的
结合，设定值相同）。

• 指数： 将参数值按指数缩放。极值（0 和 127）保持不变。设定值确定曲线的形
状。正值使数据按指数缩放（不断增加的输入值保持较低值一段时间，然后迅速
上升），负值使数据按对数缩放（不断减小的输入值保持较高值一段时间，然后
更快地下降）。

• 渐强： 这只有当选定“内部位置”选择条件时才起作用（渐强需要起点和终点）。
“渐强”在设定值界限之间平滑地改变当前参数。

• 相对渐强： 这只有当选定“内部”“位置”选择条件时才起作用。效果与“渐强”所获
得的相似，但创造渐强时考虑了被改变参数以前的值，保留了原来音乐的相对感
觉。

• 使用图： 选择这个操作时，将会使用设定的图（请参阅使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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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设定操作值
µ 将鼠标用作滑块或在栏中直接键入一个值。

使用图
128 个垂直小节反映了完整的 MIDI 值范围（从 0 至 127），并给出了变换的直观概
览。

本质上，每个小节代表一个特定的 MIDI 值（可被对应到一个不同的值）。事件类
型和操作在选择条件和操作区域中确定。

例如：

• 每个小节可以代表一个 MIDI 音符编号（从 0 至 127）值。

• 默认情况下，每个小节都是 1:1 的关系，在这里值 1 = 值 1，值 15 = 值 15 等，
128 个小节都是这样。将这应用到 MIDI 音符编号，小节 60 = C3（中央 C），小
节 61 代表 C#3，小节 62 = D3 等。

默认值和对应值显示在对应区域左下方的两栏中。

• 您可以在栏中直接更改这些值，或垂直拖移任一小节。当您执行此操作时（使用
任何一种方法），相应的栏或小节会随之更新。

• 如果您将小节 60（中央 C）的值改为在“对应到”栏中显示 72，当应用变换操作时
此值会相应地重新对应。

这会导致所有的 MIDI 音符编号 60 信息变换为 MIDI 音符编号 72 信息（实际上会将
所有 C3 音符移调到 C4）。

关于图需要注意的几点
只有在一个“操作”弹出式菜单中被选取时图才可见。此外，还必须设定合适的选
择条件，否则不会显示图。

图是通用的，这意味着它会将一个 MIDI 值重新对应到另一个。

它不知道发送给它的 MIDI 数据类型。它只与数据的值有关。

这意味着一个对应可用来同时改变（例如，传入音符事件的）音高、力度和长度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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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参数值
您可以将这三个事件参数（“通道”、“数据字节 1”、“数据字节 2”）中每一个的值重
新路由到这组中不同参数的值。

若要用目标参数值替换来源参数值（条件值）
µ 点按选择条件区域和操作区域之间的线上的点。

重复点按会在不同目标间循环。

备注： 值在操作执行之前交换。

创建您自己的变换设置
您可以将自己的变换设置储存在用户变换设置中。

若要创建用户变换设置
1 从“预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 创建初始化的用户组 **”。

2 设定条件。

3 设定操作。

4 选择“隐藏未使用的参数”注记格。这会帮助避免更改（或可能扰乱）您的变换设置
不需要的条件和操作。

5 点按“预置”菜单中的“新参数组（编号）”。为您的变换设置键入新名称。

此时，此变换设置会显示在这个项目的所有“变换”窗口预置列表的底部。您应考虑
将您的变换设置存储在一个或多个模板项目中。这样，您就可以在以后所有的项目
中使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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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将现有变换设置重新命名会创建一个与原始设置相同的新变换设置。现有
（来源）变换设置被保留。

从其他项目导入变换设置
您可以从其他项目中导入变换设置，从而可以快速访问您之前创建的变换设置。此
功能还使将现有变换设置添加到新模板项目变得更容易。

若要从另一个项目中导入所有变换设置
1 从主菜单栏中选取“文件”>“项目设置”>“导入项目设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默认分配：  Option-Command-I）。

2 取消选择“导入设置”对话框底部的全部注记格（除“变换设置”外）。

3 浏览到并选定包含您想要导入的变换设置的项目。

4 点按“打开”按钮，变换设置就会被导入当前项目。这些导入的变换设置名称保持不
变，并添加在预置列表的底部。

5 重复上述步骤以从其他项目中导入变换设置。

6 存储您的项目或模板。

使用示例
下节给出了一些使用变换窗口的例子。

若要添加值符合音符力度的调制轮控制器事件 (#1)
1 在变换窗口中选取以下设置：

• “模式”菜单：  拷贝选定的事件，然后应用操作。

• 选择条件区域：  将“状态”设定为“音符”。

• 操作区域：

• 将“位置”设定为“加”并在它下面的栏中输入值 1。

• 将“状态”设定为“固定”并在它下面的菜单中选取“控制”。

636 第 26 章 在变换窗口中编辑 MIDI 事件



• 将“音高”设定为“固定”并在它下面的栏中输入值 1。这意味着“第一个数据字节
获得值 1”（第一个数据字节定义控制器事件的控制器编号，调制轮事件刚好是
#1）。

备注： 当您将 MIDI 音符事件转换为控制器事件时，会创建两个控制器事件：  一
个是事件上的音符的，一个是不在事件上的音符的。

如果分析这些设置，您会发现所有音符事件都将被选定来执行操作。每个音符事
件都会被拷贝，然后向原来位置后移 1 个音位并转换为值与原始音符力度一致的
CC#1（调制轮）。这是因为第二个数据字节（“力度”）没有改变。

2 点按“选定并操作”。

这被自动放在每个音符开始和结束的一个音位之后，从而避免与音符事件本身潜在
的冲突。

若要创建将所有音符力度都固定到定义量的变换设置
1 从“预置”弹出式菜单中选择“** 创建初始化的用户组 **”。

2 将选择条件区域中的“状态”菜单设定为“=”。

3 从下面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音符”。

4 在操作区域的“力度”菜单中选取“固定”设置。

5 将“力度”菜单下面的值栏中的量更改为 127。

若要将 MIDI 音符事件转换为 MIDI 控制器 1 事件
1 在变换窗口中选取以下设置：

• “模式”菜单：  将操作应用到选定事件。

• 选择条件区域：  将“状态”设定为“音符”。

• 操作区域：

• 将“状态”设定为“固定”，并在它下面的菜单中选取“控制”。

• 将“音高”设定为“固定”，并在它下面的栏中键入值 1。

备注： 当您将 MIDI 音符事件转换为控制器事件时，会创建两个控制器事件：  一
个是事件上的音符的，一个是不在事件上的音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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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按“选定并操作”。

若要随机更改 MIDI 音符事件的音高
1 在变换窗口中选取以下设置：

• “模式”菜单：  将操作应用到选定事件。

• 选择条件区域：  将“状态”设定为“音符”。

• 操作区域：  将“音高”设定为“+– 随机”，并在下面的栏中设定相对根音音符的最大
偏移。如果您设定值为 12，您将得到向上一个八度音程和向下一个八度音程的
偏移（换句话说，就是根音音符附近两个八度音程）。

2 点按“选定并操作”。

提示： 若要将随机限制到一个方向（与两个方向相对，向上或向下），请使用限
制音符所属范围的其他“随机”选项。

若要为编辑操作选择音符
1 在变换窗口中选取以下设置：

• 选择条件区域：

• 将“状态”设定为“音符”。

• 将“位置”设定为“内部”，并选取范围。

2 点按“仅选定”按钮。

已定义范围内的所有音符都会被选定以供您剪切、移动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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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从 MIDI 片段中删除音量事件 (MIDI CC#7)
1 在变换窗口中选取以下设置：

• “模式”菜单：  删除选定事件。

• 选择条件区域：

• 将“状态”设定为“控制”。

• 将“数据字节 1”设定为值 7。

2 点按“选定并操作”。

若要从片段中删除所有控制器事件
1 在变换窗口中选取以下设置：

• “模式”菜单：  删除选定事件。

• 选择条件区域：  将“状态”设定为“控制”。

2 选择您想要变换的 MIDI 片段，然后点按“选定并操作”。

若要从一个音高的音符创建上升音高样式
1 在变换窗口中选取以下设置：

• “模式”菜单：  将操作应用到选定事件。

• 选择条件区域：

• 将“状态”设定为“音符”。

• 将“位置”设定为“内部”，并定义范围。（仅当选取“内部位置”选择条件时渐强才
起作用，因为渐强需要起点和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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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区域：  将“音高”设定为“渐强”，并在下面的栏中键入值 D0 和 G6。

2 点按“选定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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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音台”是 Logic Pro 中的一个区域，您可以在此改进项目中每个音乐元素的声音，
以创建统一的混音。本章讲述如何控制调音台中通道条信号的声音、电平以及空间
定位。其中还简单介绍了自动化（Logic Pro 混音功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阅处理自动化。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打开调音台 (第 642 页)

• 了解调音台 (第 644 页)

• 了解调音台中的通道条类型 (第 645 页)

• 了解调音台中的通道条控制 (第 646 页)

• 了解基本混音阶段 (第 647 页)

• 处理调音台组 (第 648 页)

• 使通道条静音 (第 651 页)

• 使通道条独奏 (第 652 页)

• 设定通道条电平 (第 653 页)

• 设定调音台中的声相、平衡或环绕声位置 (第 657 页)

• 在调音台中添加和路由效果 (第 658 页)

• 控制调音台中的信号流 (第 660 页)

• 在调音台中使用环绕声声相处理 (第 667 页)

• 在调音台中使用双声道立体声声相处理 (第 668 页)

• 处理调音台中的 MIDI 通道条 (第 673 页)

• 自定调音台 (第 676 页)

• 使用 I/O 标签窗口 (第 681 页)

• 调整录音或回放模式下的调音台通道条 (第 682 页)

• 拷贝整个调音台设置 (第 682 页)

• 调整多个调音台通道条的元素 (第 683 页)

• 在调音台内导航 (第 6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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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调音台中给通道条分配颜色 (第 686 页)

• 在调音台中给轨道重新命名 (第 686 页)

• 将控制表面链接到调音台 (第 687 页)

打开调音台
在 Logic Pro 中，有多种方式可以打开调音台。

若要在“编配”窗口中将调音台打开为面板
µ 点按“编配”窗口底部的“调音台”按钮（或使用“开关调音台”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X）。

若要将调音台打开为单独的窗口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窗口”>“调音台”（或使用“打开调音台”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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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拖移“调音台”按钮，拖移时会更改“调音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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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调音台
以下是调音台的主要元素：

• 通道条： 用于处理从编配轨道发送出的音频或 MIDI 信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了解调音台中的通道条类型。

• 通道条控制： 用于调整在通道条中播放的音频信号的电平和其他方面。有关不
同控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了解调音台中的通道条控制。

• 视图按钮： 用于在“单个”、“编配”和“全部”视图之间切换调音台，限制调音台视
图只显示处理的任务需要的通道条。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自定调音台。

• 过滤器按钮： 用于过滤特定通道条类型的显示。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调
音台的过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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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调音台中的通道条类型
调音台显示以下通道条类型：

• 音频通道条： 控制音频轨道上音频信号的回放和录制。音频轨道上的所有数据
被自动路由至在编配轨道列表中分配的音频通道条上。

• 乐器通道条： 可让您使用和控制软件乐器。软件乐器插件插入在通道条的“乐器”
插槽中。随后，可以由录制的 MIDI 片段或直接的 MIDI 输入（弹奏 MIDI 键盘）驱
动乐器通道条。有关乐器通道条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乐器。

• 辅助通道条： 用于多种信号路由。它们可用于设置发送返回，其中通道条信号
被路由至辅助通道条，以进行效果处理。辅助通道条还用于编组以及通过“发送”
将信号分布到多个目的位置。创建辅助通道条的方法有多种。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在调音台中创建辅助通道条。

• 输出通道条： 代表音频接口的物理音频输出。这些通道条用于调整路由至它们
的所有音频、乐器或辅助通道条的整体电平和立体声平衡（如果是单声道输出通
道条，就调整声相位置）。可用输出通道条的数量由使用的音频接口确定。

• 主通道条： 所有输出通道条的全局电平控制。主通道条改变所有输出通道条的
增益，而不影响它们之间的电平关系。这对于按比例控制音量输出很有帮助，对
于在 Logic Pro 中的环绕声模式（您可在此模式中创建完整环绕声混音的渐变）
尤其有用。

• MIDI 通道条： 控制外部 MIDI 轨道。这些轨道上的 MIDI 数据被路由至某个 MIDI
输出端口和通道，以控制 MIDI 声音模块和键盘。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处理调
音台中的 MIDI 通道条。

备注： 可创建和使用附加通道条类型，例如总线和输入通道条。但是，包含它们
主要是为了兼容较早版本 Logic Pro 创建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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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调音台中的通道条控制
显示在通道条上的控制因通道条类型而异：

• “通道条设置”菜单： 可让您载入和存储一个通道条的整个路由配置，包括载入的
所有插件和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处理通道条配置。

• 通道均衡器： 可让您添加均衡器效果，以便在应用其他效果之前雕塑通道条信
号的声音。连按均衡器区域以将通道均衡器插入第一个“插入”插槽中。

• “插入”插槽： 可让您在每个音频、乐器、辅助通道条和输出通道条中最多插入
15 个效果插件。

• “发送”插槽： 用于将通道条的信号路由到辅助通道条。发送常用于将相同效果应
用到多个信号。

• 发送电平旋钮： 用于控制发送到辅助通道条的信号量。当“发送”插槽激活时，会
出现此旋钮。

• “输入”插槽： 设定通道条的输入源。根据通道条类型，它可以是物理输入、总线
或软件乐器插件，在此情形下，它被称为“乐器”插槽。

• “输出”插槽： 设定通道条的输出路径。它可以是物理输出或总线。

• “组”插槽： 控制通道条的组分配，并可以访问“组设置”窗口。

• 峰值电平显示： 在回放期间进行更新，以显示达到的最高峰值电平。

• 声相/平衡旋钮： 在单声道通道条上，声相/平衡旋钮控制立体声图像中的信号位
置。在立体声通道条上，它控制左侧和右侧信号输出时的相对电平。

• 电平指示器： 显示通道条的回放或输入监视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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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量推子： 设定通道条的回放或监听音量。

• 独奏按钮： 使通道条独奏或取消独奏。

• 静音按钮： 使通道条静音或取消静音。

• （输入)格式按钮： 定义通道条的输入格式（单声道、立体声或环绕声）。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设定通道条输入格式。

• 输入监视按钮： 可让您在尚未准备好进行录音的音频轨道上听到传入的音频。
请参阅为录音启用软件监视。

• 录音已启用按钮： 使通道条准备好进行录音。

• 并轨按钮： 将任何输出通道条的输出并轨到一个音频文件。

• 自动化模式菜单： 设定通道条的自动化模式。

提示： 您可以通过停用和启用“视图”菜单中调音台的设置来隐藏或显示其中的通道
条元素（均衡器缩略图、插入、发送、I/O、类型和编号标签、轨道名称、轨道编
号、控制表面条、音符）。

了解基本混音阶段
虽然混音并无规则可言（除了通过经验和辨别声音处理以外），但混音通常按以下
几个阶段进行。本章各部分按相同的基本工作流程顺序进行介绍。但是，当处理混
音时，您可能会发现需要在这些阶段之间来回切换。

第 1 阶段：准备工作
在开始混音之前，请花一些时间准备和预览您的编配。

• 在编配时预览轨道，以查看您是否可以将某些轨道进行逻辑性地编组。例如，如
果您有很多鼓乐器轨道，则将这些轨道进行编组并链接其部分参数会很有用。随
后，您可以同时调整整个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处理调音台组。

• 使用静音和独奏功能，在编配时预览轨道。请参阅使通道条静音和使通道条独
奏。

第 2 阶段：设定音量
设定每个通道条的相对电平，以控制项目声部之间的关系。请参阅设定通道条电
平。

第 3 阶段：设定声相、平衡或环绕声位置
为每个通道条设定声相/平衡/环绕声，以控制其在立体声或环绕声栏中的位置。请
参阅设定调音台中的声相、平衡或环绕声位置。

第 4 阶段：添加和路由效果
一旦您满意基本的声音和电平之后，您可以在音乐声部中添加一些效果（如混响或
合唱）。您还需要考虑如何将您的音频路由到这些效果。请参阅在调音台中添加和
路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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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阶段：控制信号流
控制混音中的信号流有多种方法，如使用输入/输出、辅助通道条、输出通道条、
多乐器输出等。请参阅控制调音台中的信号流。

第 6 阶段：自动化处理混音
对电平、效果或乐器设置的实时更改将有利于项目的某些声部。通过轨道自动化能
达到最好的效果。请参阅处理自动化。

第 7 阶段：并轨项目
最后一步（实际上不是混音任务）是将您的项目渲染或并轨到一个或多个文件。请
参阅并轨项目。

处理调音台组
在混音之前，您可能发现定义某些逻辑通道条组很有用。Logic Pro 最多可让您创建
32 个组，而且一个通道条可以是多个组的成员。例如，您可以将所有鼓类通道条
分为一个鼓乐器组。这可让您使用一个控制来控制编组指示器（音量、声相等），
同时保持每个通道条的相对参数值。

备注： 这样操作的另一种方法是使用辅助通道条创建子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创建混音子组。

了解调音台组设置
使用“组设置”窗口来定义每个组的操作。

若要打开“组设置”窗口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将通道条分配给非活跃的组。

µ 点按通道条的“组”插槽，然后选取“打开组设置”。

备注： 点按“组设置”窗口中的显示三角形可隐藏或显示设置。您还可以沿垂直方向
和水平方向调整窗口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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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设置”窗口包含以下设置：

• “活跃组”注记格： 启用所有组。

• “开”注记格： 启用特定组。

• “名称”栏： 连按以输入选定组的名称。

• “H”注记格： 隐藏属于特定组的所有轨道。

备注： 如果已编组的轨道的“隐藏轨道”按钮状态不同，则“H”注记格将显示“–”。

• “编辑（所选内容）”注记格： 在编配区域选择一个片段，会选择组中所有通道条
的相同水平片段范围。

• “锁相音频”注记格： 量化音频时，定义编辑组是锁相的还是独立的。

• “自动化模式”注记格： 更改一个通道条的自动化模式会更改组中所有通道条的自
动化模式。

• “音量”注记格： 更改一个通道条的音量推子会更改组中所有通道条的音量。

备注： 通道条会继续维持其相对音量。

• “静音”注记格： 更改一个通道条的静音状态会更改组中所有通道条的静音状态。

• “输入”注记格： 更改一个通道条的输入状态会更改组中所有通道条的输入状态。

• “声相”注记格： 更改组中一个通道条的声相控制会更改其中所有通道条的声相控
制。

备注： 通道条会继续维持其相对声相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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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奏”注记格： 更改一个通道条的独奏状态会更改组中所有通道条的独奏状态。

• “录音”注记格： 更改一个通道条的录音启用状态会更改组中所有通道条的录音启
用状态。

重要事项： 只有当多个通道条使用不同的输入时，才可以同时启用它们的录音。

• “发送 1”到“发送 8”注记格： 分别链接和“发送”插槽 1 到 8 对应的发送旋钮，同时
仍维持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

• “颜色”注记格： 更改一个通道条的颜色会将此颜色分配给组中的所有通道条。

• “轨道缩放”注记格： 在编配区域中缩放片段会缩放组中所有通道条的片段。

• “隐藏轨道 (H)”注记格： 选择已编组的轨道上的“隐藏轨道”按钮会选择该组中所有
轨道的“隐藏轨道”按钮。

编辑调音台组成员
本节说明了将通道条分配到组，从组中删除通道条以及停用所有组参数链接的方
法。

将通道条分配到调音台组
您可以将通道条分配到单个或多个组。

若要将通道条分配到一个组
1 点按通道条的“组”插槽，以打开“组”菜单。

2 从 32 个组中选取一个组。

当您选取一个非活跃的组时，“组设置”窗口会自动打开。如果您选取的组已在使用
中，“组设置”窗口不会自动打开（请参阅了解调音台组设置）。

若要将通道条分配到多个组
µ 按下 Shift 键，同时从组别菜单中选取一个组。

“组”插槽会显示通道条的组成员。

若要将最近使用的组设置快速分配给另一个通道条
µ 按住 Option 键并点按通道条的“组”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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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访问的组设置（包括重叠组）会应用到当前通道条。

从调音台组中删除通道条
您还可以从单个组或多个组中删除通道条。

若要从一个组中删除通道条
1 点按组插槽，以打开组别菜单。

2 选取要从其中删除通道条的组。

若要从所有组中删除通道条
1 点按组插槽，以打开组别菜单。

2 选取“没有组”。

停用调音台组
您可以暂时停用所有组参数链接，例如，应用组离合器以改变单个通道条的音量。

若要暂时停用所有组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选项”>“组离合器”（或使用“开关组离合器”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mmand-G）。

µ 在“组设置”窗口中取消选择“活跃组”注记格。

激活“组离合器”时，所有“组”插槽都会改变颜色，从（正常的）黄色变为浅灰色（所
有组都暂时停用）。

自动化处理调音台组
自动化处理混音功能（音量、声相、静音等）时，任何一个组员都可以作为该组的
混音自动化母版。当您使用该组员写入一个自动化参数值后，也会为其他组员写入
自动化参数值，这取决于它们的自动化模式。

每个通道条的数据是分别写入的。因此，您以后可以停用该组，而不会影响任何组
员的自动化，将组员移出该组后，您可以单个编辑或更改通道条。

有关自动化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处理自动化。

使通道条静音
使用通道条静音功能，从主要的信号流中删除单个通道条（关闭通道条）或删除任
何不想要的片段分段。

当您设定通道条电平以及声相、平衡或环绕声位置时，通道条静音功能也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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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使通道条静音
µ 点按通道条的静音按钮（标有“M”）。

再次点按此按钮，以使通道条恢复到先前的状态。

备注： 当“轨道静音/独奏”设定为“快”时（在“音频”偏好设置的“通用”面板中），点
按通道条的静音按钮总是会激活编配区域中的相应“轨道静音”按钮。请参阅在编配
区域中使轨道静音。

使通道条独奏
使用通道条独奏功能，以使一个或多个通道条独自进行播放。这使您可以检查诸如
咔嗒声、砰砰声或过载等问题。

备注： 当您设定通道条电平以及声相、平衡或环绕声位置时，通道条独奏功能也
很有用。

若要使通道条独奏
µ 点按通道条的独奏按钮（标有“S”）。

独奏按钮变为黄色，同时具有相同通道条分配的轨道的独奏按钮也会变为黄色。所
有未设为独奏的通道条的静音按钮会闪动（除了外部 MIDI 通道条以外）。

备注： 当“轨道静音/独奏”设定为“快”时（在“音频”偏好设置的“通用”面板中），点
按通道条的独奏按钮总是会激活编配区域中的相应“轨道独奏”按钮。请参阅在编配
区域中使轨道独奏。

若要在一个通道条已经独奏时使另一个通道条独奏
µ 按住 Option 键并点按未设为独奏的通道条。这会使选定的通道条独奏，并取消激

活所有其他通道条的独奏状态。

若要停用一个或多个通道条的独奏状态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点按通道条的活跃独奏按钮。

µ 按住 Option 键并点按任何活跃的独奏按钮。这会停用所有通道条的独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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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要听到设为独奏的通道条的信号及其发送效果，则不能将用于发送的辅助
通道条静音，因为它是信号路径的组成部分。使辅助通道条独奏时，此规则同样适
用。馈入辅助通道条的所有通道条都被静音，但是它们的发送效果仍保持打开，以
确保该效果继续接收信号。馈入辅助通道条的每个通道条上的独奏按钮闪动，表示
出现此情况。

Logic Pro 以智能方式扫描整个信号路径，使辅助通道条保持打开状态。这种自动静
音阻止仅适用于内部发送效果。如果您通过辅助通道条使用外部效果单元，扫描会
保持效果主发送处于打开状态。Logic Pro不知道您在使用哪个通道条作为外部效果
设备的发送效果返回。您必须手动将这些通道条切换到独奏安全模式，在您独奏另
外一个通道条时阻止它们被静音。

当您想使用外部效果单元时，您最好使用 I/O 插件。这可让您像使用内部效果一样
使用外部效果。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外部音频效果。

若要使一个通道条安全独奏
µ 按下 Control 键，并点按不活跃的独奏按钮。

独奏按钮上的一个红色斜杠表示此通道条处于独奏安全状态。当您独奏另一个通道
条时，该通道条将不被静音。

再次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以取消激活通道条的独奏安全状态。

设定通道条电平
通过创建编配，您可能会熟悉如何设定和调整通道条电平。您可以在混音过程中多
次设定和调整通道条电平，以控制项目声部之间的音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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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通道条电平时，您可以使用以下通道条元素：

• 峰值电平显示： 在回放期间进行更新以显示达到的最高峰值电平的数值显示。

• 音量推子： 设定通道条的回放或监听音量。

• 电平指示器： 显示通道条的回放或输入监视电平。

备注： 如果您的需要超出通道条控制，则还可以使用指示插件，如电平指示器和
Multimeter。

了解通道条的峰值电平显示
峰值电平显示是位于电平指示器上方的数值显示。

它会在回放期间更新，以显示达到的峰值电平。播放完整个信号之后，峰值电平显
示将显示最高峰值电平，并提供应用于设定音量推子的指南。

信号削波在通过输出通道条发送的信号过于响亮时发生，因此，超出可以准确再生
的界限会产生失真的声音。当信号削波时，峰值电平显示中显示的值会以红色高亮
显示。

备注： 如果单个通道条显示出削波的迹象，只要输出通道条（信号流中所有通道
条的合计电平）不出现削波，就不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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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消除削波，您需要按峰值电平显示中显示为红色的同一个值降低音量推子。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通道条的音量推子。

若要复位所有片段指示器
µ 点按任何片段指示器（或使用“清除音频通道显示中的过载旗标”键盘命令）。

使用通道条的音量推子
使用音量推子设定通道条的音量。

若要设定通道条的音量
µ 向上或向下拖移通道条的音量推子。

提升的最大值为 +6 dB。按住 Option 键并点按音量推子，可以使其复位到 0 dB (90)。

备注： 如果选择了“用于已启用录制的通道条的独立监视电平”注记格（在“音频”偏
好设置的“设备”面板的“Core Audio”面板中），在音频通道启用录制时，会出现一个
独立监视电平。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为录音设定监视电平。

若要避免削波
1 检查显示在通道条的峰值电平显示中的红色值，此值表示削波。

在下图中，在将音量推子值设定为 2.2 dB 时，削波检测器中显示 1.7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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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音量推子值向下拖到 0.5 左右。

提示： 但是，您可能发现音量推子值为 -1.2 时，整体混音环境下的声音听起来最
好，回放时仅削波一次（幅度为 0.3 dB）。如果出现上述情况，无需担忧。以听到
而不是看到的为准。

了解通道条的电平指示器
所有通道条都具有显示回放或输入监视电平的分段电平指示器。当您使一个音频轨
道准备好录音时，会显示输入监视电平。

电平指示器分段的颜色使各个通道条监视电平一目了然：

• 琥珀色和黄色： 这些信号很安全，不会削波通道条输出。

• 红色： 这些信号被认为是“热”电平，但是偶尔的峰值无需担忧，除非削波检测器
持续或有规律地亮起。

自定通道条的电平指示器标度
您可以使用两种不同的标度自定电平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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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更改电平指示器标度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显示”偏好设置：

•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显示”（或使用“打开显示偏好设置”键盘命令）。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显示”。

2 点按“调音台”标签，然后在“音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值。

• 指数： 提供较上范围中的较高显示精度。

• 分段 dB 线性： 提供整个电平范围内最好的可能显示精度。

在通道条音量之间切换
您可以使用以下键盘命令在通道条的两个不同音量之间快速进行切换：

• 切换音频通道条的电平

• 切换辅助通道条的电平

• 切换输出通道条的电平

• 切换输入通道条的电平

• 切换总线通道条的电平

若要在两个音量之间切换
1 例如，选择一个音频通道条。

2 将音量推子设定到所需的电平。

3 使用“切换音频通道条的电平”键盘命令。

请注意通道条的音量推子在最下面。

4 将音量推子设定到备用电平。

“切换音频通道条的电平”键盘命令随即在两个音量之间切换。它同时为相同类型的
所有通道条执行此操作，使您可以从一组通道条创建两种不同的混音。

设定调音台中的声相、平衡或环绕声位置
您可以将立体声混音中的音频和乐器从左边放置到右边，而不是让乐器与混音中的
另一个进行竞争来分离元素。

例如，假设您正站在音乐会舞台前。主要表演者（鼓手、贝司手、歌手等）在什么
位置？从将通道条信号置于您通常在音乐会中听到它们的位置开始。这应是您的起
点，即使您稍后可能在过程中四处移动表演者。主要目的是让乐器各就各位，这样
您就可以听到它们的声音。

单声道通道条具有声相控制功能，可确定一个信号在立体声画面中的位置。在声相
的居中位置，通道条向立体声映像两边发送同等量的信号。如果您打算增加左边的
声相位置，并减少右边的声相位置，则声音会移到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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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声通道条显示平衡控制。平衡控制与声相控制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控制（左
和右）两个信号在其输出处的相对电平。

若要设定声相或平衡控制
µ 沿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拖移控制。

按住 Option 键点按“声相”或“平衡”控制，可将其恢复到中心 (0) 位置。

将一个通道条输出设定为环绕声时，声相或平衡控制被环绕声声相器代替。有关使
用环绕声通道条、效果以及环绕声声相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环绕声。

在调音台中添加和路由效果
在调音台中添加效果的方式与在“编配”窗口中的相同，即使用通道条的“插入”插槽。

使用效果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 作为（插入）效果处理器： 将效果直接添加到通道条的主信号。

• 作为发送效果： 使效果与通道条的主信号分离或将多个信号发送至同一个效果。

以下部分介绍以多种方式路由效果的方法，让您可以创建复杂的混音场景。

从声音方面，使用效果作为效果处理器的结果听起来与使用发送效果的结果完全不
同。以使用常见效果组合（例如 Reverb-Chorus-Delay）为例。与将效果发送/返回
循环添加到通道条信号相比，将效果直接插入到通道条信号会发出非常不同的声
音。

通过插入效果，在调音台中路由音频
当您想要将效果直接添加到通道条的信号流时，可以使用插入效果。这样，通道条
的整个信号将由效果插件来处理。

将多个效果插件通过插入路由到通道条时，这种方式称为串行路由。在此类型的配
置中，一个效果的输出被添加到传入的信号，然后变为链中另一个效果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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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说明了此流程：

通过发送效果，在调音台中路由音频
当您想要将效果插件与通道条的信号流分离或在多个通道条上使用同一效果时，可
以使用发送效果。

通过创建发送，可将通道条的信号分成两部分。通道条的主信号会继续路由到选取
的输出。而信号的另一部分则通过总线沿并行路径向下路由到辅助通道条。您可以
使用发送电平旋钮，以控制通过总线发送的信号量。这种方式称为并行路由。

您可以选取在稍后将信号路由回主信息流，或从辅助通道条输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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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示例显示了通过“发送”路由到多个辅助通道条的通道条（混响、合唱和延迟效
果分别分配到辅助通道条 1、2 和 3）。

通道条的信号被分割开，路由到三个独立的效果，每个辅助通道条上一个。这三个
独立的信号从各自的辅助通道条发送回来，然后组合成原来的通道条的输出流。

在每个音频、乐器或辅助通道条上，您最多可以创建 8 次发送。调音台和编配通道
条内部的发送操作相同。有关使用发送效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发送效果。

控制调音台中的信号流
您可以使用辅助通道条、输出通道条或多输出乐器控制调音台中的信号流。

您可以使用辅助通道条来创建子组，或将信号路由到多个目的位置。输出通道条可
用于创建子组。您可以使用多输出乐器分别处理声音和输出。

在调音台中创建辅助通道条
辅助通道条可以用作发送返回和子组，以将信号路由到多个目的位置，以及用作多
输出乐器的附加目的通道。

通常来说，您可以根据需要创建辅助通道条。有三种方法：

• 从通道条分配发送时，会自动创建一个辅助通道条，除非选取的总线已作为其他
通道条上的输入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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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多输出乐器（如 EXS24 mkII）插入到一个乐器通道条时，会在“后台”创建多个
辅助通道条分配。然后，您必须创建所需数量的辅助通道条，方法是点按乐器通
道条底部的添加按钮 (+)。每次点按该按钮，都会创建一个新的辅助通道条（并
自动分配到特定的乐器输出）。

• 创建辅助通道条的第三种方法是点按调音台左侧的添加按钮 (+)，或选取“选项”>“创
建新的辅助通道条”。这两种方法都会打开下面的对话框：

输入编号，然后从“格式”、“输入”和“输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设置，点按“创建”。

在调音台中使用辅助通道条
您可以使用辅助通道条来创建子组，以便进行子混音。您还可以使用它们将信号路
由至多个输出目的位置。

有关如何创建辅助通道条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在调音台中创建辅助通道条。

创建混音子组
您可以给多个通道条编组，并通过一根总线将其路由到一个辅助通道条。这为您提
供了一组控制，可以对整个组进行控制。

例如，您的混音包含多个您想要使用一组通道条控制对其进行管理的鼓乐器轨道，
或您想要将压缩程序置于整个套鼓中。您可以通过将每个鼓乐器轨道发送到同一个
总线来执行此操作，进而将这些鼓乐器轨道的信号发送到同一个辅助通道条。您可
以将声乐轨道路由到第二个辅助通道条，为这些通道条提供单独的组控制。最后，
您可以将两个子组（鼓乐器和声乐轨道）输出到相同目的位置或不同目的位置。

对您可以发送到子组的通道条数目并没有一定限制。

备注： 将辅助通道条用作子组与使用调音台组有一些相似之处（请参阅处理调音
台组）。您可以控制一组通道条控制的组/子组属性。但是，调音台组用于控制通
道条组属性，而不是信号流。

若要使用辅助通道条创建子组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选择多个通道条：

• 按住 Shift 键并点按所需的通道条。

• 拖到所需通道条的背景上（例如，跨过多个通道条沿水平方向拖到词语“插入”或
I/O 文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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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向任何所选通道条的“输出”插槽，按住鼠标键，然后选取所需的总线（例如，总
线 1）。

所有选定通道条的“输出”插槽都会更改为总线 1。

此时会创建一个新的辅助通道条，除非选取的总线已作为其他通道条上的输入源使
用。它的“输入”插槽包含通过总线 1 传入的通道条信号流。

3 打开辅助通道条的“输出”插槽来选取主混音的输出目的位置。

4 使用辅助通道条控制来处理子混音，如添加插入，设定音量和声相等。

将信号发送到多个目的位置
您可以使用辅助通道条将信号路由到多个输出目的位置。

例如，您的主信号的输出目的位置可能被设定为外部扬声器。同时，您希望信号作
为单独的耳机混音播放，包括某些附加效果。若要进行此操作，您需要为信号设置
两个分开的输出目的位置，且使用辅助通道条控制耳机混音，包括附加效果。

若要将一个通道条输出到两个目的位置
1 打开通道条的“输出”插槽，然后选择混音的主输出目的位置（如扬声器）。

2 打开通道条的“发送”插槽，然后选择要发送单独信号的总线。

此时会自动创建辅助通道条。您选取的总线会反映在辅助通道条的“输入”插槽中。

3 打开辅助通道条的“输出”插槽，然后选择混音的第二个输出目的位置（如耳机）。

您的信号流现在则被路由到两个分开的输出目的位置。您可以在“干声”状态下听到
发送到扬声器的主信号流。您可以在“湿声”状态下修改第二个信号流（通过总线发
送到辅助通道条，并输出到耳机）并听到它。

在调音台中使用多输出乐器
在混音中使用多输出乐器的原因有两种：  例如，为了使用不同的效果单独处理套
鼓中的各种声音；为了将不同的虚拟乐器输出路由到音频接口上的不同输出中。所
有这些都通过使用辅助通道条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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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Pro 支持 EXS24 mkII、Ultrabeat 和所有 Audio Unit 乐器的多个输出。除“乐器插
件”菜单显示的“单声道”和“立体声”版本之外，也将显示一个或多个多输出选项。

“插件”菜单提供了有关输出配置的附加信息，例如：

• 乐器名称：  多输出（2 x 立体声、4 x 单声道）

• 乐器名称：  多输出（4 x 立体声）

备注： 不是所有的乐器（Logic Pro 或其他公司的软件）都有多输出功能。如果乐
器没有提供“多输出”选项，说明其未配备多输出装置。

若要插入和设置多输出乐器
1 请在“插件”菜单中选取多输出实例。

多输出乐器的前两个输出始终被插件所插入的乐器通道条作为一个立体声对来回
放。

附加输出（3 和 4、5 和 6，等等）通过辅助通道条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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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乐器接口中，您需要设置单个声音或样本的输出路由。这通常是使用带有各种条
目（如“主”、“34”、“56”等）的菜单来完成。

3 在调音台中，点按插入了多输出乐器（如 Ultrabeat）的乐器通道条的添加按钮 (+)。

备注： 添加按钮 (+) 只出现在多输出乐器通道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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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通道条右侧将出现一个辅助通道条，其已被分配至所插入的多输出乐器上。

4 重复点按添加按钮 (+)，为乐器插件可用的所有立体声或单声道输出创建更多辅助
通道条。

您应该仅创建多输出乐器所用输出数量需要的辅助通道条。

创建多输出乐器的第一个辅助通道条之后，添加按钮 (+) 旁将出现一个删除按钮
(–)。

点按此删除按钮 (–) 以删除辅助通道条。

在调音台中使用输出通道条
您可以使用输出通道条将子混音分配到接口的物理硬件输出。通过“输出”插槽将多
个通道条路由到一个公共输出路径可以实现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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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通过这种方式使用输出通道条，您就不能（像使用辅助通道条那样）将任何其
他发送效果应用到信号流。但是，您可以使用输出通道条上的各个控制来控制设置
和插入效果插件。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想要防止单个输出通道条被主通道条控制，例如，将输出用
作外部硬件设备的效果发送。您只需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独奏按钮，就可以将此
类输出通道条切换到独奏安全模式，它们不受主通道条的影响。请参阅使通道条独
奏。

输出通道条的“插入”插槽允许在母带录制过程以及正常的回放过程中进行信号处
理。典型的母带录制工具包括压缩程序、去嘶声器和均衡器。由于技术方面的原
因，您只能使用不需要单声道到立体声转换的插件。换句话说，您可以在立体声输
出通道条上使用立体声到立体声的插件，在单声道输出通道条上使用单声道到单声
道的插件。环绕声（或多倍单声道）版本的插件可以用在单声道或立体声输出通道
条上。单声道到多倍单声道变量可以用在单声道输出通道条上。可以在立体声输出
通道条上找到立体声到环绕声、立体声到多倍单声道以及真正的环绕声版本插件。

定义通道条的立体声输出
在 Logic Pro 中，您可以选取在其上播放立体声输出的物理输出对。默认情况下，
在立体声输出（输出 1-2）上播放它。但是，例如，在监听立体声时，如果您正在
与使用不同输出配对的另一个录音室交换项目，该如何处理？您可以只更改立体声
输出偏好设置。

若要定义立体声输出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音频”偏好设置：

•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音频”（或使用“打开音频偏好设置”键盘命令）。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音频”。

2 点按“I/O 分配”标签，然后点按“输出”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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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立体声”部分的“输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输出配对。

“镜像”注记格将可用于所有选取的输出对，输出 12 除外。

4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取消选择“镜像”注记格，以使输出信号路由到选取的输出配对（例如，输出 3-4）。

• 选择“镜像”注记格，以使输出信号路由到选取的输出配对（例如，输出 3-4）和
物理输出（输出 1-2）。例如，将信号输入到监视器的第二个配对时，这就很有
用。

您也可以在调音台中定义单个通道条的输出配对。

若要定义通道条的输出配对
µ 打开通道条的“输出”插槽，然后从“输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输出配对。

定义通道条的单声道输出
您可以从通道条的“输出”插槽直接定义通道条的单声道输出设置。

若要定义通道条的单声道输出
µ 打开通道条的“输出”插槽，然后从“输出”>“单声道”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所需的单声道

输出。

在调音台中使用环绕声声相处理
Logic Pro 允许在多种环绕声格式下进行混缩，即使您的音频硬件仅提供两个输出也
是如此。因为在听不到结果的情况下进行环绕声混音或录音很困难，所以如果您正
使用立体声扬声器进行监听或混音，则最好不选择此选项。

可以将所有的音频、乐器和辅助通道条分别设定为不同的环绕声格式。

若要将通道条输出设定为环绕声
µ 打开通道条的“输出”插槽，并在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环绕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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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声相控制被环绕声声相器替换。扬声器用彩色点代表，声相位置用可以拖移的白
点表示。

有关使用环绕声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环绕声。

在调音台中使用双声道立体声声相处理
双声道立体声声相处理可以通过标准立体声信号识别信号源的方向（在聆听位置的
前、后、上、下、左或右）。它模仿人类听觉，尽管只用两个“接收器”（您的耳
朵）来捕捉声音，仍能够辨认位置信息（声音来自哪里）。将双声道立体声声相处
理用作音频信号混音的一部分，以便将各个声源放置在不同的空间位置。有关背景
信息，请参阅双声道立体声听力－双声道立体声录音－双声道立体声声相。

在 Logic Pro 中，您可以将通道条输出设定为“双声道立体声”。然后，您可以使用“双
声道立体声声相器”窗口将信号放置在声相圆盘上。

双声道立体声声相器产生的信号最适用于耳机回放。但是，您可以使用 Binaural
Post Processing 插件来处理双声道立体声声相器输出。这使您能够通过扬声器来回
放双声道立体声声相效果。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Binaural Post-Processing
插件。

若要打开“双声道立体声声相器”窗口
1 从通道条的（单声道或立体声通道上的）“输出”插槽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双声道立体

声”。

双声道立体声声相控制将替换通道条上的声相/平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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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连按双声道立体声声相控制以打开“双声道立体声声相器”窗口。

该窗口很像一个插件窗口，可通过点按左上角的关闭按钮关闭它，并使用链接按钮
链接它。

备注： “双声道立体声声相器”窗口仅在单声道到立体声格式和立体声到立体声格式
下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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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双声道立体声声相器”窗口
您可以通过将声相圆放置在窗口上方的声相圆盘上，并调整一些附加参数来控制双
声道立体声声相器的声相效果。下面描述该窗口的主要元素。

• 角度、提升、距离： 在对圆位置进行更改时，这些信息栏会自动调整。

• 展开： 在对圆位置进行更改时，此信息栏会自动调整。您也可以拖动此栏中的
数值，直接改变它（此处所做的更改也会影响左侧和右侧的圆位置）。

• 声相圆盘： 用于使用圆点在立体声图像中定位信号的区域。

• 圆： 用于定位声相圆盘（声相和方向）上的信号。

• 3D 图像： 代表音频信号的结果位置。这是一个纯粹的视图助手，不能直接操作
它。

• 模式按钮： 确定声相圆盘的虚拟形状，可以是平面的，也可以是球面的。

• “大小”栏： 确定圆盘或球面的大小（用圆盘的半径表示）。

• “多普勒”按钮： 启用或停用多普勒效应。它是一种信号音高变化，与信号源相对
移动的人可以感知这种变化。

• 扩展参数： 点按显示三角形，以显示耳机回放时以及在“平面”模式下的附加参
数。

使用“双声道立体声声相器”窗口
本节介绍如何使用“双声道立体声声相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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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控制“双声道立体声声相器”窗口中的双声道立体声声相位置
1 拖移左圆或右圆（声相圆），以使立体声映象更宽或更窄。

圆点也在第二个轴上相对于第三个圆点上下移动。

2 拖移第三个圆（方向圆），以确定前进和后退方向。

当您调整方向圆时，这两个声相圆也会相应地移动。“角度”、“提升”、“距离”和“展
开”值也会更改。

3 选择声相圆盘的模式（虚拟形状）。

• 如果设为“平面”，则声相结果显示在一个平坦的圆盘上。

• 如果设定为“球面”，结果则放置在虚拟球面上。如果有用，将球面假想为一个虚
拟的人头。把“方向圆”放置在圆盘的上半部分时，声音位于听者的前方。方向圆
点向圆盘的下半部分移动时，声音上升，越过您的头部并消失在您的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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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来设定圆盘或球面的大小：

• 向上或向下拖移“大小”栏值。

• 连按“大小”栏，然后键入新值。

• 按住 Option 键并点按“大小”栏，以将其还原至默认值（1.5 米）。

5 点按“多普勒”按钮以启用或停用多普勒效应。

6 在“扩展参数”区域选择“扩散－声场”注记格，以通过应用扩散声场补偿来确保耳机
回放声音为中性。

备注： 在多个通道条上使用多个双声道立体声声相器时，请关闭该选项，并将双
声道立体声声相器的输出路由到一个辅助通道条（您可在该通道条上插入 Binaural
Post-Processing 插件）。Binaural Post-Processing 插件允许您将扩散－声场补偿同时
应用到所有双声道立体声声相器输出，节省 CPU 功率。

7 如果在“平面”模式下，请使用“扩展参数”滑块来控制圆盘的垂直偏移和倾角（在改
变它们时观察 3D 图像，以清楚地了解它们的功能）。

使用 Binaural Post-Processing 插件
Binaural Post-Processing 插件在辅助通道条和输出通道条上可以找到。该插件允许
您在立体声总线或输出上应用多种补偿模式（这样可以路由多个或全部双声道立体
声信号）。这会节省 CPU 功率，并可轻松在两种补偿模式之间切换。

有关此插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Logic Pro 效果》手册。

双声道立体声听力－双声道立体声录音－双声道立体声声相
混合音频信号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将各个声源放置在不同的空间位置。最常见的录
音和混音方法就是将给定的（电平不同的）信号发送到可用的扬声器，两个给立体
声扬声器，或者更多个给四声道或环绕声设置的扬声器，从而创建一个虚拟的声音
平台。

然而这个方法有些缺陷，因为人只用双耳就能够定位不同位置处的声源。事实上，
传到两个耳膜的两个信号包含了所有声音的所有空间信息。人可以从这些信号确定
这些特征：如（根据听觉经验）互声波到达的时间差异和音量差，以及听到的声源
的方位信息。声音来自前后左右上下，哪个方向？感知声源方位的能力就是双耳听
力。

理论上来说，任何声音的方位信息都会在回放时被复制，因此在录音时不需要使用
特殊技术。然而，这种方法有一个缺陷：  每个人的耳朵形状、身体和头部比例都
不同。这些都会影响声音信号到达耳朵鼓膜的方式，更不用说失聪、听到的声音的
主观反映等方面的影响。由于这些身体差异，每个人在听同一个声源时，即使站
在/坐在同一位置，听到的双耳信号也会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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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有将一个微型麦克风放在您的声道内部进行录音，才可能使声音完美重
现。因为这不切合实际，因此，有人通过在声音实验室中给模特头中安放麦克风来
模拟双耳听力。可以使用这种方法进行适合常人的双声道立体声录音，几乎可以与
大多数人的听力相符。

双声道立体声录音回放最适合于耳机，最好结合信号调节（处理），以确保信号能
够准确再现。即使是在专门的收听环境下，您也可以通过扬声器，使用称为串音消
除的方法来再现这些信号。

因为您可能不懂双声道立体声录音所需的技术，所以您最好在回放过程中处理声音
信号，以模拟双声道立体声。这称为头相关传输函数 (HRTF)，它估计信号从声源传
到耳膜过程中的变化。

处理调音台中的 MIDI 通道条
本节讲述调音台中的 MIDI 通道条，以及“通用 MIDI 调音台”中的 MIDI 通道条（请参
阅通用 MIDI 调音台”对象）。

MIDI 通道条作为受 MIDI 控制的声音模块和合成器的混音参数（例如，音量和声相）
的远程控制。

备注： 这些控制发送 MIDI 控制改变信息。它们不控制 Logic Pro 中的任何音频信号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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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调音台中的“视图”菜单，并选取“MIDI 通道条组件”，然后选取出现在子菜单中
的所有项（“乐器名称”、“音色”、“音色库”、“1 号分配器”到“5 号分配器”），这样您
就可以看到下面描述的所有参数。基本的通道条电平、声相以及静音控制始终显示
在 MIDI 通道条上。

• “音色库”栏： 如果您的声源“理解”音色库选择事件，您可以为每个 MIDI 通道条选
取音色库数量。下方的值发送控制器值 32，上方的值发送控制器值 0；这是对有
127 x 127 个音色库的 MIDI 乐器而言。如果您的设备不使用标准的控制器 0/32 信
息，您可以使用多个不同的音色库选择格式（请参阅自定音色库选择）。请记
住，并非所有的合成器都支持音色库选择事件。

• “音色”按钮： 允许您按名称选择声音：点按名称以打开包含通用 MIDI 声音名称
（默认设置）或由用户创建或导入的声音名称的菜单。每个通道条都有自己的菜
单，其内容各不相同，具体取决于“音色库”栏中选定的音色库编号。

• 1 号分配器到 5 号分配器： 进行选取，以最多显示 5 个您可以随意分配给任何
MIDI 控制器编号的旋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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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MIDI 通道条的元素
本节讲述如何调整 MIDI 通道条上的音量和声相位置，以及如何控制 MIDI 数据传输
和分配控制器数据。

备注： 按住 Option 键并点按一个推子或旋钮，可将值还原到其默认值。所有控制
的默认值均为 0，除音量（控制器 #7）以外，其默认值是 100。

音量推子控制 MIDI 通道条的输出音量。调整电平将通过您的 MIDI 接口发送控制器
#7。

若要调整 MIDI 通道条的音量
µ 向上或向下拖移音量推子。

声相控制允许您直接控制声音的声相位置。通过您的 MIDI 接口发送控制器 #10。

若要控制声音的声相位置
µ 沿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拖移声相控制。

旋钮根据鼠标位置移动。

静音按钮控制从相应的外部 MIDI 通道条发送 MIDI 数据。打开静音按钮时，外部
MIDI 通道条将停止发送 MIDI 数据。

若要停止或开始从外部 MIDI 通道条发送 MIDI 数据
µ 点按静音按钮。

您可以使用 1 号分配器到 5 号分配器的每个旋钮将 MIDI 控制器数据发送到外部 MIDI
乐器，这可让您远程控制参数（例如音量、平衡、声相和合唱）。

若要将控制器分配给其中一个旋钮
1 点按旋钮上方的标签。

2 从菜单中选取控制器。

存储和恢复 MIDI 通道条设置
调音台的 MIDI 通道条设置直接影响“编配”窗口中检查器的“轨道参数”框。所有通道
条的当前设置都与项目存储在一起。

如果您在关闭声音模块时没有保留活跃的设置（某些设备会还原为默认值），将会
丢失任何影响该设备的 Logic Pro 调音台设置。幸运的是，当您重新载入项目时，
系统会自动恢复 Logic Pro 调音台设置，并将其传输到所有 MIDI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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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时由于 MIDI 与某些设备通信存在问题，系统不会进行自动恢复。在此情
况下，您可以手动重新发送 Logic Pro MIDI 通道条设置，方法是选取“选项”>“发送所
有 MIDI 调音台数据”。

使用扩展的通用 MIDI：  调音台的 GS 和 XG 功能
除了通用 MIDI (GM) 标准，日本罗兰和雅马哈分别制定了 GS 和 XG 格式的扩展标
准。

GS 和 XG 模式允许您选择不同的效果音色，并控制混响和合唱效果的电平。

若要显示 GS 或 XG 效果
µ 打开调音台的“视图”菜单，并选取“添加 GS/XG 效果”。

GS/XG 配置控制将显示在调音台的右侧，允许您选择不同的效果音色。

若要配置 GS 或 XG 效果
1 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标准。

根据您的选择，将出现扩展效果的其他弹出式菜单和栏。

2 从第二个弹出式菜单中选择一个混响或合唱效果。

3 沿垂直方向托移“时间”栏，以设定混响或延迟时间。

自定调音台
您可以以多种方式自定调音台，以满足自己的混音需求。

您可以在这三种不同视图之间切换调音台，并使用“过滤器”按钮进一步微调这些视
图。您还可以查看以下其中一项：  与折叠夹轨道相关的调音台通道条、与调音台
通道条相关的轨道音符和控制表面条。

在调音台视图之间切换
您可以在三种不同的调音台视图之间选取：  “单个”、“编配”和“全部”。您可以使用
这些视图，将调音台限制为仅显示您当前混音任务中实际需要的通道条。这会加快
和简化您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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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调音台视图之间切换
µ 点按调音台菜单栏中的“单个”、“编配”或“全部”按钮（或使用“在调音台模式之间循

环”键盘命令）。

使用“单个”视图
“单个”视图将调音台显示限制在单个通道条（在编配区域中选定的轨道）及其信号
流中。

信号流可能包含以下部分或所有项目，由左向右排列：

• 分配到所选编配区域轨道的原通道条

• 用于多输出乐器的单个输出信号的辅助通道条，按升序显示在乐器通道条右侧

• 用作原通道条的发送目的位置的辅助通道条，按升序显示

• 用作原通道条（或显示的其他通道条）的路由目的位置的输出通道条，按升序显
示

• 主通道条

使用“编配”视图
在“编配”视图中，调音台显示与“编配”窗口使用的轨道（音频、乐器或外部 MIDI）
相对应的所有通道条及其信号流。

备注： 只有从调音台的“视图”菜单中选取了“添加信号流通道条”命令时，信号流才
可见。

整个信号流自左向右展开，如下所示：

• 分配给编配区域轨道的所有通道条，按升序显示

• 用于多输出乐器的单个输出信号的辅助通道条，按升序显示在乐器通道条右侧

• 用作所有通道条（或显示的其他辅助通道条）的发送目的位置的辅助通道条，按
升序显示

• 用作调音台中所有通道条的路由目的位置的输出通道条，按升序显示

• 主通道条

您可以从调音台的“视图”菜单中选取以下两项，以进一步微调“编配”视图：

• 其他轨道： 启用该设置，显示（或停用以过滤）不提供任何混音参数（如音量
或声相控制）的轨道通道条。这些其他轨道包括“没有输出”轨道和“节拍器”轨道。
该设置对于设定节拍器的电平和路由分配很有帮助。（如果您需要给某个特定输
出提供咔嗒声轨道（用于音乐家或合成目的），使用节拍器轨道会很方便。）

677第 27 章 混合



• 相同乐器轨道： 启用该设置，显示（或停用以过滤）通向相同乐器通道条的“编
配”窗口轨道。这些轨道在音量、声相等方面有很多冗余的设置（因为它们都通
向同一通道条）,因此，通常没有必要显示一个轨道的多个通道条。

使用“全部”视图
在“全部”视图中，调音台会显示项目中可用的所有通道条，包括那些在编配区域中
没有相应轨道的通道条。

辅助通道条和输出通道条就是在编配区域中没有相应轨道的通道条。但是，您可以
为此类通道条创建轨道。

若要在编配区域中为选定的通道条自动创建一个轨道
µ 在调音台中，选取“选项”>“为选定的通道条创建编配轨道”。

备注： 该功能不能用来复制编配轨道。如果选定的通道条已经作为一个可用的编
配轨道，该编配轨道会被选定并显示在窗口可视区域。

使用调音台的过滤按钮
您可以将通道条过滤按钮与“编配”和“全部”视图配合使用，以进一步微调调音台显
示。这些过滤按钮可让您将调音台显示限制在特定类型的通道条上。

您可以给这两种视图使用不同的过滤按钮设置：

• 点按一个按钮，以启用或停用该通道条类型的视图。

• 按下 Option 键，并点按一个按钮以启用它，并停用所有其他按钮（所有其他通
道条类型）。

查看与折叠夹轨道相关的调音台通道条
如果编配区域包含折叠夹轨道，则此折叠夹轨道将显示在调音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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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若要查看与折叠夹轨道相关的通道条，请确保在调音台的“视图”菜单中选取
了“折叠夹轨道”。

若要进入折叠夹轨道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连按调音台中的折叠夹轨道。

µ 在编配区域连按折叠夹片段。

µ 选择该折叠夹，然后使用“进入折叠夹或片段”键盘命令。

此时，调音台将仅显示折叠夹轨道中的那些通道条。

若要退出折叠夹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点按调音台左侧的层次按钮。

µ 点按编配区域左侧的层次按钮。

µ 连按编配区域背景（或使用“跳出文件夹或片段”键盘命令）。

此时，调音台将显示编配区域中的所有通道条，包括折叠夹轨道。

在调音台中查看轨道音符
您可以在调音台区域以及音符区域查看、创建和编辑轨道特定的音符（请参阅在音
符区域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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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音符区域中的轨道音符不同的是，调音台区域中的轨道音符在格式化时不
能被更改。只有音符区域中轨道音符的第一行文字会显示在调音台区域中。您不能
查看或编辑第一个换行符之后的任何文字。

若要在调音台中打开音符功能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视图”>“音符”。

µ 在调音台区域的左下方点按“音符”按钮。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调音台区域，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音符”。

音符区域显示在调音台底部，您可以通过拖移音符区域和通道条之间的分隔线来放
大它。

若要在调音台中编辑、删除或创建轨道音符
µ 连按调音台底部的音符区域，并编辑、删除或创建文本。

音符区域中的轨道音符也会相应更新。

查看调音台中的控制表面条
您可以查看已连接到系统的控制表面访问的轨道。

若要查看调音台中的控制表面条
µ 请选取“视图”>“控制表面条”。

可以在“设备参数”框中为每个控制表面分配一种不同的颜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Logic Pro 控制表面支持》手册。

在调音台中使用链接模式
“链接”模式选项（“没有链接”、“同级链接”和“内容链接”）可让您定义在编配区域中
处理折叠夹轨道时如何在调音台中显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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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设定其中任一模式
µ 在调音台中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链接”按钮，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

选取想要的模式。

• 没有链接： 在编配区域中选择折叠夹轨道、进入或退出折叠夹轨道时，调音台
不会跟随显示级别变化。

• 同级链接： 在编配区域中选择折叠夹轨道、进入或退出折叠夹轨道时，调音台
会跟随显示级别变化。

• 内容链接： 在编配区域中选择折叠夹轨道时，调音台会显示折叠夹中的轨道列
表。

使用 I/O 标签窗口
您可以使用“I/O 标签”窗口，为所有通道条的“输入”、“输出”和“发送”菜单项定义名
称，它们可以替代诸如“输入 1”或“输出 8”的默认名称。

若要打开“I/O 标签”窗口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主菜单栏中选取“选项”>“音频”>“I/O 标签”。

µ 在调音台中选取“选项”>“I/O 标签”。

如果您有多个音频接口，请从“设备”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种设备。可以单独为每个
硬件驱动程序类型定义 I/O 标签，但它们对所有项目都有效。这些标签储存在一个
单独的文件中，该文件位于“~/资源库/Application Support/Logic”文件夹中。该文件
称为“IO标签 xxx”（其中 xxx 是硬件类型名称）。

若要为通道条的“输入”、“输出”和“发送”菜单创建新的 I/O 标签
1 点按“用户”栏中的按钮，与“通道”行对齐（例如，输出 12）。

2 连按“长”名称栏中的“–”，并为输出 12 键入新名称（例如，MLAN 12）。点按该行外
面，或按下 Return 键。

3 在“短”名称栏重复此过程（例如，键入 12）。

短名称用于“发送”插槽中。

如果使用“输出 12”，则它在所有通道条的“输出”菜单插槽中会被替换成“MLA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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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复原到默认的通道 I/O 标签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通道”栏中点按相应的按钮。

µ 打开“还原”弹出式菜单，并选取一个命令，以将以下通道条类型还原为它们的“默
认”名称（如“通道”栏中所示）：

• 所有标签

• 输入标签

• 输出标签

• 总线标签

若要使用硬件驱动程序提供的 I/O 标签
µ 点按“由驱动程序提供”栏中的相应按钮。

调整录音或回放模式下的调音台通道条
您可以在录音或回放模式下调整通道条，但是首先需要防止改变对轨道的选择。这
允许您调整某个特定的调音台通道条，即使正在录制另一个轨道也没有关系。

若要在录音时防止改变对轨道的选择
µ 确保未选取调音台的“选项”菜单中的“更改录音模式中的轨道”命令。

若要在回放项目时，防止改变对轨道的选择
µ 确保未选取调音台的“选项”菜单中的“更改回放模式中的轨道”命令。

拷贝整个调音台设置
您可以在项目之间拷贝和粘贴整个调音台设置。

若要拷贝调音台设置
1 选择包含您想拷贝的设置的项目。

2 打开调音台。

3 选取“选项”>“拷贝音频配置”。

若要粘贴调音台设置
1 选择目标项目。

2 打开调音台。

3 选取“选项”>“粘贴音频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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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多个调音台通道条的元素
您可以在调音台中选择多个通道条，这样就可以创建一个临时组，从而使您可以同
时快速调整所有选定的通道条的很多设置。这些选择方法可以应用在所有通道条类
型上。

Logic Pro 还为通道条提供分组功能（请参阅处理调音台组），但是在调音台中为很
多操作选择多个通道条要比设置组快得多。

提示： 和单个通道条上的各个控制一样，按住 Option 键点按一个推子或旋钮可以
将控制还原为默认值。

若要选择多个通道条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从调音台的“编辑”菜单中选取以下一个菜单项。

• 全选

• 选择音频通道条

• 选择乐器通道条

• 选择辅助通道条

• 选择输出通道条

• 选择 MIDI 通道条

• 选择同等着色的通道条

• 选择已静音的通道条

µ 按住 Shift 键并点按通道条。

µ 点按一个通道条背景，并拖移过通道条（例如，在词语“插入”或 I/O 文本上的多个
通道条水平拖移。）

若要取消选择多个通道条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从调音台的“编辑”菜单中选取“取消全选”命令。

µ 点按调音台中任何未选定的或选定的通道条。

点按的通道条将被选定。

µ 点按调音台背景。

µ 在编配区域中点按未在调音台中选定的轨道。

点按的轨道将在调音台中被选定。

调整调音台参数控制
您可以同时在多个通道条上调整一些参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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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所有选定的通道条上调整音量推子
µ 拖移任何选定的通道条的音量推子。

所有的电平改变都是相对和对数的。移动是以 dB 为比例的，所选通道条的混音比
率保持不变。例如，如果通道条 1 设定为 90 dB，通道条 2 设定为 60 dB，降低任何
一个音量推子都会保留通道条之间的相对距离：

• 电平是原来的一半时，通道条 1 为 45 dB，而通道 2 为 30 dB。

• 电平是原来的四分之一时，通道条 1 为 22.5 dB，而通道条 2 为 15 dB；此混音比
率保持不变，直到两个通道条都同时达到 0 dB。

• 当任何一个通道条返回原值时，就会恢复此例中 60/90 dB 的关系。

若要调整所有选定的通道条上的旋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拖移任何一个选定的通道条上的声相/平衡旋钮。

所有声相或平衡旋钮都会相应地改变（改变是相对的）。

µ 拖移任何一个选定的通道条上的发送电平旋钮。

所有发送电平旋钮都会相应地改变（改变是相对的）。

若要调整所有选定的通道条上的按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点按任何一个选定的通道条上的静音或独奏按钮。

所有选定的通道条的按钮会反映出被点按按钮的状态。

µ 点按任何一个选定的通道条上的录制启用按钮。

所有选定的通道条（通常是音频通道条）的录制启用按钮会切换到新模式。

备注： 只有输入源不同的通道条才能同时启用录音。

调整调音台插件设置
您可以同时在多个通道条上调整一些插件设置。

若要为所有选定的通道条选取效果或乐器
µ 点按任何选定的通道条上未使用的“插入”或“乐器”插槽，并从列表中进行选取。

如果所选效果或乐器的相应插槽为空，则所选效果或乐器会插入到所有选定通道条
上的相应插槽。其他通道条上的现有插件将不会更改。

若要替换所有选定通道条的插件
µ 点按任何选定的通道条上使用的“插入”或“乐器”插槽，并从列表中进行选取。

即使所选效果或乐器的相应插槽为空，所选效果或乐器也会插入到所有选定通道条
上的相应插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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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去掉所有选定通道条的插件
µ 点按任何选定的通道条上使用的“插入”或“乐器”插槽，并从列表中选取“没有插件”。

选定的效果或乐器将会从所有选定通道条上的所有相应插槽中去掉。

若要为所有选定的通道条插入通道均衡器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没有使用“插入”插槽 1 的通道条上：  连按通道条上半部分的均衡器区域以将通道
均衡器置于第一个“插入”插槽中。

通道均衡器将被插入到所有选定通道条的第一个空插槽中。

µ 在使用了“插入”插槽 1 的通道条上：  按住 Option 键并连按均衡器区域以插入通道
均衡器作为第一插件，然后将通道条的所有现有插件向下移动一个插槽。

通道均衡器将被插入到所有选定通道条的第一个“插入”插槽，并将任何现有插件向
下移动一个插槽。

调整调音台路由、自动化和组设置
您可以同时在多个通道条上调整一些路由、自动化和组设置。

若要调整所有选定的通道条的发送目的位置
µ 点按任何一个选定的通道条上未使用的“发送”插槽，在总线目的位置（辅助通道

条）列表中进行选取。

所有选定的通道条的相应“发送”插槽都会被路由到选取的目的位置。

若要调整所有选定的通道条的输入或输出路由
µ 点按任何一个选定的通道条上的“输入”或“输出”插槽，并从菜单中选取一个设置。

所有选定的通道条会被设定为选取的输入或输出。

备注： 只能改变状态相同的所选通道条上的输入：  单声道、立体声或环绕声。例
如，此功能可让您轻松地为所有选定的立体声音频轨道选择公用输入来源。

若要按升序将输入或输出路由分配到所有选定的通道条
µ 按住 Option 键，同时点按任何选定的通道条上的“输入”或“输出”插槽，并从菜单中

选取一个设置。

选取的输入或输出设置将分配给最左侧选定的通道条，而输入或输出则从左至右增
加。

若要调整所有选定的通道条的自动化模式
µ 点按任何选定的通道条上的自动化模式按钮，并从菜单中选取一个设置。

所有选定的通道条都会被切换成选取的设置。

若要调整所有选定的通道条的组设置
µ 点按任何选定的通道条上的“组”插槽，并从菜单中选取一个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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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选定的通道条都会被切换成选取的设置。

在调音台内导航
您可以使用以下键盘命令快速移到调音台中的下一个或上一个通道条：

• 选择下一个（右侧）通道条（默认分配：  右箭头键）

• 选择上一个（左侧）通道条（默认分配：  左键头键）

如果在调音台中可以看到多个通道条类型，您可以选取一个命令跳到特定的通道条
类型。当您的调音台视图包含几十个、几百个通道条时，该功能很有用。

若要移到特定的通道条类型
µ 打开“视图”菜单，并选取“滚动到”，然后从子菜单中选取一个命令（例如，输出）。

整个调音台视图都会移动，以在可见的调音台区域右侧显示第一个通道条。

提示： 当您连按任何音频通道条的“输出”插槽时，会跳到分配的输出通道条推子，
从而加快在调音台中的导航速度。

在调音台中给通道条分配颜色
“视图”菜单中的“颜色”项会打开一种颜色调板，允许您给通道条分配颜色。这些颜
色分配也会反映到“编配”窗口的片段上，简化混音任务（尤其是编组任务）。

若要给选定的通道条分配一种颜色
µ 选取“视图”>“颜色”，并在调板中点按一种颜色。

点按左上角的关闭按钮，关闭调板。

您可以通过连按调板中的任何一个颜色，以定义自定颜色。会打开一个颜色轮，允
许您定义色调。点按“好”，以替换调板中选定的颜色方块。

在调音台中给轨道重新命名
确保在调音台的“视图”菜单中选取“轨道名称”，然后连按轨道名称的显示（或作为
默认轨道名称的通道条名称）以打开一个文本输入栏。键入一个新名称，或更改现
有名称，并按下 Return 键，以确认输入。

若要在行中给多个轨道重新命名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文本输入栏中输入文本，然后按下 Tab 键以确认输入，并激活下一个轨道名称以
进行编辑。

µ 在文本输入栏中输入文本，然后按下 Shift-Tab 键以确认输入，并激活上一个轨道
名称以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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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给多个轨道重新命名
1 在调音台中选择多个通道条。

2 连按一个所选通道条的轨道名称，并在文本输入栏中输入文本。

3 按下 Return 键以确认输入。

新名称将应用到所有选定的通道条。

备注： 如果此轨道名称以数字结束，则每个后续通道条的数字都将以 1 为增量自
动增加。若要关闭自动编号，请在所键入名称结尾处的数字后添加一个空格。所有
选定的通道条将以同一数字结尾。

将控制表面链接到调音台
在调音台中启用“链接控制表面”设置后，控制表面组会跟随调音台中的变化，包括
对调音台视图所做的更改。

若要将控制表面链接到调音台
µ 打开“视图”菜单，并选取“链接控制表面”（如果尚未选择此项），或使用相应的键

盘命令。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Logic Pro 控制表面支持》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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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Pro 具有复杂但易于使用的基于轨道的自动化系统，它可以让您创建并回放经
过完全自动化的混音。混音自动化是指录制、编辑和回放调音控制台上的推子、旋
钮和开关的移动（提供对音量、声相、EQ 和辅助发送控制等其他方面的实时控
制）。您可以不受限制地将 Logic Pro 中的所有混音功能自动化。这也适用于所有
插件（所有效果和软件乐器的参数）。所有第三方插件都可以完全自动化（有一两
个例外，例如一些 Space Designer 参数，它们不能实时自动化）。

自动化不依赖于 MIDI 和音频片段，它是在编配窗口轨道上进行的。自动化也不依
赖于 Logic Pro 的播放或录制状态，可让您随时创建自动化。

Logic Pro 的轨道自动化系统是精确到样本的，它很精确，但也非常占用处理器资
源。您可以在“Logic Pro”>“偏好设置”>“音频”>“通用”面板的“样本精确自动化”弹出式
菜单中部分或完全关闭样本精确模式。

备注： 您还可以使用 MIDI 控制器值将参数自动化。这是在编配区域中以每一个片
段基础完成的，叫作超级画笔。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显示轨道自动化 (第 690 页)

• 设定自动化模式 (第 693 页)

• 写入轨道自动化数据 (第 696 页)

• 选定自动化节点和线 (第 697 页)

• 创建自动化节点 (第 697 页)

• 删除轨道自动化数据 (第 699 页)

• 拷贝并移动自动化数据 (第 699 页)

• 在轨道头编辑轨道自动化数据 (第 701 页)

• 将自动化吸附到网格位置 (第 702 页)

• 偏移自动化 (第 702 页)

• 在事件列表中编辑轨道自动化数据 (第 703 页)

• 用外部控制器写轨道自动化 (第 7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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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编配区域中使用超级画笔 (第 705 页)

• 自动化数据的转换 (第 709 页)

显示轨道自动化
轨道自动化数据显示在与您的项目长度相同的一个带灰色阴影的透明区域（自动化
轨道）中。音频片段的音频波形和 MIDI 片段中的音符在阴影区域中可以以较低的
对比度显示。

自动化数据用灰色区域中显示的彩色曲线、点（叫做节点）和线表示。

数值也自动显示在自动化轨道上各个节点处。数值与上下文相关，这意味着，例
如，中央声相位置显示为 0（不是 64），音量以 dB 为单位显示。

若要在编配区域显示轨道自动化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编配区域中选取“视图”>“轨道自动化”（或使用“隐藏/显示轨道自动化”键盘命令，
默认分配：  A）。

µ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自动化”按钮（如果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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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自动化区域显示在所有轨道上，“自动化参数”菜单显示在轨道头上。这可让您
选取可见的自动化参数。它被自动设定为“音量”。

只有轨道高度足够时才能显示自动化。打开轨道自动化会自动设定合适的垂直缩放
比例。

若要调整一个或多个轨道大小
µ 拖移轨道头（轨道列表中）的左下角以调整它的大小。另外，如果自动化被隐藏，

您可以使用垂直缩放条调整所有轨道的大小。

如果您在激活自动化后，手动调整了轨道大小或更改了缩放比例，就会出现这种情
况。

显示不同的自动化参数
您可以在“自动化参数”菜单中选取您想要查看并编辑的参数。这会显示在编配轨道
列表中的轨道名称下面。

这可能是音量推子、声相点或轨道通道条的任何其他参数。当在自动化轨道中显示
为曲线时，这些参数用以下预置颜色表示：

• 黄色表示“音量”自动化

• 绿色表示“声相”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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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表示“独奏”自动化

只有实际控制选定轨道通道条（或它的插件）中某些东西的参数才显示在“自动化
参数”菜单中。轨道（作为自动化数据）中已有的参数在菜单中显示为粗体字。

若要选取自动化参数
µ 点按“自动化参数”菜单，并选取参数。

每个插入通道条中的插件会显示一个子菜单。这些子菜单是根据插槽位置和插件
（例如 1 EXS24）编号和命名的。插件菜单内可能显示更多子菜单。主子菜单中显
示“音量”、“声相”、“独奏”、“静音”和“旁通”。

若要隐藏轨道上的所有自动化参数
µ 点按“自动化参数”菜单，并选取“显示关闭”。

若要隐藏所有轨道上的所有自动化参数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编配区域中选取“视图”>“轨道自动化”（或使用“隐藏/显示轨道自动化”键盘命令，
默认分配：  A）。

µ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自动化”按钮（如果可见）。

查看多个参数的自动化数据
自动化轨道以较低的对比度显示所有自动化数据（不仅仅是当前活跃的参数）。
“音量”为柔和的黄色，“声相”为柔和的绿色阴影等。

若要更改片段和自动化数据的透明度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显示”偏好设置：

•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显示”（或使用“打开显示偏好设置”键盘命令）。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显示”。

2 点按“编配”标签，然后在“自动化透明度”部分调整“片段”和“其他数据”滑块。

您还可以选择在每个自动化参数的子轨道上查看它们，更容易看出它们控制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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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子轨道上查看自动化数据
µ 点按轨道名称左下方的显示三角形。

这会在轨道下面打开一个单独的自动化子通道。

Logic Pro 会自动将新自动化通道的自动化参数类型设定为已录制的类型，而不是当
前显示的类型。活跃的自动化参数保持在最上面的轨道上。重复点按显示三角形会
打开更多的自动化子轨道。

若要在子轨道上查看所有录制的自动化数据
µ 按住 Option 键并点按（关闭的）三角形，最多可以打开 30 个自动化子轨道，它们

将显示现有（已录制的）自动化数据。

系统只会打开所需数量的自动化子轨道，因此，如果您录制了十个参数的自动化数
据，会打开九个子轨道。活跃的自动化参数保持在最上面的轨道上。

按住 Option 键点按打开的三角形会折叠所有自动化子轨道。如果主轨道的自动化
模式设定为“关”或“写”，（甚至轨道不可见）自动化数据仍保持活跃并播放。

设定自动化模式
自动化模式确定如何处理自动化轨道。实际上，自动化模式分为关闭、正在读取或
正在写入。您可以给每个通道条单独选取自动化模式。

若要为轨道设定自动化模式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请在轨道头的“自动化模式”菜单中选取一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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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在调音台或编配通道条的通道条上的“自动化模式”菜单中选取一种模式。

若要给所有轨道设定同一个自动化模式
µ 请按下 Option 键，并在调音台或编配通道条的“自动化模式”菜单中选取一种自动化

模式。

若要给选定的通道条设定同一个自动化模式
1 请按住 Shift 键并在调音台中点按它们的名称，以选取通道条。

2 在其中一个选定的通道条的“自动化模式”菜单中，选取一种自动化模式。

通过键盘命令设定自动化模式
您还可以用以下键盘命令设定自动化模式：

• 开关当前轨道自动化关闭/读

• 将当前轨道设定为自动化读

• 开关当前轨道自动化触摸/读

• 开关当前轨道自动化闩锁/读

• 开关当前轨道自动化写/读

• 将所有轨道设定为自动化关闭（默认分配：  Shift-Control-Command-O）

• 将所有轨道设定为自动化读（默认分配：  Shift-Control-Command-R）

• 将所有轨道设定为自动化触摸（默认分配：  Shift-Control-Command-T）

• 将所有轨道设定为自动化闩锁（默认分配：  Shift-Control-Command-L）

• 将所有轨道设定为自动化写

选取自动化模式
您可以在任何通道条中选取以下自动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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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关”会停用当前轨道自动化数据而不删除它。没有读、写或回放自动化数据。如果
当前自动化模式为“关”，那么在编配区域中对轨道自动化数据所做的任何编辑，都
会自动将自动化模式切换到“读”。这确保当前编辑的数据会被播放。

假设轨道自动化可以在回放模式下录制，“关”为默认设置，因为编配时任何混音自
动化录音都有可能令人不安。

读
“读”模式会用现有自动化数据将当前轨道自动化。

当处于“读”模式时，移动通道条控制或使用外部自动化控制器不能更改数据。

触摸
“触摸”模式以与“读”模式相同的方式回放自动化数据。

如果触摸通道条或外部（触摸感应的）自动化控制器，活跃参数的现有轨道自动化
数据将被任何控制器移动替换（只要触摸了推子或旋钮）。当您释放控制器时，自
动化参数会返回原始（录制的）值。参数返回到它以前录制的设置所需的时间通过
“Logic Pro”>“偏好设置”>“自动化”>“斜坡时间”设定。

“触摸”是创建混音最有用的模式，可以与在硬件混音控制台上“操纵推子”直接相比。
它可让您在自动化活跃时随时纠正并改进混音。

闩锁
“闩锁”模式与“触摸”模式原理基本相似，但是当 Logic Pro 处于回放（或录制）模式
时，释放推子或旋钮后，当前值会替换任何现有自动化数据。

结束或终止参数编辑，停止回放（或录制）。

写
在“写”模式下，播放头经过现有轨道自动化数据时会删除它。

如果您移动任何调音台（或外部设备）控制时，这个移动都会被录制下来；如果您
不移动，播放头经过现有数据时就会删除它。

警告： 请谨慎使用“写“模式（及其设置），以确保当您只打算抹掉音量推子信息
时，不会错误地抹掉声相、总线和插件自动化数据。

若要确定应抹掉的数据类型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自动化”偏好设置：

•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自动化”（或使用“打开自动化偏好设置”键盘命令）。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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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写自动化用于”部分的注记格。

“写模式更改为”菜单确定执行完写操作后 Logic Pro 会切换到的模式。

当您使用 Logic Pro 的轨道自动化功能时，很少需要用到“写”模式。它主要是为了使
自动化模式选择完整。通过选取“轨道”>“轨道自动化”>“删除所选轨道上的所有自动
化”（或分别选取“删除所有自动化”），可更轻易地抹掉自动化数据。

在早期的模拟混音自动化系统中，“写”模式是开始新项目时，从磁带上删除自动化
数据的唯一方法。“轨道”>“轨道自动化”>“写到结尾”和“写到右定位符”命令就无需解
释了。一个将轨道自动化数据写到项目的结尾，另一个写到右定位符位置。

写入轨道自动化数据
有以下几种轨道自动化数据的写选项供您使用：

• 自动化模式设定为“触摸”、“闩锁”或“写”时移动选定通道条的任何推子或控制。在
实际使用中，您将很少（如果曾经）使用具有破坏性的“写”模式，因为它会抹掉
所有自动化数据。标准的写模式为“触摸”和“闩锁”。

• 在编配轨道列表中选取一个参数，打开一种写模式时，移动轨道列表右侧的值滑
块。

• 在打开一种写模式时，移动已连接的硬件控制器的推子或旋钮。请参阅用外部控
制器写轨道自动化。

• 使用指针工具或铅笔工具绘制您的自动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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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种写模式活跃时，您可以在 Logic Pro 处于录制或回放模式时录制轨道自动化
数据。编配窗口轨道选择或音频录音准备状态是不相关的。当通道条设定为一种写
模式时，您的一切触摸或移动都会被录制下来。调音台控制（处于写模式下时）的
移动可以用来实时覆盖或编辑现有自动化数据。

当 Logic Pro 处于停止模式时，自动化写模式会被忽略，移动推子时不会写入数据。
然而，有一种情况例外：  如果没有动态变化（没有自动化数据），当前推子设置
变为对整个项目有效。这是您开始一个新项目时所有混音参数的默认行为。

选定自动化节点和线
您可以使用自动化选定工具，以通过拖移来选择自动化数据中（节点的）任何选择
部分。

• 点按片段，以选择片段界限内所有当前可见的自动化事件。

• 按住 Shift 键点按，以选定现有选择部分之外的其他区域。这使您可以同时编辑
不连续的选择部分。

• 按住 Shift 键点按节点（在选定区域前或后）以扩展当前所选内容。

您还可以用指针工具选定节点：

• 按住 Shift 键点按节点以切换（节点的）选择部分。

• 按住 Shift 键点按线以切换（线的）选择部分。

• 在所有轨道自动化通道外面（编配区域背景上）点按，以取消选择所有自动化数
据。

• 拖移选定区域以移动所有选定的节点（和连接线）。已移动的自动化数据会自动
抹掉目的区域中现有的任何数据。

• 按住 Shift 键并拖移以用矩形进行选择。选定区域将会切换。

• 当没有选择自动化数据时，按住 Option 键点按会选择当前鼠标位置后面（以后
的）所有数据，您可以拖移这个选择部分。

• 当没有选定自动化数据时，按下 Option 键并连按会选定所有数据。

创建自动化节点
您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创建自动化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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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创建自动化节点
µ 用指针工具或铅笔工具点按自动化线上面或者外面（不在节点上），以创建新节

点。

第一次点按空的自动化轨道，会在点按的位置创建一个新节点，并在轨道开始处创
建另一节点。这确保您无法用片段中间的空隙创建参数控制，并从自动化轨道开始
就完全控制参数。

备注： 在“组设置”窗口中选择了相关注记格（音量、声相、发送）后，在成组轨道
上创建自动化节点，也将在组中的其他轨道上创建自动化节点。它们的布局会将每
个轨道的相对参数值考虑在内。

若要随意绘制自动化
µ 用铅笔工具绘制自动化线（和曲线）。

这将会沿着线创建节点。

您可以在矩形选择区域的每一边创建一个或两个节点。

若要在矩形选择区域的每一边创建一个节点
µ 按住 Option 和 Shift 键，同时使用指针工具进行拖移以进行矩形选择。

若要在矩形选择区域的每一边创建两个节点
µ 按住 Option、Control 和 Shift 键，同时使用指针工具进行拖移以进行矩形选择。

此外，还可以在片段边界创建一个或两个节点。

若要在每个片段边界创建一个节点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择片段，然后选取“轨道”>“轨道自动化”>“在片段边界处创建节点”。

µ 选择自动化选定工具，然后按住 Option 键点按片段标头区域。

若要在每个片段边界处创建两个节点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择片段，然后选取“轨道”>“轨道自动化”>“在片段边界处创建两个节点”。

µ 选择自动化选定工具，然后按住 Control-Option-Shift 键点按片段标头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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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轨道自动化数据
您可以在“轨道”>“轨道自动化”菜单中选取以下一个命令（或相应的键盘命令），以
删除轨道自动化数据：

• 删除所选轨道上可见的自动化： 删除活跃的自动化参数数据（默认键盘命令分
配：  Control-Command-Delete）。

• 删除所选轨道上的所有自动化： 删除所选轨道上所有类型的自动化数据（默认
键盘命令分配：  Shift-Control-Command-Delete）。

• 删除所选轨道上的孤立的自动化： 删除所选轨道上所有孤立的自动化数据。在
轨道之间拷贝时自动化数据可能会变成孤立的。

• 删除所有自动化： 删除所有轨道上所有类型的自动化数据。

您还可以执行以下一项操作来删除多个节点：

• 按下 Shift–Option，并连按自动化轨道的任何地方打开一个对话框，可让您删除
（当前类型的）所有自动化数据。这是按照“删除当前轨道的所有自动能性化数
据”命令进行的。

• 按下 Delete 键以删除选择的自动化节点。使用这个功能时，请确定没有选择片
段。任何选定片段也会被删除。

若要删除单个节点
µ 用铅笔工具或橡皮工具点按它。

拷贝并移动自动化数据
在创建或选择自动化节点和线之后，您就可以轻松进行更改以满足需要。

若要在轨道内拷贝自动化数据
µ 选择要拷贝的节点或线，然后按住 Option 键将所选内容拖到轨道中的不同位置。

这将删除目的区域中的任何现有节点。

若要在轨道之间拷贝自动化数据
1 按住 Shift 键，同时在自动化区域中拖移所选内容。

2 选取“编辑”>“拷贝”（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Command-C 键。

3 选择您想要将自动化数据拷贝到其中的轨道。

4 选取“编辑”>“粘贴”（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Command-V 键。

若要移动自动化数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择要移动的节点或线，然后将它们水平或垂直拖移。

这将删除目的区域中的任何现有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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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通过点按节点或线，或者在节点或线外部点按，来垂直拖移选定的几个节
点或几条线时，所有值都将按一定比例更改，幅度为某个百分比值。

µ 按住 Control 键，同时垂直拖移自动化节点或线。

这允许微调自动化节点或线值。

备注： 在“组设置”窗口中选择了相关注记格（音量、声相、发送）后，移动位于成
组轨道上的自动化数据，也将移动存在于组中其他轨道上相同区域内的自动化数
据。每个轨道的相关参数值会保持不变。

您可以与轨道自动化数据一起移动片段，也可以单独移动片段。

若要在移动片段时移动或不移动自动化数据
µ 在“Logic Pro”>“偏好设置”>“自动化”中选取“移动片段时也移动自动化”选项。

• 永不： 当您移动片段时不移动自动化。

• 总是： 当您移动片段时总是移动自动化。会移动片段分界线包围的自动化数据
区域。

• 询问： 每当您移动片段时，会出现一个对话框，提示您是移动自动化数据还是
将它留在原处。

您还可以使用框选择工具来移动片段的一部分及其自动化数据。

若要移动片段选择部分及其自动化数据
1 使用框选择工具在片段上拖移。

2 使用本地“编配”菜单中的“编辑”>“拷贝”命令。

3 选择您想要将自动化数据拷贝到其中的轨道。

4 将播放头移到插入点。

5 使用本地“编配”菜单中的“编辑”>“粘贴”命令。

片段选择部分及其自动化数据被拷贝到播放头位置的目标轨道上。

若要将一个参数的自动化数据拷贝或转换为另一个参数
1 在“自动化参数”菜单中，选择您想要拷贝或转换的自动化参数。

2 按住 Command 键点按“自动化参数”菜单，然后选取目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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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会出现一个对话框，询问您是否想要将来源参数数据转换或“拷贝并转换”为目
的参数的自动化数据。“拷贝并转换”选项会保留来源参数自动化数据，并将其复制
给目的参数。

您可以使用自动化曲线工具弯曲两个节点或任何所选部分间的线。

若要弯曲自动化线
µ 用自动化曲线工具拖移自动化线。

提示： 使用标准指针工具时，按下 Control-Shift 也可使用这个功能。

在轨道头编辑轨道自动化数据
您可以使用指针工具一次调整整个自动化通道的轨道自动化数据。

备注： 如果轨道属于轨道组，且选择了“组设置”窗口中的相关注记格（音量、声
相、发送），那么组内所有轨道中的轨道自动化数据都将进行相应调整。但是，每
个轨道的相关参数值将保持不变。

若要调整整个自动化通道的轨道自动化数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按住 Command 键并在数值显示中垂直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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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按住 Command 键并在值滑块中垂直拖移。

备注： 按住 Command 键时，在数值显示或值滑块中短按可以选择该轨道上的当
前参数自动化数据。如果轨道属于轨道组，则长按可以选择组内所有轨道上的当前
参数自动化数据。

将自动化吸附到网格位置
您可以将基于轨道的自动化和超级画笔（基于片段）自动化吸附到网格位置。

若要将自动化节点自动吸附到选取的“吸附”网格值
µ 请在“吸附”菜单中选取“吸附自动化”。

备注： 不管是否启用“吸附到绝对值”选项，自动化编辑始终吸附到绝对位置。

偏移自动化
尽管 Logic Pro 中的自动化可以精确到样本，但它可能受音频硬件延迟、过度的处
理器负载或插件延迟的影响。若要确保您的自动化“丝毫不差”，您可以将它的时间
稍微向前或向后移动（如果启用了“吸附自动化”）。

若要在“吸附自动化”活跃时偏移您的自动化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自动化”偏好设置：

• 选取“吸附”菜单中的“自动化吸附偏移”。

•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自动化”（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然后从菜单中选取“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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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音位值（这些值可为正，可为负）为单位调整“吸附偏移”参数。

所有轨道（或包含超级画笔自动化的片段）上的所有自动化都会按照选取的音位数
偏移。

在事件列表中编辑轨道自动化数据
Logic Pro 可让您在专用“事件列表”窗口中修改轨道自动化数据，这个窗口只能通过
“自动化事件列表”键盘命令打开（默认分配：  Control-Command-E）。

每个自动化事件显示为一个 MIDI 控制器事件，可以调整长度、值等。

提示： 如果在打开了“自动化事件列表”窗口时开启另一个编配窗口 (Command-1)，
您将会看到所有的自动化数据在一个单独的编配窗口中显示为折叠夹片段。这些可
以像 MIDI 片段一样处理，但仅影响自动化数据。在大多数自动化编辑情况下，一
般不需要这个功能，但如果您需要，就可以找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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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部控制器写轨道自动化
Logic Pro 支持多个专用控制表面，它们使写和编辑轨道自动化数据更加快速、有效
和容易。根据可用的设备，您可以同时给多个通道或多个插件参数写自动化数据。
有关所有受支持设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Logic Pro 控制表面支持》手册。

任何 MIDI 控制器（例如调制轮或您的 MIDI 键盘的前面板滑块或旋钮）都可以用来
写自动化数据。您可以将这样一个控制器用于所有自动化写任务（请参阅使用自动
化快速访问），或者将单个控制器（如果您的 MIDI 键盘上有）分配给不同的参数
（请参阅《Logic Pro 控制表面支持》手册）。

使用自动化快速访问
如果您只有一个硬件 MIDI 控制器（您的 MIDI 键盘上的一个推子或可能仅调制轮），
“自动化快速访问”功能可以使轨道自动化变得相当迅速和简单。您可以使用这一个
硬件控制器访问编配窗口中选定轨道的当前活跃自动化参数（并将它自动化）。

若要设置自动化快速访问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自动化”偏好设置：

•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自动化”（或使用“打开自动化偏好设置”键盘命令，
默认分配：  Option-A）。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并从菜单中选取“自动化”。

2 通过点按“自动化快速访问”部分中的“开”按钮，打开自动化快速访问。

这时会出现一个对话框，提示您分配一个控制器。

提示： 您可以通过本地“轨道”>“轨道自动化”菜单快速打开“自动化快速访问”设置
（或者使用“开关自动化快速访问”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ntrol-Option-Command-A）。

3 点按“分配”按钮并缓慢移动您想要用于自动化快速访问的硬件控制器。请确定它移
遍了整个范围。

4 点按“自动化快速访问”部分中“关”/“开”按钮下面的“完成”按钮确认您的选择部分。

“完成”按钮会变成“学习信息”按钮。点按“学习信息”按钮可让您给自动化快速访问分
配一个新的控制器。

点按“编辑”按钮会打开“控制器分配”窗口，您可以在其中手动分配控制器。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Logic Pro 控制表面支持》手册。

一旦设置好，您就可以使用硬件控制当前编配轨道上的活跃自动化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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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和停用自动化快速访问
如果您选取调制轮来进行自动化快速访问，您不妨将它用于在自动化快速访问和一
般调制轮任务（作为 MIDI 控制器 1）之间切换。

这使用“开关自动化快速访问”键盘命令来完成最为有效（默认分
配：  Control-Option-Command-A）。

在编配区域中使用超级画笔
超级画笔的工作原理与轨道自动化很相像，但有一些关键差异：

• 超级画笔数据限于 MIDI 片段。

• 超级画笔数据使用 MIDI 控制器值（而不是轨道自动化系统使用的内部元事件），
它们用节点之间的线表示。

您可以用与轨道自动化数据相似的方法编辑节点和线。

您可以在 MIDI 轨道上实时录制 MIDI 控制器事件，或使用超级画笔在编配区域、钢
琴卷帘窗和乐谱编辑器中创建和编辑控制器事件。为了提供比其他窗口的“超级画
笔”选项更高的精确度和灵活性，系统中特意为 MIDI 控制器编辑配置了 Hyper Editor。

数字 MIDI 控制器值自动显示为超级画笔节点。这些值是与上下文相关的，例如，
中央声相位置显示为 0（不是 64），音量以 dB 为单位显示。如果不存在事件，
Logic Pro 会自动创建一条当前值的（如果有）水平线。

您可以使用这 127 个 MIDI 控制器值中的任何一个，将诸如音量或音高等参数自动
化。

若要为编配区域、钢琴卷帘窗或乐谱编辑器中当前选定的片段或事件激活超级画笔
µ 请直接从“视图”>“超级画笔”菜单中选取一种事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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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的事件类型在“超级画笔”区域的左上角中显示为控制器编号或按名称显示。如
果有必要，您可以为编配区域中每个 MIDI 片段选取不同的超级画笔参数。对每个
片段，您可以使用多种类型的超级画笔信息。

如果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或乐谱编辑器中被激活，灰色的“超级画笔”部分将显示在
编辑区域的下面。

钢琴卷帘窗编辑器和乐谱编辑器的左下角有一个“超级画笔”按钮。点按这个按钮可
以打开或关闭超级画笔部分。当灰色的“超级画笔”区域可见时，您可以从超级画笔
标尺左侧显示的（下箭头）菜单选取一种控制器类型。

若要关闭超级画笔
µ 选取“视图”>“超级画笔”>“关”。

若要设定 MIDI 通道
µ 请从“视图”>“超级画笔”>“通道”子菜单中选取一个通道编号。

选取的通道编号也会显示在事件类型旁。

若要在超级画笔中定义其他 MIDI 控制器
µ 选取“视图”>“超级画笔”>“其他”，并在超级画笔窗口中选定控制器和 MIDI 通道的编

号。

如果您想用超级画笔编辑“超级画笔”菜单中不能直接使用的控制器，请使用这个选
项。

使用自动定义模式
“自动定义”模式自动设定超级画笔参数，使片段中的第一个事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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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定义不仅可以将超级画笔显示切换到第一个传入控制器，它还可以响应其他类
型的事件。它的响应顺序如下：

• 控制器

• 触后响应

• 弯音

• 音色变化

• 音符力度

录制 MIDI 自动化数据
您可以像录制常规 MIDI 事件一样录制 MIDI 自动化。Logic Pro 必须处于录制模式下
才能捕捉这种类型的自动化。

若要录制 MIDI 自动化数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移动任何环境推子，将这个推子的 MIDI 事件录制到当前选定的轨道。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录制和回放推子移动。

µ 通过外部 MIDI 控制器（如您的 MIDI 合成器上的调制轮或滤波器截止控制）来录制
事件。

编辑 MIDI 自动化数据
由于 MIDI 自动化数据仅包含 MIDI 事件，因此您可以使用事件列表、Hyper Editor 或
变换窗口，像编辑任何其他 MIDI 事件一样编辑它。

使用音符力度模式
超级画笔提供了“音符力度”模式，它非常适合在一系列音符中创建渐强或渐弱效
果。您可以在片段中任何一个点上使用它（例如，在钢琴卷帘窗窗口中的音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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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使用“音符力度”模式
1 选取“视图”>“超级画笔”>“音符力度”。

2 点按住鼠标按键，直到您看见（开始线）帮助标记后再释放。（结束线）帮助标记
会和一条绿色的线一起显示，这条线可以在屏幕上直观定位。移动线时请注意帮助
标记。

3 点按（垂直的和水平的）终点，以沿插入的线对齐，自动缩放所有音符力度。

备注： 只有当片段实际上包含音符时，使用这种模式才有意义。

音符力度线工具可在不同的模式下工作：

• 绝对的： 不按下修饰键，音符力度会更改以符合线的值。

• 相对的： 按下 Command 键点按，会分析原来的和新的音符力度。最终力度是两
个值的平均值。

• 仅选定的： 按下 Option 键，只有选定音符受影响。

“相对”和“仅选定的”模式可以结合使用。

使用超级画笔键盘命令
以下编配窗口键盘命令可以加快超级画笔的使用：

• 超级画笔：  停用

• 超级画笔：  音量

• 超级画笔：  声相

• 超级画笔：  调制

• 超级画笔：  弯音

• 超级画笔：  音符力度

• 超级画笔：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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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画笔：  自动定义

自动化数据的转换
您可以将轨道自动化数据转换为 MIDI 控制器事件（也就是超级画笔数据），反之
亦然。这可让您将控制数据从编配区域中的片段移到基于轨道的自动化系统，或者
反过来。例如，这对用相同的自动化曲线反映超级画笔信息（用于控制外部 MIDI
合成器上的滤波器截止）很有用，这个曲线控制 Apple Loops 鼓轨道上 Flanger 插件
的“强度”参数。

若要将片段控制器事件转换为轨道自动化
1 选定片段。

2 在“轨道”>“轨道自动化”菜单中选取以下一个命令：

• 将可见的片段数据移到轨道自动化： 将选定片段中当前可见的 MIDI 控制器数据
（如音量）移到轨道自动化系统。

• 将所有片段数据移到轨道自动化： 将选定片段中所有 MIDI 控制器数据移到轨道
自动化系统。

若要将轨道自动化数据转换为控制器事件
1 选择您想要拷贝控制器事件到其中的片段：

2 在“轨道”>“轨道自动化”菜单中选取以下一个命令：

• 将可见的轨道自动化移到片段： 将活跃的轨道自动化参数转换为 MIDI 控制器事
件，并将它拷贝到选定片段中。

• 将所有轨道自动化移到片段： 将所有轨道自动化参数转换为 MIDI 控制器事件，
并将它们拷贝到选定的片段中。

备注： 只转换选定片段界线内的轨道自动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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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借助并轨功能将所有或特定通道渲染到一个或多个音频文件，甚至直接刻录
到 CD 或 DVD 上。并轨过程允许您根据发送到所选输出通道条的所有通道条来创建
一个音频文件（同时使用多种不同的文件格式），或多个环绕声音频文件。所有参
数，包括音量、声相和效果都将录制为并轨文件的一部分。自动化（如果使用了的
话）也会影响最后得到的并轨文件。并轨是实时或以比实时快的速度（脱机并轨）
进行的。

在并轨后，文件就可以在 Logic Pro 中创造性地重复使用或通过替换（或旁通）源
通道上的片段、乐器和效果来存储处理资源。并轨文件也可以用在其他应用程序或
设备中。这使您可以很容易地将文件发送到母带录制设备，在互联网上使用它们
（例如，在网页上或 iTunes Store 中），甚至将它们上传到您的 iPod。另一个选项
是将并轨文件刻录到 CD 或 DVD。这可以直接通过并轨窗口完成，一步完成并轨和
刻录。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创建并轨 (第 711 页)

• 将通道条发送到输出 (第 712 页)

• 定义并轨范围 (第 712 页)

• 定义并轨窗口中的参数 (第 713 页)

• 设定并轨文件名称和文件夹 (第 722 页)

• 并轨和添加假噪声 (第 723 页)

创建并轨
本节概述了创建并轨音频文件所需的基本步骤。

第 1 阶段：将通道条发送到输出
将您想要并轨的所有通道条都发送到一个特定输出通道条。请参阅将通道条发送到
输出。

第 2 阶段：定义并轨范围
定义并轨范围。请参阅定义并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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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阶段：设定并轨参数
设定并轨窗口中的参数。请参阅定义并轨窗口中的参数。

第 4 阶段：设定并轨文件名称和文件夹
输入并轨文件的目的名称和文件夹。请参阅设定并轨文件名称和文件夹。

第 5 阶段：执行并轨
点按并轨窗口中的“并轨”（或“并轨与刻录”）按钮。

备注： 当输出通道条设定为单声道时可以进行单声道并轨。在这种情形下会生成
一个单声道音频文件。

将通道条发送到输出
您可以将单个通道条或多个通道条发送到输出通道条。

若要将通道条发送到输出通道条
µ 点按并按住通道条的输出插槽，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合适的输出。

若要将多个通道条发送到输出通道条
1 通过拖移选择（或按下 Shift 键选择）通道条。

2 点按并按住其中一个选定通道条的输出插槽，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合适的输
出。

所有选定的通道条都会被发送到选取的输出通道条。

定义并轨范围
在并轨之前，最好定义一下要并轨的项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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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选择片段或者循环功能不活跃，则并轨窗口中的开始和结束位置栏的默认
值将包含整个 Logic Pro 项目。

• 如果使用了循环功能，则并轨开始和结束位置将与定位符位置一致。

• 如果在编配窗口中做了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并轨开始和结束位置则与所选
区域一致。

备注： 如果以上选项均不适用，您可以通过更改并轨窗口中的开始和结束参数来
手动设定并轨开始和结束位置。

定义并轨窗口中的参数
在将通道条发送到输出（请参阅将通道条发送到输出）并定义并轨范围（请参阅定
义并轨范围）之后，您应该定义并轨窗口中的参数。

若要打开并轨窗口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从主菜单栏中选取“文件”>“并轨”，以并轨输出通道条 1 和 2。

µ 点按相关输出通道条上的“并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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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并轨窗口中的全局参数
无论并轨的文件类型是什么，并轨窗口中都有多个全局选项可用。

• “目的”面板： 您可以通过点按选项名称并选择其注记格来激活“目的”面板中的选
项。如果需要，也可以选择多个注记格。但这样会以合适的文件扩展名创建多个
文件：  文件名称.aif、文件名称.mp3、文件名称.m4a。您可以从多个目的文件格
式中选取您的音频并轨的格式：

• PCM 文件（SDII、AIFF、(Broadcast) Wave 或 CAF 格式）

• MP3 文件

• M4A:  AAC 文件

• 刻录：  CDDA 文件

如果您点按目的文件格式名称，而不是选择文件格式注记格，则可以在右侧的区
域中设定多个偏好设置（偏好设置随选取的目的文件格式而改变）。例如：

• PCM、MP3 和 M4A： AAC 文件可以单独并轨，如果选择了“添加到 iTunes 资料
库”注记格，它还可以被添加到 iTunes 资料库（适用于各种格式）。

• SDII、AIFF、Wave 或 CAF 格式的 PCM 文件： 如果选择了“添加到音频媒体夹”注
记格，它们可被添加到音频媒体夹。

• 开始和结束栏： 这些栏定义了您想要写入并轨文件的项目分段的界线。它们的
默认值按以下方式设定：

• 如果使用了循环功能，界线会被设定到定位符位置。

• 如果在编配窗口中作出了选择，界线会被设定到选定区域。

• 如果以上两种情形都不适用，界线则包含整个 Logic Pro 项目。

无论哪种情况，您都可以手动调整开始和结束位置。例如，如果您想考虑并轨位
于开始和结束位置之外的 MIDI 声音模块（通过辅助通道条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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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通常，设定并轨结束位置时最好是超出上一个片段的末尾一点。这样可
以确保延迟插件的混响尾音和回声不会被截掉。需要多长的额外时间取决于所使
用的效果设置。

当您调整开始和结束位置参数时，“取消”和“并轨”（“并轨与刻录”）按钮上方将显
示并轨文件所需的硬盘空间。

• （并轨）模式按钮： 您可以实时或脱机创建并轨文件：

• 实时： 实时创建并轨文件。当您想要并轨音频和乐器轨道以及外部 MIDI 声源
（通过辅助通道被发送到 Logic Pro 调音台）时，请使用此设置。

• 脱机： 加速并轨过程（取决于您的编配复杂性和可用的系统处理能力）。此
设置还允许您并轨在实时播放时通常会超出您的系统处理能力的编配。脱机并
轨仅限于内部来源（音频或乐器轨道）。在脱机并轨过程中，外部 MIDI 轨道
和音频通道输入无效。“脱机并轨”模式仅对使用自带音频驱动程序系统 (Core
Audio) 的设备的输出通道可用。鉴于流式技术的特性，基于 DSP 的音频硬件不
能使用脱机并轨。（也就是说，这些设备只能实时工作。）通过 ReWire 馈入
Logic Pro 调音台的其他软件应用程序可以脱机并轨。

• “并轨第二个循环通道”注记格： 并轨过程要考虑循环范围的两次重复，在第二次
重复时开始创建并轨文件。如果您想要将效果结尾（从第一次循环开始）添加到
并轨文件开始处，此注记格将很有用。

• “包括音频结尾”注记格： 根据需要尽可能扩展并轨文件以包括任何乐器释放和效
果结尾。

• “正常化”弹出式菜单： 您可以从以下三种状态中选取：

• 关： 关闭正常化。

• 仅过载保护： 如果出现过载（音量在 0 dB 以上，此时会产生削波），就会进
行向下正常化，但较低的音量不会进行正常化。

• 开： 扫描传入音频的最大振幅峰值。这个峰值的电平会增加到最大可能电平
（不削波），所有其他传入音频会按这个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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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并轨窗口中的 PCM 选项
在“目的”面板中点按 PCM 名称，并选择其注记格以访问以下选项：

• “文件格式”弹出式菜单： 可让您从 SDII、AIFF、（广播）Wave 或 CAF 格式中进
行选取。可以通过选择“添加到音频媒体夹”注记格将这些格式的 PCM 文件自动添
加到音频媒体夹。

• “分辨率”弹出式菜单： 可让您定义并轨文件的分辨率。提供的选项有 16 位（用
于 CD 发行）、8 位（用于多媒体制作）或 24 位（用于 DVD 母盘制作）。

• “采样速率”弹出式菜单： 可让您选取并轨音频文件的采样速率。选项范围从 11,025
到 192,000 Hz，包括最常用的三种采样速率：  44,100 (CD-DA)、48,000 (DAT) 和
96,000 (DVD)。

• “文件类型”弹出式菜单： 您可以在“分离”（用于 Digidesign Pro Tools）或“间插的”
（日后用于 Logic Pro 或用于 CD 写软件）之间选取。

备注： 如果在“目的”面板中选取了“分离”，则会停用“刻录”。

• “添加假噪声”弹出式菜单： 当将 24 位录音并轨为 16 位文件时，建议使用“添加
假噪声”。

• “环绕声并轨”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项目环绕声格式（“文件”>“项目设置”>“音
频”>“环绕声格式”）并轨所有输出。

各环绕声通道将被并轨到一个单独的文件。

不管点按了哪个输出通道的“并轨”按钮（或者通过“文件”>“并轨”打开了并轨窗
口），所有环绕声输出都会被同时并轨。

“Logic Pro”>“偏好设置”>“音频”>“I/O 分配”面板让您可以访问环绕声设置。

• 您可以在“输出”面板中确定立体声和环绕声输出格式。

• “并轨扩展名”面板显示了添加到立体声或环绕声并轨生成的文件名称中的扩展
名。点按各个栏以编辑扩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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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在“输入”面板中确定立体声和环绕声输入格式。

备注： 选择“环绕声并轨”选项会取消选择“目的”面板中的“MP3”、“M4A：  AAC”和
“刻录”注记格（随后会出现警告信息）。

• “添加到音频媒体夹”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将并轨后的 PCM 文件添加到音频
媒体夹。

• “添加到 iTunes 资料库”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将并轨后的 PCM 文件添加到
iTunes 资料库。

备注： iTunes 不支持 SDII 或 CAF 格式的文件。如果“文件格式”菜单设定为“SDII”
或“CAF”，则此注记格会显示为灰色且不可用。

设定并轨窗口中的 MP3 选项
Logic Pro 可让您并轨 MP3（MPEG-2、音频层 3）格式的文件。这种著名的数字音频
信号数据压缩格式是由 Fraunhofer 研究院提出的，它可以在高压缩比下保持较好的
音质（取决于压缩比）。MP3 是通过互联网交换的音频文件广泛采用的标准。

由于编码 MP3 文件就等于损失音质，因此在制作过程中，如果您可以使用线性格
式（如：AIFF、WAV 或 SDII）访问相同的音频数据，则不应该使用 MP3 文件。

并轨后的 PCM 文件也用于编码成 MP3/M4A：  AAC。应注意的是，这在添加假噪声
之前进行。

备注： 如果选定的采样速率高于 48 kHz，系统会在编码之前创建并轨后的 PCM 文
件的临时副本，而且采样速率会自动转换为 48 kHz。进行这种转换的原因是 MP3
格式不支持高于 48 kHz 的采样速率。

如果不选择“目的”面板中的“PCM”选项，系统会并轨一个临时 PCM 文件，作为编码
为“MP3/M4A：  AAC”或刻录到 CD 的来源（根据“PCM”面板中选择的选项）。

选择“目的”面板中的“MP3”选项会自动停用“PCM”>“环绕声”选项（随后会出现警告信
息）。这是因为 MP3 格式不支持环绕声。但“分离立体声”格式支持它（即使编码的
MP3 文件被设定为“联合立体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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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目的”面板中的 MP3 名称（并选择其注记格）以访问以下选项：

• “位速率（单声道/立体声）”弹出式菜单： MP3 位速率在 32 kbps 和 320 kbps 之间
可用，但默认值是：单声道为 80 kbps，立体声为 160 kbps。这些速率提供了可
接受的质量和良好的文件压缩。

如果您能承受额外的文件大小，那么要提高音质，请选取：

• 单声道流为 96 kbps

• 立体声流为 192 kbps

您可以选取更高的速率，但是高于 96/192 kbps 的位速率所带来的音质改善是微
乎其微的。

• “使用可变位速率编码（VBR）”注记格： 可变位速率编码对较简单部分的压缩程
度比对较和谐丰富部分的要大一些，通常可生成音质更好的 MP3 文件。

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 MP3 播放机都能准确解码 VBR 编码的 MP3，这就是为什
么这个选项默认为关闭的原因。如果您知道目标听众可以解码 VBR 编码的 MP3，
则可以打开此选项。

• “质量”弹出式菜单： 只要可行，都请将这个设置保留为最高（默认）。降低质量
可以加快转换过程，但代价就是损坏音质。

• “使用最优编码”注记格： 和“质量”参数一样，如果您取消选择此选项，则会以牺
牲音质为代价来获得编码速度。应始终选定此选项，除非转换时间是个问题。

• “过滤低于 10 Hz 的频率”注记格： 当选择此选项时（默认），低于 10 Hz 的频率
（通常扬声器无法再现，且任何速率下人耳都听不到）将被删除。这样可以给我
们能听见的频率预留多一些数据带宽，从而提高可感知质量。只有当您试验亚音
速测试音调时，才需要取消选择此选项。

• “立体声模式”弹出式菜单： 您可以选取“联合立体声”或“正常立体声”模式。根据
原始文件的不同，这些设置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听得出一些差异。两种设置都
试验一下以确定您的偏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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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 ID3 标签”注记格： 选择此选项以将 ID3 标签写入文件中。

• “ID3 设置”按钮： 点按此按钮打开一个对话框，您可以在此对话框中编辑和配置
ID3 标签。

连按相应“ID3 帧”栏条目右侧的“内容”栏并键入文字，所有条目都是这样产生的。

选择“使用默认值”注记格会显示特定“内容”栏条目的默认设置。例如，“项目标题”
和“速度”（每分钟节拍数）会自动填入。

选择“使用默认值”注记格还会将“初始调”弹出式菜单设定为全局拍号轨道中显示
的第一个条目。如果项目还没有设定调，它将是“默认：  C”。您可以从此菜单中
选取另一个调。

• “添加到 iTunes 资料库”注记格： 将编码后的 MP3 文件添加到 iTunes 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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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并轨窗口中的“M4A：  AAC”格式选项
在“目的”面板中点按“M4A：  AAC”名称并选择其注记格，以便访问以下选项：

• “编码”弹出式菜单： 选取“高级音频编解码器 (AAC)”或“Apple Lossless”以确定如何
编码您的 .m4a（通常称为 MP4）文件。两种编码算法都可以产生高质量的音频，
AAC 格式采用了较高的压缩比，因此生成的文件更小。

• “位速率”弹出式菜单： 您可以在 16 kbps 和 320 kbps 之间选取位速率。

备注： 仅当选取了 AAC 编解码器时此参数才可用。

• “使用可变位速率编码 (VBR)”注记格： 可变位速率编码对较简单部分的压缩程度
比对较和谐丰富部分的要大一些，通常可生成质量更好的文件。

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媒体播放机都能准确解码 VBR 编码的文件，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选项默认为关闭的原因。如果您知道目标听众可以解码 VBR 编码的文件，则
可以打开此选项。

备注： 仅当选取了 AAC 编解码器时此参数才可用。

• “添加到 iTunes 资料库”注记格： 将编码后的文件添加到 iTunes 资料库。

在“目的”面板中选取“M4A：  AAC”选项会停用“PCM”>“环绕声”（随后会出现警告信
息）。但分离立体声是可以的。

如果选定的采样速率高于 48 kHz，系统会在编码之前创建并轨后的 PCM 文件的
副本，而且采样速率会自动转换为 48 kHz。进行这种转换的原因是 M4A：  AAC
格式不支持高于 48 kHz 的采样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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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并轨窗口中的刻录选项
在“目的”面板中选取刻录：  （“CDDA”或“DVDA”）名称（并选择其注记格）以访问
以下选项：

Logic Pro 可以直接将 Red Book 音频刻录到空白 CD 上或将 DVD 音频刻录到空白 DVD
上。

• 当选取“CDDA”时： 如果选定的采样速率（在“PCM”面板中选取）高于 44.1 kHz，
系统会在编码之前创建并轨后的 PCM 文件的副本，而且采样速率会自动转换为
44.1 kHz。进行这种转换的原因是 CD 音频格式 (Red Book) 不支持高于 44.1 kHz 的
采样速率。

• 当选取“DVDA”时： 任何不超过 192 kHz 的采样速率都可用于立体声文件，不超过
48 kHz 的都可以用于环绕声文件。

备注： 启用“刻录”选项会自动停用“PCM”>“环绕声”选项和“分离立体声”选项（随后
会出现警告信息）。这是因为 CD 或 DVD-Audio 只能使用间插立体声文件。

仅进行仿真写
“仅进行仿真写”选项正如它名称的含义那样，模拟 CD/DVD 刻录，但不写入数据到
空白介质上。此选项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配合“写为多区段”选项使用（如果刻
录 CD）。

写为多区段
仅当在“模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了“CDDA”时，“写为多区段”选项才可用。此选项可
让您在日后将数据区段添加到同一张 CD 中（例如，添加项目文件夹）。

设备
此弹出式菜单可让您选取任何连接到您系统的可识别的 CD/DVD 刻录机。

备注： 如果您的系统安装了多个刻录机，则最先检测到的那个就会被选取为默认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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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
您第一次使用“速度”弹出式菜单时会向刻录装置发送一个请求，这可能要花费一段
时间。一旦扫描完成后，您就可以从可用速度中进行选取。

添加假噪声
仅当在“模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了“CDDA”时，“添加假噪声”弹出式菜单才可用。将
24 位录音并轨到 16 位文件中时，建议使用“添加假噪声”参数。

备注： 如果您尝试在 DVDA 刻录模式下将 PCM 分辨率切换到 16 位，则 DVD 刻录
会自动被停用（随后会出现警告信息）。

并轨与刻录
点按“并轨与刻录”按钮会启动并轨，并将音频刻录到 CD 或 DVD。

备注： 在确认文件位置后，您会看到更多对话框，询问您是否想覆盖现有文件。
根据需要使用它们。

介质状态和信息栏
“媒体状态”栏表示在“设备”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的媒体类型。

下面的栏表示当前 PCM 面板设置（如果适用）。

“取消”和“并轨与刻录”按钮上面的另一栏表示需要的磁盘空间和并轨区域的时长（长
度，以小时、分钟和秒为单位显示）。

备注： 您不能直接更改这些区域显示的任何信息。

设定并轨文件名称和文件夹
默认情况下，并轨文件：

• 按选取的输出通道条（点按的“并轨”按钮）或输出 1-2（如果并轨窗口是通过“文
件”>“并轨”命令打开的）命名。

• 存储在项目文件夹的“并轨”子文件夹中，但您可以选取任何卷上的任何文件夹。

若要设定并轨文件名称和文件夹
1 在“存储为”栏中键入新的文件名称以更改默认的文件名称。

722 第 29 章 并轨项目



2 如果需要，可以点按并轨窗口左下方的“新建文件夹”按钮，以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夹。

3 点按“并轨”（或“并轨与刻录”）按钮。

所有文件（如果创建了多个文件）都存储在选取的文件夹中，并分配了您输入的名
称和合适的文件扩展名：  .wav、.aif、.m4a 等。

并轨和添加假噪声
Logic Pro 为您提供了专业的 POWr（心理声学优化的字长减少）和 UV22HR 添加假
噪声算法，此算法专为将 24 位录音转换为 16 位文件所设计（例如 CD 刻录所需要
的）。

POWr 添加假噪声可应用于：

• 并轨音频文件到磁盘

• 导出 OMF 文件（请参阅导出 OMF 文件）。

• 导出 AAF 文件（请参阅处理 AAF 文件。）

有以下添加假噪声算法可供您选取：

• 无： 不应用添加假噪声。

• POWr #1（添加假噪声）： 使用特殊的添加假噪声曲线将量化噪声最小化。

• POWr #2（噪声整形）： 在大范围的频率上使用附加噪声整形，可以将并轨文件
的动态范围扩展 5 到 10 dB。

• POWr #3（噪声整形）： 此外，使用附加的优化噪声整形，它可以在 2 至 4 kHz
范围（人耳最敏感的范围）内将动态范围扩展 20 dB。

备注： 噪声整形可将位压缩导致的副作用最小化。它通过将量化噪声频谱移到
10 kHz 以上的频率范围（人耳最不敏感的范围）来实现。技术上，这个过程称为
频谱位移。

• UV22HR： 允许在将 24 位录音并轨到 16 位文件时获得尽可能最好的声音分辨率。

最适合您的添加假噪声算法主要取决于音频素材和您的个人喜好。用其中的每个算
法来试听一下音频素材以确定合适的设置。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会发现，最佳效
果是在根本不使用添加假噪声的情况下获得的。

重要事项： 应避免对同一音频信号添加多次假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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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ogic Pro 中，音频片段和软件乐器片段都可以存储为 Apple Loops。对于音频片
段，系统会自动创建一组默认的瞬变（基于项目的速度信息）。

使用 Logic Pro 中提供的 Apple Loops 创建实用工具来创建以下任何文件：Apple Loops
文件（基于与项目速度匹配的音频文件）、软件乐器 Apple Loops (SIAL) 文件或者
非循环 Apple Loops 文件（基于与项目速度不匹配的音频文件）。不循环的
Apple Loops（或一次性的）不跟随项目速度和调。如果您想要添加离散的非音乐声
音（如声音效果）到循环库，而这些声音又不得被速度和调属性改变时，这会很有
用。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在 Logic Pro 中创建 Apple Loops (第 725 页)

• 将 ReCycle 文件转换成 Apple Loops (第 728 页)

• 将 Apple Loops 添加到循环浏览器 (第 730 页)

• 将 Acid Loops 添加到循环浏览器 (第 730 页)

• 配合 Apple Loops 使用全局轨道 (第 730 页)

• 将 Apple Loops 转换成音频文件 (第 732 页)

• 转换 Apple Loops 的采样速率 (第 733 页)

在 Logic Pro 中创建 Apple Loops
在 Logic Pro 中将片段存储为 Apple Loops 文件时，该片段会添加到循环库并出现在
循环浏览器中，这样就可以用在其他项目中。项目的速度信息用于标记用户创建的
Apple Loops 的瞬变。当您的音频文件与项目速度最大程度地相符时，此功能的效
果最佳。

备注： 用户创建的 Apple Loops 在行为上与 Logic Pro、GarageBand 和 Jam Packs 附
带的 Apple Loops 完全相同。它们会跟随项目的速度和匹配项目调（初始调号所定
义的）。Apple Loops 还会跟随和弦轨道中的任何和弦移调。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配合 Apple Loops 使用全局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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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 Logic Pro 中创建 Apple Loops 文件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编配区域选择音频或软件乐器片段，从本地“编配”菜单中选取“片段”>“添加到
Apple Loops 库”（或使用“将片段添加到 Apple Loops 库”键盘命令）。

• 将音频或软件乐器片段拖到循环浏览器。

2 在出现的“将片段添加到 Apple Loops 库”对话框中：

• 键入循环名称，选取音阶、类型、乐器类别、乐器名称和合适的调式描述以简化
搜索。

• 设定文件类型，可以是“一次性的”或“循环的”。如果音频文件的长度不是精确地
修剪为包含许多完整的小节，系统会自动选定“一次性的”，并且文件类型按钮显
示为灰色（不能使用）。

备注： “一次性的”不跟随项目的速度和调。如果您想要将离散的非音乐声音（如声
音效果）添加到循环库中，这会很有用。我们通常不希望这种声音被项目的速度和
调属性所影响。这些类型的循环仍然包含元数据标签，方便在循环浏览器中搜索和
分类。

3 点按“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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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会被添加到循环浏览器中。它将被储存在“~/资源库/Audio/Apple Loops/User
Loops/SingleFiles”中。您可以使用类别按钮、菜单或在搜索栏中键入（完整的或部
分）名称来查找它。如果您将循环拖到编配区域中，文件名称旁会显示 Apple Loops
符号。

由于一次性文件是当作一般音频文件来处理的，因此文件名称旁会显示惯用立体声
或单声道片段符号（而不是 Apple Loops 符号）。

调整项目速度以适应某音频文件
您还可以根据文件长度来调整项目速度。Logic Pro 提供自动执行的功能来将音频片
段的长度与预期的音乐长度相匹配。片段的长度保持不变，但音序器速度会自动变
化，可在预期长度回放片段。有关完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设定项目速度，以与音
频片段相符。

在软件乐器 Apple Loops 中重建效果
如果您从使用发送到总线效果的软件乐器轨道上的片段创建软件乐器 Apple Loops
(SIAL)，然后将存储的循环拖到另一个（空的）乐器轨道上，那么新的循环听起来
会与原始源片段不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原始轨道中的效果发送不是与循环一
起存储的。

Logic Pro 不会自动将效果指定给总线，否则可能会干扰您已经在项目中设置的总线
配置。但是，将循环从循环浏览器拖到编配区域时，会自动调用直接插入软件乐器
通道条的效果。

您可以使用以下一个选项确保从软件乐器片段创建的循环听起来与原始片段相同：

• 将您的 SIAL（其原始片段分配给了总线发送）拖到音频轨道而不是乐器轨道。当
您创建软件乐器循环时，被渲染的音频文件将包含任意总线处理。这样听起来便
与原始片段完全相同。

• 当您从软件乐器片段创建循环时，您应将需用于重现所需声音的所有效果直接插
入到乐器的通道条。这样可让您在将循环添加到乐器轨道上时准确地重建所有声
音元素。

• 在未分配的通道条上使用 SIAL 时，您应手动设置重现原始片段声音所需的发送
和总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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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索引 Apple Loops 用户资源库
有时候，您可能需要重新索引 Apple Loops 用户资源库（例如，在您将循环从
User Loops 文件夹移到其他硬盘后）。

若要重新索引 Apple Loops 用户资源库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循环浏览器的搜索结果区域，然后从快捷键菜

单中选取“重新索引 Apple Loops 用户资源库”。

将 ReCycle 文件转换成 Apple Loops
Logic Pro 可让您将 ReCycle 文件转换为 Apple Loops。您可以将 ReCycle 文件导入为
Apple Loops 或使用文件浏览器中的批量转换功能转换多个 ReCycle 文件。

若要将单个 ReCycle 文件导入为 Apple Loops
1 通过执行以下一项操作可启动 ReCycle 导入：

• 选取“文件”>“导入音频文件”（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然后在出现的对话框中
选择 ReCycle 循环。

• 按下 Shift 键，并用铅笔工具点按音频轨道（或按下 Command-Shift，同时用指针
工具点按），然后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 ReCycle 循环。

• 将 ReCycle 循环从浏览器拖到音频轨道上。

• 将 ReCycle 循环从 Finder 拖到音频轨道上。

2 在“ReCycle 文件导入”对话框的“解决方法”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渲染到 Apple Loops”设
置，然后点按“好”。

3 在出现的“将片段添加到 Apple Loops 库”对话框中：

• 键入循环名称，选取音阶、类型、乐器类别、乐器名称和合适的情绪描述以简化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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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文件类型，可以是“一次性的”或“循环的”。如果音频文件的长度不是精确地
修剪为包含许多完整的小节，系统会自动选定“一次性的”，并且文件类型按钮显
示为灰色（不能使用）。

备注： “一次性的”不跟随项目的速度和调。如果您想要将离散的非音乐声音（如声
音效果）添加到循环库中，这会很有用。我们通常不希望这种声音被项目的速度和
调属性所影响。这些类型的循环仍然包含元数据标签，方便在循环浏览器中搜索和
分类。

4 点按“创建”。

ReCycle 循环将转换成 Apple Loops 文件（分段点转换成瞬变位置）并拷贝到“~/资
源库/Audio/Apple Loops/User Loops/SingleFiles”文件夹。Apple Loops 文件会添加到
Logic Pro 项目，而且您可以在“音频媒体夹”中找到它。如果资源项目设置中的“将外
部音频文件拷贝到项目文件夹”设置已打开，Apple Loops 文件还将被拷贝到项目文
件夹内一个新的“ReCycle 音频”文件夹中。

此外，您还可以使用浏览器中的批量转换功能同时将多个 ReCycle 文件转换成
Apple Loops。

若要将多个 ReCycle 文件转换成 Apple Loops
1 在浏览器中选择 ReCycle 文件。

2 打开操作菜单，选取“将 ReCycle 文件转换为 Apple Loops”。

3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已转换文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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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ycle 文件将转换成 Apple Loops（分段点被转换成瞬变位置）并拷贝到选取的位
置。

将 Apple Loops 添加到循环浏览器
Logic Pro 必须先对 Apple Loops 进行索引，然后它们才能出现在循环浏览器中。循
环可位于任何目录中，但您需要告诉 Logic Pro 在何处可以找到循环。

若要将 Apple Loops 添加到循环浏览器
1 在 Logic Pro 旁边打开 Finder 窗口。

2 导航到包含 Apple Loops 的文件夹。

3 选定文件夹中的 Apple Loops 并将它们拖到循环浏览器中。

这些循环就添加到了 Apple Loops 库并编入了索引。完成此步骤之后，您将可以在
循环浏览器中直接使用这些循环。

如果您将单个循环拖到循环浏览器中，则该循环将被拷贝到“~/资源
库/Audio/Apple Loops/User Loops/SingleFiles”中。

如果您拖移与循环浏览器位于相同驱动器和分区的循环文件夹，则这些循环将保留
在它们的当前位置，并且系统会在“~/资源库/Audio/Apple Loops/User Loops”中创建
这个文件夹的替身。

如果循环位于不同的驱动器或分区，则系统会询问您是将它们拷贝到循环库，还是
在它们的当前位置将其编入索引（从光介质添加的循环始终都会被拷贝）。

• 如果您选取拷贝它们，则包含这些循环的文件夹将被拷贝到“~/资源
库/Audio/Apple Loops/User Loops/”中。

• 如果您选取在它们的当前位置将其编入索引，则系统会在“~/资源
库/Audio/Apple Loops/User Loops/”中创建该文件夹的替身。

将 Acid Loops 添加到循环浏览器
循环浏览器也会显示 Acid 循环。Acid 循环不像 Apple Loops 那样包含标签。在 Acid
循环中，此信息是源于附近的文件夹结构（特别是文件夹名称）的，它必须完全符
合特定标准。这意味着不可能将单个 Acid Loops 文件拖到循环浏览器中。

因此，您需要将包含 Acid 循环的整张 CD（或文件夹）拖到循环浏览器中。

配合 Apple Loops 使用全局轨道
您可以在项目过程中使用全局轨道更改全局事件，例如项目拍号和调。下节将概述
全局轨道中的这些更改是如何影响 Apple Loops 的回放的。速度和节拍对应轨道属
于例外情况，因为 Apple Loops 可以自动根据这些轨道的速度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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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 Apple Loops 使用拍号轨道
Apple Loops 可以包含有关它们的原调的信息，并且可以被自动移调。默认情况下，
它们会以第一个调号事件所定义的项目调回放。这些全局移调功能不区分大调和小
调，实际上，只有初始调号的根音才与 Apple Loops 的回放有关。

备注： 当您在导入 Apple Loops 后更改调号时，SIAL 的回放不受影响。它们与正常
的 MIDI 片段表现一样。MIDI 片段的回放不受调号更改的影响，只受乐谱编辑器中
的显示影响。

Apple Loops 的回放移调由和弦轨道中和弦根音符控制。这些根音符决定了在拍号
轨道中显示的全局回放移调（相对于当前调号）。如果和弦轨道中没有可用的和
弦，则 Apple Loops 的全局回放调由拍号轨道中的第一个调号决定（默认：  C 大
调）。

配合 Apple Loops 使用和弦轨道
和弦轨道中的和弦根音符决定了所有 Apple Loops 的移调（音高变换）。

“仅更改显示”模式不能用于音频轨道上使用的 Apple Loops。这不会造成麻烦，因为
您在处理 Apple Loops 时通常不需要用到此功能。然而，有一个例外：  有些
Apple Loops 含有和弦进行。这些和弦进行不会显示在和弦轨道中。遗憾的是，您
无法使用和弦轨道的“仅更改显示”模式来使显示的和弦与实际听到的一致。和弦轨
道中的所有更改都会影响（音频，不是乐器）Apple Loops 的移调。激活“仅更改显
示”选项不会有帮助。

若要解决这个问题
1 在任何和弦更改的精确位置剪切（音频）Apple Loops 文件。

2 手动输入和弦轨道中每个小节的和弦，使和弦轨道中显示的和弦与剪切的 Apple Loops
文件中的和弦一致。接着，单个的 Apple Loops 声部将相应地移调。

3 在每个小节的“片段参数”框中输入和弦根音符更改的反转移调值，这样 Apple Loops
声部的回放便会与原始 Apple Loops 文件一致。

例如，假定默认项目调为 C：

• （音频）Apple Loops 文件包含根音符为 C、F、G 和 C 的和弦进行。在这些和弦
更改位置剪切它。这样会得到四个片段。

• 在和弦轨道的相应位置输入 C、F、G 和 C。假定原调是 C，则相当于第二个片段
移调 +5 半音，第三个片段移调 +7 半音。如果您在这个点播放整个声部，则原始
音频素材会按刚才在和弦轨道中输入的量移调，这可不是您想要的。

• 在它们各自的“片段参数”框中将第二个片段的移调值设定为 -5，将第三个片段的
移调值设定为 -7。

现在整个声部的回放听起来就和剪切前一样了，并且和弦轨道中也会显示正确的和
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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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 Apple Loops 使用移调轨道
移调事件与和弦轨道中的和弦根音符进行密切相关：  和弦根音的更改将反映在移
调轨道中，反之亦然。对移调事件的任何修改或创建都会在和弦轨道中改变或生成
相应的和弦。所有 Apple Loops 和 MIDI 片段都会进行相应的音高变换。

备注： 标准音频片段（非 Apple Loops 的音频片段）不会受影响。没有调定义的
Apple Loops（例如，鼓循环）也不会受影响。

在更大范围内移调时，全局移调轨道最多可以将音频轨道上使用的 Apple Loops 移
调到比较好听的程度。“片段参数”框中的“移调”参数也是这样。

Apple Loops 移调到错误的八度音程
将 Apple Loops 文件移调到较高音高可能会导致循环以较低音高回放，反之亦然。

例如，如果 Apple Loops 文件被移调到高七个半音，则实际回放时会低五个半音。
这是正确泛音的移调，但可能并不能移调到预期的八度音程。

移调音频素材是一个技术很复杂的过程，这意味着总有一些质量上的欠缺。移调范
围越大，质量损失越大。这就是 Apple Loops 始终都按最小可能值移调的原因。

您应注意到，音质取决于 Apple Loops 文件原调（而不是定义移调轨道零线的项目
调）的移调量。例如，如果项目调已经比 Apple Loops 文件的原调高五个半音，将
移调值设定为 +2 会将 Apple Loops 文件向下移调十个半音。这是因为移调值仅比
它的原调低五个半音（而不是高七个半音）。

在经典欧洲音乐系统中，一个八度音程分为 12 个半音。由于 +7 半音在泛音上等于
-5 半音，因此值 -5 被用作移调量。其他设置会出现相同的情况：  移调值 -9 会得到
+3，+12 会得到 ±0。使用最近的在泛音上相等的移调选项是基于用所需的较小移
调产生最好的声音效果。

将 Apple Loops 转换成音频文件
如果您将 Apple Loops 文件转换成音频文件，则得到的文件可能不按项目的当前速
度和调设置播放。相反，新的音频文件会以 Apple Loops 文件的原始速度和调播放。

当您选择一个 Apple Loops 文件，然后从本地“编配”菜单中选取“音频”>“将片段转换
成新的音频文件”，并在随之产生的窗口中将“文件格式”参数更改为“AIFF”时会发生
这种情况。这会创建一份原始 Apple Loops 文件的副本，但其中不包含瞬变和类别
标签。这些标签的缺失会将文件回放限制在 Apple Loops 文件的原始录制速度和调
（而不是项目的速度和调）。

如果您想要将 Apple Loops 文件变成使用项目速度和调设置的音频文件，请选择该
循环并选取“文件”>“导出”>“片段为音频文件”。在您的当前项目中使用新文件时，
请务必选定“将结果文件添加到音频媒体夹”注记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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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将 Apple Loops 文件导出为一个新音频文件，此文件中包括了 Apple Loops 文
件所在的轨道/通道的所有插件效果处理。若要不带这些效果导出 Apple Loops 文
件，请在导出片段之前忽略它们。

您应注意到，尽管这个新文件会以您项目的当前速度和调播放，但它不能像其他
Apple Loops 那样跟随后续的速度或调的变化，此类文件固定使用在导出文件时所
采用的项目速度和调。

提示： 如果您为音频文件启用“跟随速度”选项，它就会跟随项目速度和在全局轨道
中设定的第一个调号。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自动匹配速度。

转换 Apple Loops 的采样速率
用于转换音频文件的采样速率的方法也适用于 Apple Loops。

若要转换 Apple Loops 文件的采样速率
1 在音频媒体夹中选择一个 Apple Loops 文件。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从媒体夹的本地菜单栏中选取“音频文件”>“拷贝/转换文件”（或使用相应的键盘
命令）。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音频媒体夹，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拷贝/
转换文件”。

3 在随后的对话框中选取采样速率（以及其他所有文件的转换设置），选择文件夹位
置，然后点按“存储”。

这些文件会基于 Apple Loops 文件的原始录制速度和调（而不是项目的速度和调）
进行转换。

备注： 如果创建了一个新的 Apple Loops 文件，就需要将它编入索引，使它在循环
浏览器中可见。循环可位于任何目录中，但您需要告诉 Logic Pro 在何处可以找到
循环。

使用 Logic Pro 时，Apple Loops 可能不必像标准音频文件那样进行频繁的转换，因
为 Apple Loops 提供了一项重要优势：  如果您的项目的采样速率被更改，那么项目
中当前使用的所有 Apple Loops 的回放速度会自动适应新选定的采样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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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谱编辑器允许您将 MIDI 片段作为传统乐谱进行查看和编辑。本章不会给您讲授
音乐理论，也不会教您如何读写乐谱。本章旨在向您介绍 Logic Pro 如何让您以乐
谱的形式创建、编辑、安排和打印音乐。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打开乐谱编辑器 (第 736 页)

• 了解乐谱编辑器 (第 738 页)

• 了解基本配乐阶段 (第 738 页)

• 在乐谱编辑器中输入音符和符号 (第 742 页)

• 使用部件箱 (第 747 页)

• 学习部件箱组 (第 749 页)

• 乐谱编辑器中的一般编辑 (第 759 页)

• 在乐谱编辑器中编辑音符 (第 765 页)

• 在乐谱编辑器中创建和插入休止符 (第 771 页)

• 在乐谱编辑器中编辑谱号 (第 772 页)

• 在乐谱编辑器中编辑圆滑线和渐强 (第 773 页)

• 在乐谱编辑器中编辑重复正负号和小节线 (第 775 页)

• 处理标准文本 (第 777 页)

• 处理自动文本 (第 783 页)

• 处理歌词 (第 783 页)

• 处理和弦 (第 785 页)

• 处理和弦网格 (第 787 页)

• 处理奏法记谱法标记 (第 807 页)

• 处理拍号和调号 (第 808 页)

• 改编 MIDI 录音 (第 813 页)

• 新 MIDI 片段的默认设置 (第 8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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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乐谱编辑器中选定多个片段 (第 815 页)

• 显示参数 (第 815 页)

• 隐藏的 MIDI 片段 (第 820 页)

• 使用音符属性修改单个音符 (第 820 页)

• 处理五线谱风格 (第 826 页)

• 使用乐谱设置创建乐谱和声部 (第 844 页)

• 准备乐谱布局进行打印 (第 851 页)

• 将乐谱导出为图形文件 (第 855 页)

• 自定乐谱编辑器外观 (第 856 页)

打开乐谱编辑器
在 Logic Pro 中打开乐谱编辑器的方式有多种。

若要在“编配”窗口将乐谱编辑器打开为面板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点按“编配”窗口底部的“乐谱”按钮（或使用“开关乐谱编辑器”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N）。

µ 连按 MIDI 片段。

备注： 若要使用此选项，您需要在“Logic Pro”>“偏好设置”>“通用”>“编辑”面板中选
取设置  Logic Pro >“偏好设置”>“通用”>“编辑”面板中选取设置“连按 MIDI 片段会打
开：乐谱”。

若要将乐谱编辑器打开为单独窗口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窗口”>“乐谱”（或使用“打开乐谱编辑器”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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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拖移“乐谱”按钮，当您拖移时它会变为“乐谱编辑器”窗口。

µ 按住 Option 键并连按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的任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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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乐谱编辑器
乐谱编辑器的主要元素如下所示：

• “显示参数”框： 允许您在不改变回放的情况下修改 MIDI 片段的有节奏显示。

• “事件参数”框： 允许您更改对象的外观和定位。

• 部件箱： 包含可插入乐谱的各组对象。

了解基本配乐阶段
本部分将概述在 Logic Pro 中创建乐谱的方法。

• 第 1 阶段：将音符导入乐谱

• 第 2 阶段：使用显示设置创建可读的乐谱

• 第 3 阶段：编辑音符事件

• 第 4 阶段：输入事件、符号和文本

• 第 5 阶段：编辑整个乐谱

• 第 6 阶段：打印乐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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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阶段：将音符导入乐谱
有三种基本方法，可以让您达到此目的：

• 从 MIDI 键盘实时录制。（请参阅使用实时录制输入音符和符号。）

• 使用 MIDI 键盘或 Caps Lock 键盘进行步进录制。（请参阅使用逐个输入来输入音
符和符号。）

• 使用电脑键盘或鼠标手动输入。（请参阅使用鼠标输入以输入音符和符号。）

乐谱编辑器显示 MIDI 片段的内容，它相当于音符（和其他）事件的容器。如果您
想要在乐谱编辑器中工作，则需要在编配区域创建和选择一个 MIDI 片段。

备注： 如果您想要以五线谱的形式查看所有 MIDI 轨道（包括软件和外部 MIDI）的
片段，（请用指针工具）连按乐谱编辑器背景。

第 2 阶段：使用显示设置创建可读的乐谱
Logic Pro 使用多种用户定义的方法为乐谱显示解释 MIDI 片段。

音符事件用四分音符、八分音符等表示。音符之间的空格代表休止符。延音踏板数
据也可以在乐谱中表示出来。

您的目标应该是保持实时录制的感觉（如果这是您将音符数据添加到 Logic Pro 的
方法），同时提供一个其他音乐家可读的乐谱。

如果您喜欢回放的声音，但不喜欢乐谱的外观，您通常可以更改“显示参数”框中的
一些设置以及整个“乐谱”项目设置，以获得想要的结果。（请参阅改编 MIDI 录音。）

• “显示参数”框： “显示参数”框中的参数主要影响所选 MIDI 片段的节奏显示。它们
仅适用于乐谱显示，而不会影响 MIDI 片段回放。各个片段的参数可以不同。使
用音符属性，可以覆盖各个音符的某些参数（基于片段）。

• 项目设置： 您可以在乐谱项目设置窗口中设定影响整个项目的通用显示选项。
（请参阅乐谱设置。）这些选项包括音符间隔、页面页边距、线条粗细、乐器名
称显示、小节号和页码等参数。

重要事项： 乐谱显示参数对 MIDI 回放完全没有影响，只是对 MIDI 数据在乐谱编
辑器中的显示方式有影响。此单独的乐谱显示系统允许您在不改变原始 MIDI 片段
数据（即演奏效果）的情况下，调整乐谱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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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选定或创建最适合您的音乐的五线谱风格、文本风格以及乐谱设置，以进一
步控制乐谱显示。

• 大多数普通的单五线谱和多五线谱类型都有五线谱风格，可以从“显示参数”框的
“风格”菜单中选取。包括“钢琴”、“吉他”、“Eb 调圆号”、“风琴”，甚至“鼓”风格。
选取最能以乐谱的形式表现乐器声部的风格。如果现有风格都不合适，您可以轻
松地创建您自己的风格。（请参阅处理五线谱风格。）

• 乐谱设置允许您确定在乐谱中显示和打印的乐器。您可以根据需要使乐谱设置包
含任意多（或少）的现有轨道乐器。（请参阅使用乐谱设置创建乐谱和声部。）
这为小提琴或法国号等演奏者创建散页乐谱提供了方便。

• 文本风格用于控制各种不同的乐谱文本元素，例如字幕、歌词、版权信息、乐器
名称等等。可以在整体“文本风格”中，为每个文本元素分配一种字体风格、大小
等。（请参阅处理标准文本。）

第 3 阶段：编辑音符事件
即使使用乐谱编辑器时所有显示选项都可用，您可能还需要调整一些音符的外观。
您可以使用“音符属性”菜单中的功能执行此操作。这些命令可以让您调整各个音符
事件，允许等音移动、临时记号、延音线、加符杠等。

该功能还可以用在多个选定的音符上，这对于显示设置不能获得可接受的结果时
（极少见）很有帮助。

第 4 阶段：输入事件、符号和文本
很少乐谱仅仅是由音符（和休止符）事件组成。

部件箱包含很多符号（踏板标志、圆滑线等），可以用鼠标拖移这些符号，将它们
插入到乐谱。部件箱还包括所有类型的音符事件、谱号、小节线记号等。同样，您
可以通过拖放轻松地添加这些符号。（请参阅使用部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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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ogic Pro 中，休止符通常自动显示，不需要手动插入，但如果需要，可以从部
件箱中插入休止符。（请参阅在乐谱编辑器中创建和插入休止符。）

也可以通过部件箱或使用文字工具输入歌词、标题以及其他文本要素。（请参阅处
理标准文本。）

第 5 阶段：编辑整个乐谱
一旦您已将所有的（或大多数）音符和符号录制或插入到乐谱中，并已编辑好各个
元素，那么下一步就该是完善乐谱的布局。

此过程通常会包括使用工具重新放置五线谱，改变乐谱项目设置，从而调整每条线
谱上的小节数量，设定页面页边距等等。所有项目布局选项都在乐谱设置中讨论。

在页面乐谱视图中完成布局工作，该视图显示尽可能多的外层页面（这取决于乐谱
编辑器窗口的大小以及当前的缩放比例）。

若要在默认乐谱显示（称为线性乐谱视图）和页面乐谱视图之间切换
µ 点按“布局”菜单按钮左侧的“页面视图”按钮。

提示： 您应该使用线性乐谱视图进行编辑，因为屏幕刷新速度会更快，尤其是在
速度较慢的电脑上。页面乐谱视图应该仅用于布局工作，以备打印。有关页面乐谱
视图的进一步详细信息，您可以在自定乐谱编辑器外观中找到。

第 6 阶段：打印乐谱
最后一步是打印乐谱。打印结果始终与您在乐谱编辑器窗口所看到的内容相一致。
（必须打开页面乐谱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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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打印乐谱
1 选取“文件”>“打印”（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P）。

此时将打开“打印”对话框。

2 选取打印选项（包括打印成 PDF 文件），并点按“打印”按钮。

在打印之前，您不妨打开“打印”视图，会在屏幕上显示页面页边距。

若要打开“打印”视图
µ 选取“视图”>“页面显示选项”>“打印视图”（只有页面乐谱视图活跃时才能访问此视

图）。

有关更多信息，您可以在打印乐谱中找到。

在乐谱编辑器中输入音符和符号
您可以使用下列方法添加音符和符号：

• 实时 MIDI 录制（只能添加音符和延音踏板记号）

• MIDI 逐个输入（只能添加音符）。可以使用电脑或 MIDI 键盘完成该操作。

• 将音符或符号从部件箱拖到五线谱要在样本编辑器中拷贝或转换音频文件选取“音
频文件”>“存储拷贝为”。 选取“存储拷贝为”对话框中的设置。

• 使用键盘命令分配所选的音符，以快速输入符号。键盘命令仅对音符（重音、爵
士符号等）和圆滑线或渐强的一些附加符号可用。

• “超级画笔”允许您插入和编辑不能在乐谱编辑器中正常显示的 MIDI 事件，如连续
控制器数据（音量、弯音等）。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超级画笔创建和编辑
控制器事件。

输入音符（和符号）的显示取决于乐谱编辑器的显示设置（尤其是“显示参数”框中
的设置），以及音符属性。（请参阅改编 MIDI 录音和使用音符属性修改单个音
符。）

“片段参数”框和“轨道参数”框中的设置也会影响 MIDI 回放。如果“环境”中的设置如
此配置，也会影响 MIDI 回放。

使用实时录制输入音符和符号
虽然通常会在编配区域完成实时 MIDI 录制，但您也可以直接从乐谱编辑器中开始
录制。您必须先在编配区域的轨道列表中选定目标轨道。您可以直接在乐谱编辑器
中点按与轨道关联的五线谱来执行此操作。如果轨道上不存在 MIDI 片段，您需要
切换到编配区域进行录制，因为乐谱中不会显示轨道。（乐谱编辑器仅显示片段和
折叠夹。）有关 MIDI 录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了解 MIDI 录制。

使用逐个输入来输入音符和符号
在乐谱编辑器中，逐个输入的方法与其他编辑器窗口的操作方法相同。（请参阅
MIDI 逐个输入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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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乐谱编辑器（和钢琴卷帘窗编辑器）允许同时显示和编辑多个片段的内容。
此功能导致在逐个输入时有些不同：

• 您必须选择想要在其中插入音符的 MIDI 片段。（点按五线谱。）如果没有可见
的五线谱，您必须先在编配区域创建一个空的 MIDI 片段。

• 不能同时逐个输入多个片段。如果您选择了多个 MIDI 片段，系统只能将音符插
入其中的一个片段。

• 如果同一个编配轨道上多个 MIDI 片段各自相连（即使片段中间有间隙），您可
以将音符从一个 MIDI 片段逐个输入到下一个片段。当播放头到达下一个 MIDI 片
段的开头时，Logic Pro 会自动将音符插入到该 MIDI 片段。

若要准备逐个输入
1 对所选 MIDI 片段的显示设置作如下调整：

• 关掉“解释”。（请参阅解释。）

• 您应该将“显示量化”设置设定为您想要插入的最小音符值。（请参阅量化。）

2 按住 Option 键，点按相应点的五线谱，以设定第一个播放头的插入位置。按下鼠
标按键时，所选位置显示在帮助标记中。

该功能在不显示“小节”标尺的页面乐谱视图中尤其有用。

备注： Logic Pro 停止时，您只能设定播放头的位置。

使用鼠标输入以输入音符和符号
在插入音符、符号和文本元素（在后文中称为对象）之前，必须存在一个五线谱。
每个五线谱（包括空的五线谱）代表一个或多个片段。

若要使用鼠标输入音符或符号
1 在部件箱中选择一个对象。（请参阅选定部件箱对象。）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将该对象拖到五线谱上，然后释放鼠标按键。

• 在“工具”菜单中选择铅笔工具，然后点按五线谱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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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按住鼠标按键时，会出现一个帮助标记，帮助您定位。拖移鼠标按键，直到帮
助标记中显示正确的位置，再释放鼠标按键。帮助标记对于在较低缩放水平中的定
位，尤其重要。

当在完整乐谱视图中工作（显示多个 MIDI 片段时）并在各个五线谱之间插入对象
（例如动态符号）时，您应该确定这些符号被插入到相应的 MIDI 片段中。一旦插
入对象后，会自动选择目标 MIDI 片段（绿色五线谱线）。您还可以在“显示参数”框
的顶行看到选定片段的名称。

提示： 通常情况下，在插入位于五线谱之间的对象（尤其是歌词）时，您最好将
其改为单个五线谱显示（线性乐谱视图）。

尽管一个对象属于完整乐谱视图中的哪个 MIDI 片段（五线谱）无关紧要（在它们
位于原有位置上），但是当以后显示和打印单个乐器声部时，系统可能会用错误的
乐器显示这些对象。

若要切换到单个片段显示
µ 连按 MIDI 片段（五线谱）。

若要切换回完整乐谱显示
µ 连按乐谱上面或下面的空白位置。

这会显示完整乐谱，包括项目中的所有 MIDI 片段。

有关所有部件箱对象和功能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部件箱。

MIDI 通过和插入对象的力度
MIDI 通道和用鼠标插入的对象的力度由“事件参数”框中“插入默认”设置确定。在没
有选定对象时，这些 MIDI 通道和插入的对象的力度可见（并可以编辑）。

744 第 31 章 处理乐谱



若要显示“插入默认”设置
µ 点按工作区域背景的任意位置。

将事件插入到使用复音五线谱风格的五线谱中时，只能使用对应于那些声部的 MIDI
通道。（请参阅将五线谱添加到五线谱风格。）

许多符号在“事件列表”中显示 MIDI 通道。对于多数对象来说，MIDI 通道确定复音
五线谱风格中，该符号所属的五线谱（理论上说，最多可以达到 16 个）。

备注： 如果该参数值超过该五线谱风格的五线谱数量，此符号会消失。

插入量化
若要使音符和符号的定位更容易，只能将对象插入到确定的小节位置：

• 有一个无形的音符定位网格。假设整小节（从第一个节拍开始）中的音符都采用
选取的值。例如，在一个空的四四拍小节中，二分音符只能插到第一拍和第三
拍，八分音符三连音只能插到每个节拍的第一、第二或第三个八分音符三连音。

• 所有的二进制和附点值都可以插入到自动显示的休止符的任何位置。这就意味着
如果一个休止符上有一个八分音符，您可以将一个四分音符或附点四分音符插入
到第二个八分音符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您应该关闭“显示参数”框中的解释，
以便在第一拍的“和”上显示八分音符休止符。（请参阅解释。）在这个例子中，
“切分音”设置确定插入音符的显示方式。

• 符号（音符直接附带的符号除外）可以插入到任意“量化”参数“网格”位置。对于
混合量化值（如 8、12），插入量化由二进制值确定（在此例中是 1/8）。

将对象同时输入到多个片段
按下 Shift 键，将一个对象从部件箱插入到当前所选的所有片段的同一个位置上。
（在执行此操作时，帮助标记会显示“插入多个”。）此技术允许您将音符、符号，
甚至文本元素同时插入到多个片段中。

您可以在编配区域或乐谱编辑器中选择多个 MIDI 片段。按住 Shift 键并点按（或拖
移选择）所有适用的片段或五线谱。

选择之后，“显示参数”框的最上面一行会指示已选取的乐谱（片段）的数量。

备注： 系统自动将调改变、拍号改变以及全局正负号插入到项目的所有五线谱中，
但是它们不能插入到各个选定的五线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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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超级画笔创建和编辑控制器事件
您可以直接在乐谱编辑器中创建和编辑 MIDI 控制器信息。当您可以看到将会受影
响的音符时，这些类型的编辑更容易。

若要查看和创建控制器事件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在乐谱编辑器中打开“超级画笔”显示：

• 选取相应的“视图”>“超级画笔”命令。

• 点按乐谱编辑器左下角的“超级画笔”按钮，然后通过点按左侧的箭头按钮选取所
需的 MIDI 控制器。

所选的控制器类型（例如音量）显示在乐谱编辑器区域下面的灰色栏中。如果激活
“视图”>“乐器名称”，会在乐器名称栏中显示事件数值比例。

2 点按灰色区域的不同点，以创建“超级画笔”节点。

系统自动在节点之间创建一条连接线。

若要调整超级画笔区域的大小
µ 抓取并垂直移动超级画笔区域与乐谱编辑器区域的分隔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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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编配区域中使用超级画笔。

备注： 只有在显示一个 MIDI 片段时，才能在线性乐谱视图中使用“超级画笔”。如
果您切换到另一种视图（页面乐谱视图或完整乐谱视图），“超级画笔”区域会消
失。但是，系统会储存视图设置，因此当您返回到单个 MIDI 片段和线性乐谱视图
时，会重新调用先前的“超级画笔”设置。

使用部件箱
部件箱中可用的对象（音符、符号、文本对象）分组放置。顶部有一些小方块，每
个方块代表一个组。如果喜欢，您可以将这些小方块视为部件箱组菜单显示。所有
组元素都显示在下面的面板上，称之为“部件箱元素”显示。

若要改变各组的编排
µ 点按“部件箱组”菜单中的一个方块。

对应的组会移到面板的顶部，使您能够很轻松地访问其元素。

备注： 您可以随时从任意组面板中选择和插入任何元素。重新编排组功能使得通
过部件箱进行工作更容易，尤其是在较小屏幕上，或使用乐谱编辑器小窗口时。

若要锁定部件箱组位置
µ 选取“视图”>“部件箱”>“锁定组位置”。

再次选取该命令，以解除锁定组位置。

若要在部件箱中仅显示当前所选组的符号
µ 关闭“视图”>“部件箱”>“显示所有编组”设置。

选定部件箱对象
您可以通过点按任一部件箱对象（音符、圆滑线、谱号等）来选择它。如果某个特
定对象组在部件箱中不可见，请点按“部件箱组”菜单中对应的方块，以将相应的对
象组移到面板的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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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从“部件箱组”菜单中直接选择一个对象
µ 在“部件箱组”菜单的其中一个方块上按住鼠标键，然后从出现的菜单中选取一个对

象。

若要打开一个部件箱组小窗口
µ 连按一个组菜单方块。

此时将打开一个称为调板窗口的浮动小窗口。该窗口包含组中的所有对象，并可自
由移动。您可以将对象从调板窗口直接拖到乐谱中的任意位置。您可以根据需要，
同时打开任意多的调板窗口。

备注： 与一般的部件箱不同，所选对象不会在调板窗口中高亮显示。

调板窗口可以有不同的形状，这取决于连按“部件箱组”菜单方块时所按住的修饰
键：

• “正常”（Control 键）

• “垂直”（Option 键）

• “水平”（Command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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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 Logic Pro >“偏好设置”>“乐谱”>“浮动调板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预定义调板窗
口（只需连按即可打开）的默认形状。

使用键盘命令选择部件箱对象
下列未分配的键盘命令用于选择部件箱中相应的音符值。可以使用铅笔工具快速插
入这些音符值：

• 部件箱：  全音符

• 部件箱：  2 分音符

• 部件箱：  4 分音符

• 部件箱：  8 分音符

• 部件箱：  16 分音符

• 部件箱：  32 分音符

如果您多次执行任意一个键盘命令，以下所述将适用：

• 连续执行两次，会选定相应的三连音值。

• 执行三次，会选定附点值。

• 执行四次，则返回到原始值。

另外一些键盘命令还可以改变在部件箱内所做的选择：

• “下一个部件箱符号”和“上一个部件箱符号”： “下一个部件箱符号”键盘命令用来
选定所选对象右侧的符号。“上一个部件箱符号”键盘命令用来选定所选对象左侧
的对象。当到达一个组的最后一个对象时，选择循环回到该组的第一个对象。

• “下一个部件箱组”和“上一个部件箱组”： “下一个部件箱组”键盘命令用来选定当
前（所选）组下面的一个对象组。“上一个部件箱组”键盘命令用来向上移动一个
组。在组之间切换时，每组中最近所选的对象被保留。

备注： 因为组显示顺序可以重新排列，因此各组当前的显示顺序确定上一个组和
下一个组。

学习部件箱组
以下部分将大致概述单个部件箱组。有关音符和其他（适用）对象编辑的详细信
息，您可以在乐谱编辑器中的一般编辑中找到。

749第 31 章 处理乐谱



部件箱的音符对象
位于部件箱顶部，代表音符的“部件箱组”菜单方块可分成三部分：  音符、附点音符
和三连音音符。这对应于三个音符对象组。

若要将音符、附点音符或三连音音符组移到组面板的顶部
µ 在音符方块内点按相应的符号（音符、点或 3）。

插入任何这些符号，都会创建一个具有精确音符长度值的 MIDI 音符事件。然而，
为了显示的需要，Logic Pro 将所有 MIDI 音符都视为实时录制而进行解释。

调整“显示参数”框设置，以正确显示插入的音符。请参阅改编 MIDI 录音的“显示参
数”框部分。

部件箱的延音踏板符号
这两个符号是（除音符之外）唯一能够直接代表 MIDI 事件（MIDI 控制器 #64，延
音踏板开和关）的乐谱符号，因此会影响 MIDI 回放。Logic Pro 智能插入符号的开
或关版本，取决于它前面类型的状态。（延音关总是跟在延音开的后面，反之亦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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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箱的谱号对象
部件箱中的谱号通常用于声部中间的谱号改变和音乐的一小部分中；例如，当声部
变为较高的声域时的大提琴或巴松管声部。插入的谱号准确地从插入位置开始改变
乐谱显示（插入位置甚至可以是小节的中间）。

备注： 您不应该使用部件箱谱号来更改整个 MIDI 片段的谱号。在这种情况下，为
该片段选取合适的五线谱风格。请参阅处理五线谱风格。

部件箱的动态符号
动态符号可以插在乐谱中的任何位置。它们是纯粹的图形符号，对它们所在的片段
回放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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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箱的音符头符号
如果您将一个符号拖到一个音符上，该音符头会变为所选符号的音符头。如果已选
择多个音符，则将音符头拖到任何一个音符上，会使选定的所有音符都附带该音符
头。修改的音符头不影响 MIDI 回放。

如果您想要使已修改的音符头返回到标准显示，请在选定黑色的圆形音符头后，使
用相同的方法。

灰色音符头会使音符头以及相关的延音线不可见。该音符在屏幕上显示为一个灰色
音符头，允许进一步编辑。打印输出时只能看到符干。

如果您将该功能与“属性”>“符干”>“隐藏”命令结合使用，您可以在打印乐谱时完全
隐藏这些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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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箱的音符附带的符号
此组的符号通常一次仅表示一个音符。例如，这包括延长记号、重音、短语符号以
及弓记号。（颤音位于单独的一个组中。）

若要将上述任何一个符号分配给一个音符
µ 将符号拖到音符头上。（查看帮助标记，以确保放置准确。）

当把这些符号分配给一个音符时，系统自动放置它们。当移调或在图形上修改它们
时，它们还与其父音符同时移动。

若要插入一个独立于任何音符的符号
µ 在插入时，按下 Option 键。

例如，此技术允许您在自动创建的休止符上方放置一个延长记号。

备注： 该部件箱组中的符号可以影响它们分配到的音符的力度和回放长度。

若要使符号影响回放
µ 在“文件”>“项目设置”>“乐谱”>“MIDI 含义”面板中分别定义各符号的效果。（请参阅

MIDI 含义设置。）

部件箱的圆滑线和渐强对象
这些符号只是图形，对 MIDI 回放没有影响。

若要插入一个圆滑线或渐强对象
1 将对象拖到目标（左侧）开始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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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后，该对象仍被选定，并且黑色方形小把手在结束点可见（或者如果是圆滑
线，则沿其长度可见）。

2 拖移这些句柄，以改变对象的形状。

您也可以使用多个键盘命令，以快速输入圆滑线、渐强以及渐弱符号。有关键盘命
令以及编辑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在乐谱编辑器中编辑圆滑线和渐强。

部件箱的调号符号
插入到乐谱编辑器（或全局或拍号列表）中的调号会影响所有显示层次上的所有乐
器。这会在视觉上和 MIDI 回放两方面表现出来。

如果必要（例如从降 A 大调变成 F 大调或 A 大调），系统自动用一个新调号显示
自然符号。

调号和调号改变显示取决于：

• 乐谱项目设置位于“谱号与拍号”面板中（请参阅谱号与拍号设置）。

• 五线谱风格窗口中（每种五线谱风格）的“调”参数。

有关调号的详细信息，您可以在处理拍号和调号中找到。

部件箱的拍号符号
插入乐谱编辑器中的拍号在全局范围内影响所有显示层次的所有 MIDI 片段。拍号
改变影响显示，不影响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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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2/4、3/4、4/4、6/8 以及 4/4 和 2/2 的备选显示选项，还有一些部件箱对象，
用于可随意定义的拍号 (A/B)，以及混合拍号 (A+B/C)。当您插入上述其中一个对象
时，会打开“拍号”对话框，允许您设定拍号。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处理拍号和调
号。

部件箱的重复正负号和小节线
您可以将这些对象插入到任何可见的小节位置上（任何图形显示的音符或休止符的
位置上）。然而，这些对象通常被插入到小节的开头或结尾。这些符号只是可视的
图形，对 MIDI 回放没有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替换（除第一个和第二个收尾符号外的）常规小节线。它们是
全局符号，显示在所有显示层次上的所有五线谱上。

有关编辑这些符号的详细信息，您可以在在乐谱编辑器中编辑重复正负号和小节线
中找到。

部件箱的颤音和震音符号
该组中的符号可以定位在任何位置，并且不附带到音符。

您可以通过拖移颤音行以及琶音行的结束点，为它们设定任意的长度。颤音行还可
以跨越换行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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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部件箱组中的临时记号只是图形，不影响音符的 MIDI 回放。它们主要是作为颤
音符号的补充。

部件箱的休止符和小节重复正负号
休止符自动显示在 Logic Pro 中。

现有音符和自动休止符总是添加到与给定拍号相符的完整小节。

备注： 只有一个例外，即在使用未激活的休止符显示（隐藏休止符）或使用节拍
斜杠（而不是休止符）的五线谱风格时。

在某些情况下，您不妨手动插入休止符。如果您不喜欢某个特定的自动休止符的显
示方式，您可以使用手动插入的休止符（也称为用户休止符）。请参阅在乐谱编辑
器中创建和插入休止符。

部件箱的文字对象与和弦符号
您可以在处理标准文本中找到大量有关文字对象及和弦符号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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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箱的 D.S.、D.C.、Segno 和 Coda 正负号
这些符号可以插在乐谱中的任何位置。

它们是图形符号，不会影响 MIDI 回放。可以用调整大小工具调整用户休止符的大
小。

部件箱的速度和摇摆符号
您可以在任意位置插入这些符号。

速度指示器的字体、大小以及风格在文本风格窗口中确定。（请参阅处理文本风
格。）

速度指示器值自动采用对应小节位置上的回放速度。

备注： 即使使用具有不同分母的拍号，“走带控制条”和“速度列表”中的速度指示器
也都是指四分音符。因此，显示的速度因使用的符号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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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箱的爵士乐符号
顾名思义，爵士乐符号通常用于爵士乐乐谱。通常来说，它们表示某种特定的播放
技术或风格、加重或模式。

若要将上述任何一个符号分配给一个音符
µ 将符号拖到音符头上。（查看帮助标记，以确保放置准确。）

当把这些符号分配给一个音符时，系统自动放置它们。根据需要创建额外的间隔，
以避免与其他音符或符号重叠。当移调或在图形上修改爵士乐符号时，它们还与其
父音符同时移动。

爵士乐符号还可以与“附加符号”一起插入：  “爵士 1”到“爵士 6”键盘命令。这些数字
（1 到 6）表示这些符号在部件箱中的位置（从左上角到右下角）。

若要插入一个独立于任何音符的爵士乐符号
µ 在插入时，按下 Option 键。

这些独立的符号可以随意移动；不像正常插入的爵士乐符号，这些符号不影响音符
的间隔。

部件箱的分页符和换行符
“分隔符”符号（以及“无换行符”和“无分页符”对象）可以插入为事件。一旦插入后，
当您修改“布局”项目设置，调整窗口大小等时，它们就不能被自动移动。

您可以使用布局工具来控制“换行符”、“分页符”、“无换行符”以及“无分页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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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为每个乐谱设置以及抽取的每个声部确定换行符和单个的五线谱页边距。

部件箱的和弦网格和奏法记谱法符号
和弦网格符号（有三种不同大小）和奏法记谱法标记用于吉他乐谱。部件箱提供对
这些在您的乐谱中使用的符号和标记的访问。

有关完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处理和弦网格和处理奏法记谱法标记。

乐谱编辑器中的一般编辑
本节讲述乐谱编辑器中所使用的基本编辑方法。有关一般的 MIDI 编辑信息，请参
阅MIDI 编辑简介。

在乐谱编辑器中使用快捷键菜单
许多选择、编辑以及其他命令都可以通过在乐谱编辑器中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来执
行。使用这些快捷键菜单可以加快工作流程。

备注： 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使用鼠标右键访问快捷键菜单：  在“Logic Pro”>“偏
好设置”>“通用”>“编辑”面板中选取了“打开快捷键菜单”选项。

在点按不同的对象时，快捷键菜单的内容会变化。乐谱编辑器提供以下快捷键菜单
类型：

• 音符

• 奏法记谱法

• 谱号

• 调号

• 拍号

• 小节线

•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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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谱编辑器中更改多个对象
如果选择了多个对象，“事件参数”框的标题行中会包含“已选择 X 个音符/符号/事件/
文本/和弦”。“X”表示所选对象的数量。只有在当前的选择限制在特定类型的对象上
时，才使用术语音符、文本和和弦。

如果在已选择多个事件时，参数栏可见（多数情况如此），则您可以同时编辑所有
对应的值。在显示“*”值时，表示所选的对象的特定参数有不同的值。有不同的选
项，可以用来改变这些值：

• 相对改变（保留差异）： 用鼠标抓取“*”，并将鼠标用作一个滑块。该过程中显
示的值属于第一个已选定的对象。（在保留其相对值的同时），对其他对象做相
同量的修改。您也可以连按该值，并在输入栏中插入更改（一个前面带有加号或
减号的数字）。

• 绝对改变（将所有值都设成相等的值）： 用鼠标抓取“*”的同时按住 Option 键，
并将鼠标用作一个滑块。一旦您移动鼠标，所有选定的对象的参数就被设定为同
一个值。例如，这可以让您将一个和弦的所有音符设定为同一个长度或力度，或
者将所有选定的对象设定为同一个高度（“垂直位置”）。

若要将所有选定的对象的垂直位置和水平位置设定为同一个值
µ 使用以下任一键盘命令：

• 垂直排列对象位置

• 水平排列对象位置

• 排列对象位置（对两个参数都有影响）

这些键盘命令用来将所有对象设定为第一个选定对象的值。当您使用上述一个键盘
命令时，如果只选择一个对象，则会出现一个对话框，询问您是否将所有相似的对
象设定为同一个值。

这会影响显示的所有片段和乐器。

提示： 此技术对于排列歌词及和弦符号有很大帮助。

使用鼠标在乐谱编辑器中移动或拷贝对象
就像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一样，您可以用鼠标移动或拷贝音符和符号。

备注： 使用指针工具很容易不小心改变符号的小节位置。选取布局工具，以将改
变限制在事件的垂直位置和水平位置。请参阅在乐谱编辑器中更改对象的图形位
置。

若要用鼠标移动音符或符号
µ 选择一个或多个音符或符号，然后将其拖到新位置。

若要用鼠标拷贝音符或符号
µ 选择一个或多个音符或符号，按住 Option 键，然后将其拖到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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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过程中，请观察帮助标记。帮助标记中显示该操作（拖移或拷贝）、与原来位
置的当前差异（移调和时间变化）以及当前光标位置（小节位置以及音符音高）。

您可以同时从不同的片段或五线谱移动或拷贝对象。每个事件都被移动或拷贝到原
始（源）MIDI 片段内各自的新位置上。

备注： 您不能通过按住 Option 键并拖移的方法在乐谱编辑器中的 MIDI 片段之间拷
贝或移动事件。但是，您可以在片段和五线谱之间拷贝并粘贴。（请参阅通过夹纸
板在乐谱编辑器中拷贝对象。）

若要将移动限制在一个方向（垂直方向或水平方向）
µ 拖移的同时按住 Shift 键。

此限制还有一个通用的偏好设置：  Logic Pro >“偏好设置”>“通用”>“编辑”>“在以下
窗口中限制单向拖移”：  钢琴卷帘窗和乐谱窗。

显示量化参数的影响
沿时间轴的（水平）移动受显示量化网格（“量化”）设置的影响。

如果已选择一个混合量化值（例如 16、24），则网格与二进制值相对应（在该示
例中为 16）。

• 如果音符位置没有按时间网格排列（因为它们是实时录制的），则移动和拷贝它
们时，会保留其相对偏移。

• 您可以在乐谱编辑器内移动或拷贝未量化的段落，而不会丢失演奏的原始感觉。

移动全局符号和音符附带的符号s
您不能在乐谱编辑器中拷贝或移动下列符号：

• 全局符号，如重复正负号、拍号和调号改变（在“拍号列表”和“拍号”轨道中的符
号除外）以及全局文本元素（标题等）。（有关附加信息，请参阅处理拍号和调
号。）

• 音符直接附带的符号，如重音、延长记号、音符头等。

使用键盘命令在乐谱编辑器中移动对象
您可以在键盘命令窗口的“挪动片段/事件位置”部分找到一组键盘命令。这些功能用
来沿时间轴移动所有选定对象（通过几个步骤完成）。下列“挪动”命令对于乐谱工
作是最有用的：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一个小节”和“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一个小节”：
将所选音符向前或向后移动一个小节。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一个节拍”和“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一个节拍”：
将所选音符向前或向后移动一个节拍。

• “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左挪动一个等份”和“将片段/事件位置向右挪动一个等份”：
（如走带控制条中所设）将所选事件向前或向后移动一个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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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夹纸板在乐谱编辑器中拷贝对象
当您通过夹纸板拷贝对象时，第一个对象粘贴在“目标”小节位置。其他拷贝对象
（相对于第一个对象的）相对位置被保留。

您可以在原始位置将夹纸板内容同时粘贴到多个片段。

若要将夹纸板内容粘贴到多个片段
1 按住 Shift 键并点按五线谱/片段，或拖移选择相邻片段，从而选择所有相应的片段

（编配区域中或乐谱编辑器中）。

“显示参数”框标题行始终指明当前选定片段的数量。（请参阅改编 MIDI 录音。）

2 选取“编辑”>“粘贴多个”（或使用“粘贴多个”键盘命令）。

自动插入量化
当您粘贴（或粘贴多个）夹纸板中的对象时，系统根据当前等份值自动量化插入的
第一个事件的位置（在“走带控制条”中设定）。例如，如果当前小节位置是 4.1.1.37，
等份值设为 1/16，则不管粘贴的对象是音符还是符号，都会插到位置 4.1.1.1。当夹
纸板包含多个对象时，其相对于第一个对象的相对位置保持不变。

如果您不想使用该操作（因为您想要保留原始符号的未量化定时），您最好使用其
他拷贝方法。

在相同的时间位置粘贴段落
您可以使用“在原来的位置粘贴”和“在原来位置粘贴多个”命令，以将段落快速地从
一个 MIDI 片段移到同一个时间位置的另一个片段上。不需要插入位置，也不会发
生自动插入量化。

若要将整个音乐段落拷贝到另一个片段的同一个时间位置
1 选定该段落的音符和符号。

2 选择您想要将该段落粘贴到的五线谱。

3 选取“编辑”>“在原来的位置粘贴”（或使用“在原来的位置粘贴”键盘命令）。

不管当前播放头的位置在哪里，音符和符号都被粘贴到原来拷贝它们的位置。

“在原来的位置粘贴多个”键盘命令操作原理相似，但允许您将一个音乐段落粘贴到
其他乐器的五线谱上。在执行“粘贴多个”命令之前，必须选择所有目的五线谱。

提示： 例如，您可以将这些命令与“选定相似”功能结合使用，以便将所有动态符号
从一个五线谱快速拷贝到其他五线谱或乐器。

在乐谱编辑器中删除对象
您只能删除实际显示在乐谱编辑器中的事件。例如，如果您在乐谱编辑器中删除实
时录音中的音符，则用这些音符录制的 MIDI 控制器事件或弯音数据不会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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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删除对象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择该对象，然后选取“编辑”>“删除”（或按下 Delete 键）。

µ 用橡皮工具点按对象。

备注： 重复正负号和特殊的小节线不能被选定。它们只能用橡皮工具删除。

在乐谱编辑器中重复事件
“重复事件”命令对于拷贝完整小节（或多个拷贝）特别有用，无需设置任何小节位
置。

若要拷贝以休止符开始的小节
1 选定所有的音符和符号。

2 选取“编辑”>“重复事件”（或使用“重复片段事件”键盘命令）。

3 在“重复片段/事件”对话框中，插入要拷贝的数量，从“调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小
节”，然后点按“好”。

有关重复事件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多个片段拷贝。

处理乐谱编辑器中的替身
替身一词用于编配区域中非独立的 MIDI 片段和折叠夹。替身片段在不同位置镜像
其他 MIDI 片段和文件夹。不管替身位于什么地方，它都作为指向父（原始）片段
或文件夹的“回放标记”。它实际上是回放的父片段（或折叠夹），而不是替身。

显示替身
替身也显示在乐谱编辑器中，并且可以打印。您可以在“乐谱”项目设置的“全局”面
板上（“文件”>“项目设置”>“乐谱”>“全局”）打开替身显示。

可以给替身分配不同于其父片段的五线谱风格。（有关五线谱风格的信息，请参阅
处理五线谱风格。）例如，假设您想要使用多个乐器同音演奏一个旋律：

• 您可以通过创建一个普通 MIDI 片段（旋律）的多个替身，以设置使用多个乐器
同音演奏的旋律。

• 不同的五线谱风格可用于各个不同的乐器，包括移调五线谱风格（例如，Eb 调
圆号、中音萨克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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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决定改变旋律，您没有必要编辑它所有的拷贝（替身）。您只需改变父
MIDI 片段，改变会自动反映到所有的替身上。

编辑替身
如果在“文件”>“项目设置”>“乐谱”>“全局”中打开了“允许替身编辑”注记格，您可以
直接在替身中编辑音符和符号。

备注： 对替身的修改会改变原始 MIDI 片段的数据（以及从原始片段创建的所有替
身），因为只有原始片段才实际包含 MIDI 数据。

如果关闭了“允许替身编辑”，而您想编辑某个替身，则系统会询问您是否启用替身
编辑或创建片段拷贝。选取相应的选项，如下所示：

• 取消： 替身及原来的 MIDI 片段没有改变。

• 启用替身编辑： 允许替身编辑后，切记，这实际上是在编辑“父”MIDI 片段。

• 创建副本： 原来的 MIDI 片段的拷贝会替换所选的替身。您可以编辑独立于原来
的 MIDI 片段的音符，因为所选替身现在是一个真正的片段。

在乐谱编辑器中更改对象的图形位置
您可以改变对象的图形位置，以改进乐谱的布局（例如，通过为装饰音符创建间
隔）。

使用布局工具
布局工具（位于乐谱编辑器的“工具”菜单中）用于在乐谱编辑器内以图形方式移动
事件，从而优化显示，不改变 MIDI 事件的定时。

• 符号和文本： 在使用布局工具移动符号或文本对象时，小节位置保持不变。但
是会改变“水平位置”和“垂直位置”参数（在此过程中，帮助标记会一直显示变
化）。

• 音符： 布局工具只能用来编辑音符相对于小节位置的水平位置，不能用来编辑
垂直位置。左右拖移音符会改变所显示的音符与相邻音符或休止符的距离。小节
位置（和回放）不会被改变。

备注： 小节位置确定回放定时，它是实际的 MIDI 事件位置。记住乐谱编辑器主要
适合提供音符，大多数（并非全部）编辑功能本质上是图形而非物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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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事件参数框
您可以在“事件参数”框中编辑“垂直位置”和“水平位置”参数，改变乐谱编辑器符号和
文本的图形位置。

• 垂直位置： 确定五线谱上或下的垂直位置（高度）。在多数情况下，零意味着
恰好在五线谱的顶行位置上。正值表示在五线谱顶行之上，负值表示在五线谱顶
行之下。在有多个五线谱的五线谱风格中，“五线谱”参数确定“垂直位置”参数所
指的五线谱。

• 水平位置： 确定对象的小节位置的水平偏移。零值对应于在特定位置上某个音
符的左边缘。

提示： 若要将所选的多个符号调整到五线谱上方（或下方）相同的高度，请使
用“垂直排列对象位置”键盘命令。

使用键盘命令
您可以使用下列键盘命令来移动任何独立于音符或五线谱放置的乐谱符号，以及文
本事件与和弦符号：

• 向上挪动位置

• 向下挪动位置

• 向左挪动位置

• 向右挪动位置

这些功能不改变受影响符号和文本事件的小节位置。它们按 ±1 改变“水平位置”和
“垂直位置”参数值。

在乐谱编辑器中调整音符和符号大小
您可以使用调整大小工具（位于乐谱编辑器的“工具”菜单中）来改变任何音符以及
大多数符号的大小。

若要改变对象的大小
µ 使用调整大小工具抓取对象，并上下移动鼠标。

若要使对象还原到其原始大小
µ 使用调整大小工具连按该对象（并在对话框中点按“好”）。

在乐谱编辑器中编辑音符
由于音符类型各异（连音、附点音符、装饰音符等），本部分列出许多与音符相关
的编辑操作，帮助您调整乐谱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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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如果您需要的编辑操作没有涵盖在本部分内，请参阅使用音符属性修改单
个音符。

在乐谱编辑器中编辑音符的力度、长度或音高
您可以在乐谱编辑器中编辑一个或多个选定音符的力度、长度或音高。

若要更改音符的力度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定该音符，然后在“事件参数”框中编辑显示的“力度”参数。

µ 使用力度工具抓取一个或多个音符，并上下移动鼠标。

您可以在帮助标记中看到值的变化，并且，如果激活“MIDI 输出”按钮，您还可以听
到值的变化。

提示： 按住 Option 和 Control 键时用指针工具抓取音符，这会激活力度工具，您
就不再需要访问“工具”菜单。一旦释放这些修饰键，鼠标指针就恢复到其原来的形
状和功能。

若要更改音符长度
µ 选定该音符，然后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事件参数”框中编辑“长度”参数（显示为小节、节拍和音位）。

• 使用一个“挪动片段/事件长度”键盘命令。

若要更改音符音高
µ 选定该音符，然后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将其拖到相应的五线谱行（注意观察帮助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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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事件参数”框中编辑“音高”值。

• 使用“事件移调 +1”或“事件移调 -1”键盘命令。

乐谱编辑器中允许全音阶输入
如果您作品的调一致，您应该打开“全音阶插入”功能。此功能将输入限制到与当前
调全音阶吻合的音符，从而帮您将音符调整到正确的音高。

若要打开“全音阶插入”功能
µ 在乐谱编辑器中选取“编辑”>“全音阶插入”。

一旦插入音符后，您可以半音修改音符。

备注： 如果您保护（锁定）屏幕设置，该功能的设置也被锁定。

在乐谱编辑器中创建和编辑连结音符
显示为多个图形音符（由延音线连接）的音符仅代表一个实际 MIDI 音符事件。

延音线不能直接插入 Logic Pro，但是系统可以根据 MIDI 音符的长度自动创建和显
示它们。因此，您需要按以下方法创建延音线：

若要创建连结音符
1 插入一个比您想要插入的音符短的音符值。

2 在“事件参数”框、“事件列表”或“事件浮动窗”中改变音符长度。

提示： 您还可以使用时间长度条，以图形方式编辑音符长度。请参阅显示时间长
度条和更改时间长度条的长度。

若要通过用户休止符来改变连结音符的显示
µ 如果您不喜欢某特定连结音符的显示方式，您可以在想要看到音符图形的位置插入

一个用户休止符，从而改变连结音符的显示。

休止符的长度并不重要，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您应该尽量使用较短的休止符（八分
音符休止符）。观察帮助标记以获得精确定位。休止符一旦插入后，就不再在乐谱
显示中可见，但是音符显示会相应地改变。

备注： 如果您想要删除或改变一个（目前不可见）用户插入的休止符的位置，请
使用“事件列表”。

若要改变延音线的上或下方向
µ 在“属性”>“延音线”菜单中选取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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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谱编辑器中创建和编辑 N-连音
您可以在三连音组中找到 N-连音的符号。N-连音是在特定时间段内（通过压缩或
伸展）具有均匀间距的音符组。三连音是最常见的连音，是一个包含三个音符的
组；例如，在一个四分音符的间隔内播放的一个包含三个八分音符的组。

视情况而定，Logic Pro 通常能够正确识别和标记普通的三连音。（您需要在“显示
参数”框中选取合适的显示量化值。请参阅量化。）您需要使用 N-连音对象来显示
其他的 N-连音。

若要改变现有音符的显示
1 将 N-连音符号拖到第一个音符上。

在您释放鼠标按键之前，帮助标记中必须指出目标音符。会打开连音窗口，允许您
定义 N-连音的属性：

• 连音音符数量： 在左上角栏中定义连音音符的数量。

• 连音分母： 右上角数字栏中显示的值。

• 连音音符值： 从 1/8、1/16、1/32（等）连音中选取。

• 隐藏连音线： 不显示连音线。

• 隐藏数字： 不打印 N-连音的数字。然而，数字会显示在圆括号中。这对于进一
步编辑 N-连音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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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分母： N-连音的显示还包括分母（对话框中的第二个数字）。在上例中是
5:4。

• 方向： 连音线和数字的方向。“自动”是指使用的五线谱风格中的设置。

• 允许倍值： 如果选择此选项，则 N-连音可以包含普通连音值两倍长的音符值。

• 允许二分音符时值： 如果选择此选项，则 N-连音可以包含普通连音值二分之一
长的音符值。

提示： 对上列参数所做的多数改变都反映在连音图形上。

2 在连音窗口定义所需的设置。

在上例中，应该显示五个连音八分音符，而不是四个普通的八分音符。

3 点按“好”。

在乐谱中，以上示例看起来像这样：

若要用鼠标插入 N-连音
1 在适当位置插入第一个音符。

2 将 N-连音符号拖到上面。

如果您在插入 N-连音符号时，按住 Option 键，会在没有打开对话框的情况下，使
用最近插入的 N-连音设置。

3 在 N-连音窗口定义所需的设置。

最初显示一系列休止符，其数量与 N-连音值对应。您可以在这些休止符位置插入
其他音符。若要执行此操作，您只需选择一个与所需的 N-连音音符的长度大致相
符的音符值。

如果您想要听到用连音分句回放的音符，而且这些音符太长或太短，则您需要改变
它们 (MIDI) 的长度。进行此操作的最快捷方式是选择所有音符，然后选取“功能”>“音
符事件”>“音符强制连音（选定/任意）”。您也可以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上述方法还允许您创建包含休止符或切分音音符值（双倍长度）的 N-连音。

提示： 如果您想要一个 N-连音以休止符开始，您首先要从部件箱中插入一个用户
休止符，然后将 N-连音符号拖到休止符上。自动显示的休止符不能作为 N-连音的
开始点。

若要编辑连音
µ 连按 N-连音数字，然后在连音窗口选择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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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删除连音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用橡皮工具点按连音数字。

µ 连按 N-连音数字，然后在连音窗口点按“删除”按钮。

使用人工 N-连音来旁通显示量化
您可以使用隐藏的人工 N-连音来旁通显示量化值。

例如，如果在一个 MIDI 片段上只有一个 1/32 音符，其他都是八分音符或较长值，
您可以将“（显示）量化”设定为 1/8，并将 N-连音符号拖到 1/32 音符数字的第一个
音符上。

在产生的对话框中，选择“隐藏连音线”和“隐藏数字”，使用 8:8/32 设置。数字 (8) 在
屏幕上可见，但在打印时不可见。

尽管此方法不是正常使用连音的方法，但它是通过较长音符值（在此例中为 1/8）
的显示“量化”值来强制显示较短音符（在此例中为 1/32）的简便方法。

在乐谱编辑器中创建装饰音和独立音符
独立音符是指不包含在小节的自动节奏和图形显示运算内的音符，但它们仍可以通
过 MIDI 回放。有两种类型：

• “独立”： 只要它们是可以显示单个（非连结的）音符的二进制或虚线音符值，它
们就以其原始长度显示。插入这些音符后，您可以使用“音符属性”功能来改变其
符干方向、等音解释、临时记号距离以及音符头。（请参阅使用音符属性修改单
个音符。）

• “独立装饰音”： 这些音符总是显示为小型八分音符，符干划有一条斜杠，另有延
长线。延长线方向、符干方向、等音解释、临时记号距离以及音符头都可以改
变。

两种类型的独立音符都只能显示为单独的音符，没有其他音符的符杠。

若要将常规音符转换为独立的音符（反之亦然）
µ 选择音符，然后选取“属性”>“独立”>“独立或独立装饰音”，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选择“属性”>“独立”>“非独立”选项可以将独立音符转换成常规音符。

若要直接插入一个独立音符
µ 在部件箱中选择音符的同时按住 Option 键，然后将其拖到所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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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修饰音符不能被直接插入。需要转换常规或独立音符才能创建它们。

在多数情况下，您需要在修饰音符和与其相关的音符之间创建额外的间隔。执行此
操作的最佳方法是使用布局工具，您可以使用它来从修饰音符中移走主音符。（请
参阅使用布局工具。）

提示： 如果您想要创建加符杠的装饰音符，请尝试使用复音五线谱风格，其中第
二声部上不显示休止符。将装饰音符分配给第二声部，并使用调整大小工具调整其
大小。（有关五线谱风格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将五线谱添加到五线谱风格。）

在乐谱编辑器中创建和插入休止符
在某些情况下，您不妨手动插入休止符。如果您不喜欢某个特定的自动休止符的显
示方式，您可以使用手动插入的休止符（也称为用户休止符）；例如，为了避免附
点休止符、为了切分显示休止符，甚至在关闭“切分音”时。（请参阅切分音。）

就节奏显示而言，用户休止符操作类似于音符，启用“切分音”参数，同时停用“解
释”参数。（请参阅解释。）与音符相同，用户休止符解释同样受显示量化设置的
影响。（请参阅量化。）

用户休止符的其他属性，如下所示：

• 它们替换自动休止符，但与自动休止符不同，它们在“事件列表”中列为事件。这
些事件有 MIDI 通道和力度值。力度值确定它们在五线谱中的垂直位置。（力度
值为 64 时可获得一般“中间”位置。）

• 您可以垂直移动用户休止符 不能移动自动休止符。

• 可以用调整大小工具调整用户休止符的大小。不能调整自动休止符的大小。

在乐谱编辑器中使用多小节休止符
持续时间为多个小节的休止符可以用这两个符号表示。

它们最适用于单独的乐器声部

备注： 在完整乐谱视图中（其中显示多个片段或五线谱），只有当所有的五线谱
在相同位置上包含多小节休止符时，它们才可见。

若要插入现代休止符或教堂休止符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休止符部件箱”中选取休止符类型，并用铅笔工具点按所需位置。

µ 从部件箱中将休止符类型拖到相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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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休止符”（较老的显示形式）默认为两小节的长度值。

“常规”多小节休止符的默认长度为“自动”（“事件列表”中的 0 值）。根据下一个音
符、用户休止符或全局符号（重复正负号、双小节线等）的位置，系统自动计算休
止符的持续时间。

若要改变休止符类型或持续时间
µ 用指针工具连按乐谱中的休止符符号。

在打开的对话框中，选取（现代或教堂）形状，并选择或取消选择自动调整长度功
能。只有取消选择“自动调整长度”确定长度。

备注： 教堂休止符不能长于九小节。如果超过此长度，现代符号自动替换教堂休
止符。

您不能用鼠标移动多小节休止符。然而，您可以在“事件列表”或“事件浮动窗”中改
变其小节位置。您还可以在这些窗口中改变休止符的长度（显示在“值”栏中）。

在乐谱编辑器中使用节拍斜杠
节拍斜杠可以代替自动休止符使用，并且您可以手动插入它们。部件箱中既有单斜
杠，也有双斜杠（通常用来表示“暂停”）。

您可以随意将斜杠放置在五线谱的顶部。

在乐谱编辑器中编辑谱号
部件箱中的谱号用来在一小段音乐的一个声部中间改变谱号。插入的谱号准确地从
插入位置开始改变乐谱显示（插入位置甚至可以是小节的中间）。

备注： 如果您需要改变整个乐谱的谱号，请选取合适的五线谱风格。（请参阅处
理五线谱风格。）

当您插入“C-谱号”时，请仔细观察帮助标记，因为此谱号可以放置在五个不同的高
度，视声域（中音、次中音谱号等等）而定。

谱号下面四个符号可以满足您的预期要求：  它们标记要以高（或低）一个或两个
八度音程播放的片段。插入该片段后，您可以抓取该行的结尾并水平移动，从而编
辑该部分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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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改变现有的谱号
1 连按该谱号。

2 在出现的“谱号选择器”对话框中选择谱号，然后点按“好”。

备注： 同样的操作适用于片段的基本谱号，但是改变该谱号会影响五线谱风格以
及所有使用同一个五线谱风格的片段。

若要修改谱号改变的大小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谱号与拍号”项目设置：

• 选取“布局”>“谱号与拍号”（或使用“设置：  谱号与拍号”键盘命令）。

•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乐谱”（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然后点按“谱号与拍
号”标签。

• 点按“编配”工具栏中的“设置”按钮，从菜单中选取“乐谱”，然后点按“谱号与拍号”
标签。

2 从“较小的谱号改变”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值。

根据此处选取的值，除了每个五线谱的第一个谱号，所有谱号都会变小。不管谱号
改变是由于同一五线谱上有不同的五线谱风格，还是由于已从部件箱中插入谱号，
所有谱号都会变小。

在乐谱编辑器中编辑圆滑线和渐强
由于性质不同，编辑圆滑线和渐强对象的方法与编辑其他部件箱符号的方法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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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键盘命令快速输入圆滑线和渐强
您可以通过以下键盘命令，快速输入圆滑线、渐强以及渐弱符号：

• 插入：  上圆滑线

• 插入：  下圆滑线

• 插入：  渐强

• 插入：  渐弱

这些命令用来将相应对象放在当前所选音符的下方或上方（上圆滑线）。开始点由
所选的第一个音符确定，对象的长度由最近所选的音符确定。各个对象的形状和垂
直位置由最近编辑过的同一类型对象的设置确定。

在乐谱编辑器中更改对象的位置
从对象的最左侧开始拖移鼠标就可以移动所有圆滑线和渐强。分别拖移最后六个对
象的角（手柄）可以移动该组中的最后六个对象。

在乐谱编辑器中改变符号的长度
所有圆滑线和渐强都可以按您想要的方式显示，并且可以在多个部分中跨越换行符
和分页符显示。

• 例如，如果您想要将一条圆滑线扩展到乐谱编辑器（线性乐谱视图中）中不可见
的位置上，您可以抓取它的右端，将光标拉向乐谱编辑器的右边界。乐谱将自动
滚动。一旦圆滑线尾端位置出现在窗口中，将鼠标稍微向左移动一点，以使乐谱
停止滚动。现在定位圆滑线的尾端。重点注意在整个过程中不要释放鼠标按键。

• 在页面乐谱视图中，您只需将圆滑线的右端拖到一个较低五线谱中的所需目的位
置。圆滑线将显示在多个部分中。该原则同样适用于该组中的其他符号。

• 您也可以通过更改数字长度参数，在“事件列表”或“事件浮动窗口”中改变对象的
长度。在这个过程中，水平移动结束点。倾斜对象（如箭头）会以相应的不同角
度显示。

• 长度可以超出 MIDI 片段的结尾。可以将渐强对象的右端拖到同一轨道的下一个
MIDI 片段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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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符号的特定属性
某些符号包含特定属性：

• 渐强： 末端确定渐强的大体位置。在右上端可以调整长度和开度角。在右下端
可以修改长度和全角。

• 渐弱： 您可以在左上端修改小节位置和开度角。在左下端可以设定小节位置和
全角。在末端（右端）调整垂直位置和长度。

• 线段和箭头： 拖移它们的开始点，可以（整体）移动它们。在另一端，可以修
改其长度和全角。斜杠符号表示可以任意修改的线段。其他两个线段对象（垂直
线和水平线）只能在相应的方向伸展。

• 圆滑线： 圆滑线上有五个编辑点，用于改变它们的形状。该圆滑线组中的最后
两个圆滑线符号主要用于（钢琴声部中）跨五线谱的圆滑线。

备注： 它们是圆滑线，而不是延音线。您不能手动插入延音线，但如果 MIDI 音符
长度需要，系统会自动显示延音线。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乐谱编辑器中创建和
编辑连结音符。

在乐谱编辑器中编辑重复正负号和小节线
您不能用鼠标移动重复正负号和小节线。然而，您可以在“编配”窗口（沿拍号和调
号）将这些符号移到某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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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配窗口中选定一个片段之后，对其端点（或位置）的改变将影响乐谱中的现有
重复正负号和小节线。在“编配”窗口全局轨道中插入、删除和移动调号或拍号也会
影响这些乐谱元素。

若要删除重复正负号和小节线
µ 使用橡皮工具点按它们。

隐藏的小节线
打印乐谱时，隐藏的小节线符号不可见。

结合使用隐藏的小节线与隐藏的拍号改变，可以让您创建似乎没有固定指示器的小
节和音乐段落。隐藏的小节线符号的另一个用途是，如果一个音符插在小节的中
间，在乐谱的所有五线谱上同时将该音符图形强制拆分成两个用延音线连接的音
符。

Logic Pro 包括一个可隐藏所有自动显示的小节线的偏好设置。不管偏好设置如何，
手动插入的小节线、双小节线等仍可照常显示和打印。

若要隐藏所有自动显示的小节线
µ 在“文件”>“项目设置”>“乐谱”>“谱号与拍号”面板中选择“隐藏小节线”注记格。

一次收尾和二次收尾
插入一个重复收尾之后，系统自动激活文本输入模式。默认文本为“1.”和“2.”。如果
合适，按 Return 键确定。如果不合适，您可以在这些括号中输入任意文本。默认
值为“2.”的括号是开括号，没有垂直结束线，不像“1.”结尾那样。

因为文本可以修改，您也可以用垂直线创建一个二次结尾。在文本风格窗口，您可
以设定这些数字或文本元素的字体、文本大小以及风格。（请参阅处理文本风格。）
若要编辑文本，请连按该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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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移第一次结尾或第二次结尾的左上角，可以移动它们。拖移右端，可以改变其长
度。如果选择重复结尾，可以按 Delete 键删除它。

一次收尾和二次收尾仅显示在没有连接到上述五线谱上的小节线的五线谱上。

“文件”>“项目设置”>“乐谱”>“全局”中的（整个项目的）“更替重复符号”选项可以激
活重复正负号的真实书风格显示。

小节重复正负号
一或两小节重复符号替换相应小节中的所有音符和休止符。其他所有符号都保持可
见。这不会影响 MIDI 回放，因此您可以照常听到隐藏的音符。这些符号只能在“事
件列表”和“事件浮动窗”中移动。

双倍重复正负号
“双倍重复正负号”功能如您所料，但当它位于换行符上时例外。在这种情况下，它
自动显示为两个背靠背的重复正负号。

处理标准文本
您可以使用部件箱的标准文字对象添加标准文本。移动指针、删除文本部分等基本
功能与它们用于大多数文字处理应用程序时的功能一样。

插入文本
您可以用与添加其他乐谱符号相同的方式添加文本：  通过将对象从部件箱拖到乐
谱。或者，您可以使用文字工具来输入文本。

若要在乐谱中插入文本
1 在部件箱中选择文字对象。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将文本对象拖到所需位置。

• 选择文字工具（或使用“设定文字工具”键盘命令），然后点按您想要文本出现的
位置。

此时目标位置将出现一个插入点。（如果您选取一个自动文字对象，系统会自动
插入相应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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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电脑键盘输入文本。

只要您在文本输入模式下（用闪烁的插入点表示），您就可以点按文本栏中的任何
位置。您可以通过在文本栏中拖移鼠标选定部分文本，并应用通常的“剪切”、“拷
贝”或“粘贴”命令。按下 Return 键，或点按文本栏以外的任何位置，以退出文本输
入模式。

每个文本对象（标题中的文本和位于页边上或页边以外的文本除外）都被存储为某
个特定 MIDI 片段内的特定小节位置上的一个元事件。当您插入文字对象时，您可
以在帮助标记中看到该位置。文本事件也在“事件列表”中可见，让您能够改变文本
的位置，而不改变文本自身。

提示： 您可以将文本同时输入多个五线谱中。例如，如果您想要将文本“accelerando
al fine”插入到所有乐器中，这会很方便。您可以像在其他对象中输入一样同时在几
个五线谱中输入文本。（请参阅将对象同时输入到多个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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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本
一般来说，您可以用和编辑其他对象相同的方式来编辑文字对象（请参阅乐谱编辑
器中的一般编辑）。如果已选定一个文本对象，您可以在“事件参数”框中设定其参
数。如果您想要编辑文本自身，您可以使用文字工具点按该文本，也可以使用指针
工具连按该文本。此时将出现闪烁的插入点。

若要设定所选文本的字体、大小和字样
µ 选取“文本”>“字体”，然后从“字体”窗口选取设置。

设定特殊文本对象参数
您可以在“事件参数”框中为所选文本对象设定以下选项：

• 五线谱数值： 只在多五线谱风格中有关系。它确定文本对象分配到的五线谱。
“垂直位置”参数表示到五线谱顶线的垂直距离。“水平位置”表示所选文字对象相
对于其实际小节位置在图形上的水平偏差（也与“对齐”参数有关）。

• “歌词”注记格： 将文本对象定义为歌词事件（乐曲文本）。如果将歌词事件放置
在与音符相同的小节位置上（小节上方或下方），只要有足够的空间放置文本，
系统就会自动扩展到上一个或下一个音符或休止符的水平距离。

• “风格”弹出式菜单： 确定所选文本对象的文本风格。

• “对齐”弹出式菜单： 确定文本对象的水平对齐。前面三个设置与小节位置有关，
后面五个设置与页面上的位置有关。

使用音乐符号字体
音乐符号字体不包括字母。它们只包括音乐符号（如特殊的打击乐符号）。您可以
使用（设定为音乐符号字体的）文本对象，以随意创建，并在乐谱中的任何位置定
位音乐符号。

学习文本风格
所有的文本元素都是指用户自定的格式设置，称为文本风格。文本格式包括所有的
文本属性，诸如：字体、大小以及风格，让您省下每次插入一个新文本对象时，手
动设定的时间和精力。

关于文本风格窗口
项目中使用的所有文本风格都列在文本风格窗口。该窗口允许您编辑现有的文本风
格，或创建新文本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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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打开“文本风格”窗口
µ 在乐谱编辑器中选取“文本”>“文本风格”。

前 15 行包含默认的文本风格，存在于所有项目中（但可以根据您的需要进行编
辑）。15 行以下的为用户创建的文本风格。用户文本风格与项目文件存储在一起，
因此它们在各个项目中都不同。

每一行都显示文本风格的名称和一个例子。连按“示例”行，可以打开字体窗口，允
许您编辑默认和用户文本风格。您可以使用在系统上安装的所有字体。

关于默认文本风格
默认的文本风格为特定的文本元素设计，并且在插入时，自动分配到特定的文本元
素。

• 纯文本： 这是常规文本的默认设置。

• “页码”、“小节编号”、“乐器名称”： 自动页编号和小节编号，以及乐器名称显示
的文本风格（请参阅编号与名称设置）。您还可以在“乐谱”项目设置（“文件”>“项
目设置”>“乐谱”）的“编号与名称”面板中编辑这些风格。在任何一个窗口所做的
改变会自动更新其他窗口中的设置，并且会影响整个项目。

• 连音： 该文本风格用于三连音以及其他连音数字。

• 重复结尾： 写入重复收尾框中的任何对象的文本风格(通常是数字，也可以输入
文本）。

• 和弦根音、和弦扩展： 用于显示和弦符号。“和弦根音”涉及根音以及和弦符号中
的（任选）超低音音符。“和弦扩展”可用于其他任何音符。

• 多个休止符： 多个休止符上面的数字的文本风格。

• 奏法记谱法： 用于显示吉他奏法记谱法的音柱数字。（请参阅奏法记谱法设
置。）

• 速度符号： 用于显示速度符号的数字。（请参阅部件箱的速度和摇摆符号。）

• 八度音程符号： 用于显示八度音程符号。（请参阅谱号与拍号设置。）

• 音符头： 用于显示音符头。

• 吉他网格指法： 用于显示吉他网格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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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他标记： 用于显示吉他标记。

• 指法： 用于显示指法标记。

处理文本风格
您可以创建、分配和导入文本风格。

若要创建一种新文本风格
µ 在文本风格窗口选取“新建”>“新文本风格”。

底部的文本风格条目下方会出现一个新行，允许您定义新文本风格的属性。任何新
风格的名称都可以在文本输入栏中编辑，当您连按文本风格的名称时会打开文本输
入栏。

若要将文本风格分配给文字对象
1 选定该文本对象。

2 从“事件参数”框中的“风格”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文本风格。

若要从其他项目导入文本风格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导入项目设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Option-Command-I）。

• 点按编配工具栏中的“设置”按钮，然后选取“导入项目”设置。

• 在媒体区域点按“浏览器”标签。

2 浏览并选择所需项目文件。

3 点按“导入”按钮。

备注： 如果从“浏览器”标签中访问设置，您还需要点按“导入项目设置”按钮（点按
“导入”按钮后出现）。

4 在“导入设置”窗口中，选择“文本风格”注记格。

5 点按“导入”按钮。

文本风格设置随即被导入活跃项目。

处理全局文本
尽管全局文本对象仅被插入一次，它们还是会出现在项目（乐谱、声部等）的所有
乐谱设置中。

乐谱设置确定乐谱显示应包含哪些乐器轨道。每个项目可以包含任意多的乐谱设
置。有关乐谱设置的完整详细信息，您可以在使用乐谱设置创建乐谱和声部中找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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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文本的位置与小节位置无关（与常规文本对象不同），但可以定义为页面上的
图形位置。因此，您只能在页面乐谱视图中插入和看到全局文本。全局文本对象最
明显的例子是（页面标题）中的乐曲名称。

若要创建全局文本
µ 将文本插入下列一个页面区域：

• 标题空间（在“布局”>“全局格式”中设定）。

• 任何页边线外部或页边线上。

系统自动将插入到这些区域中的文本对象设定为全局。

将全局文本插入到一个页边区域后，您可以将它们移到页面的任何位置。

若要定位全局文本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使用布局工具垂直和水平移动全局文字对象。

µ 使用指针工具垂直移动全局文字对象。

µ 按住 Shift 键，然后使用指针工具垂直和水平移动全局文字对象。

当选定一个全局文本对象时，“事件参数”框包含一些额外的参数：

• “对齐”弹出式菜单： 尽管与小节位置相关的对齐显示在弹出式菜单中，但不能在
此处选取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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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面”弹出式菜单： 定义要显示全局文本对象的页面。可以选取以下选项：

• 1： 文本仅显示在第一页上。

• 2： 文本会显示在除第一页外的所有页面上。

• 奇数： 文本会显示在所有奇数页面上。

• 偶数： 文本会显示在所有偶数页面上。

• 全部： 文本会显示在所有页面上。

• “区域”弹出式菜单： 文本所属或与文本相关的页边区域。您可以选取“顶部”、“页
头”、“边侧”或“页脚”。

处理自动文本
插入后，部件箱中的文本组包含四个对象，表示自动显示的名称：

• “片段”（片段/折叠夹）： 显示当前显示层次的名称。这可以是一个 MIDI 片段、
文件夹，或者是（最高层次上）项目文件的名称。

• “乐器”（乐器）： 显示当前显示的乐器或乐谱设置的名称。（请参阅使用乐谱设
置创建乐谱和声部。）

• 乐曲： 显示项目文件的名称。

• 日期： （打印时）显示当前日期。

这些自动文字对象既可以作为全局文本插入（到页边区域），也可以作为与小节位
置相关的文字对象插入（到一个五线谱或片段中）。例如，您可以将“乐器”对象插
入为一个全局对象，以显示在所有页面上设定的当前乐谱的名称。您可以在“事件
参数”框中设定这些对象的外观和精确定位。

处理歌词
您可以使用歌词对象将歌词快速添加到乐曲。光标位置会在音符之间自动移动。

创建歌词
部件箱中的文本组包含一个名为“歌词”的对象，允许您创建与音符事件相符合的歌
词。当您使用“歌词”对象输入文本时，按下 Tab 键，将文本光标移到下一个 MIDI 音
符的开头。

若要创建歌词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拖移旋律的第一个音符下面的歌词对象。

• 从部件箱中选择歌词对象，然后使用文字工具点按第一个音符的位置。

备注： 观察帮助标记：  每个歌词对象必须与其所属的音符在同一个小节位置上
（将显示量化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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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给第一个音符输入文本，并按下 Tab 键，而不是 Return 键，以自动将文本光标移
到下一个 MIDI 音符的开头。

如果一个 MIDI 音符显示为多个连结（图形）音符，按下 Shift-Tab，以将光标移到
下一个图形音符。此方法允许您在一个较长音符下面写入多个音节，尽管每个音节
都存储为一个独立的歌词对象，您还是可以一次输入所有歌词。

歌词编辑与常规文本编辑很类似。“事件参数”框显示相同的参数（选择了“歌词”注
记格）。

除了光标移动跟随歌词输入模式中的音符外，常规文字对象与歌词对象唯一的不同
在于后者影响它们要分配到的音符之间的距离。这样就会给文本提供足够的显示空
间，从而不发生重叠。如果以后改变文本（或文本风格），系统会相应地重新计算
音符之间的距离。

若要将标准文字对象转换为歌词
µ 选择该文本，然后在“事件参数”框中选择“歌词”注记格。

将所有文字和音节都设为同一个高度
如果您不连续输入歌词，歌词对象就可能不会设定为相同的垂直位置。（它们不会
对齐。）

若要快速对齐所有歌词对象
1 至少选定一个歌词对象。

2 选取“编辑”>“选定相似对象”，以选择所有歌词对象。

3 使用“垂直排列对象位置”键盘命令。

备注： 如果存在多行不同韵文的歌词，您不应使用这种方法。因为这样做，会将
它们都设定为相同的高度。

将多个歌词对象分配到同一音符
您可以将多个歌词对象分配给同一音符，允许您为一首乐曲插入多个韵文，一个接
一个从上到下排列。

若要为同一音符创建多个韵文
1 将第一个歌词对象拖到音符位置上，然后输入第一个韵文。

2 将第二个歌词对象拖到同一音符位置上第一个韵文的下面，然后键入第二个韵文。

只要您保持快速歌词输入模式，第二个韵文的所有歌词对象都与第一个对象位于同
一高度，在这个示例中，第二个韵文的第一个文字与第一个对象位于同一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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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个 MIDI 片段显示模式下工作
重要的是，如果您在完整乐谱显示中工作，要将歌词对象分配到正确的 MIDI 片段。
（记住：  所选的五线谱都用蓝色五线谱线显示。）通常来讲，建议您在线性乐谱
视图和单个 MIDI 片段显示模式下插入歌词，尤其是插入多个韵文时。例如，在线
性乐谱视图中，您可以通过拖移更轻松地选择多个歌词对象，以改变其位置。

处理和弦
和弦符号是专用于快速和弦输入的文本对象。Logic Pro 使用特殊的文本属性来显示
和弦符号，并提供额外的编辑工具。

若要创建一个和弦符号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将和弦符号从部件箱拖到乐谱中的位置上。

• 在部件箱中选择和弦符号，然后用文字工具点按某个位置。

• 在部件箱中选择任何文本符号，然后按下 Option 键，并使用文字工具点按某个
位置。

备注： 确定您在正确的小节位置插入了和弦符号。在插入和弦对象时，观察帮助
标记。

2 输入和弦文本。

和弦符号包括根音音符、单独的低音音符以及两行扩展名。因为您在乐谱编辑器中
输入和弦文本，因此您可以影响插入的文本的分布方式：

• 首先，输入根音，然后是扩展名，键入一个斜杠，最后输入（可选的）附加低音
音符。

• 一旦您输入一个数字，所有后面输入的都会处于上面的扩展行上。如果您写入
“G7(b9/b13)”，则“7(b9/b13)”会放置在上面一行上，下面一行保持空白。

• 如果您在数字前写入字母（如 FMAJ7/9），Logic Pro 会将字母放置在下面一行，
将第一个数字后面的内容放置在上面一行。

• 如果您在文本中输入一个逗号，就可以影响这种自动放置方式：  逗号之前的放
置在下面一行，逗号之后的放置在上面一行。只能使用一个逗号。可以输入空
格，以在扩展名和根音之间创建附加的水平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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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编辑一个和弦符号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连按根音，然后在“和弦符号”对话框中编辑和弦符号。

不同的声部有四个输入栏：  一个是根音输入栏，一个是附加低音音符输入栏，两
个扩展名输入栏，从上到下排列。

µ 连按一个扩展名。

此时扩展名行将出现一个插入点，允许您按编辑一般文本的方式编辑扩展名。

您可以通过改变分配给和弦根音和扩展名的文本风格，在“文本风格”窗口中编辑和
弦符号的外观。（有关文本风格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处理文本风格。）

若要改变和弦符号的外观
1 在乐谱编辑器中选取“文本”>“文本风格”，以打开文本风格窗口。

2 编辑和弦根音的文本风格，称为“和弦根音”，编辑扩展名的文本风格，称为“和弦扩
展”。

输入多个和弦符号
如果您想要将多个和弦符号插入到同一个五线谱，有一个可用的快捷方式（与歌词
输入模式相似）。输入第一个和弦的文本之后，按下 Tab 键，而不是 Return 键。
插入点自动移到（显示的）下一个音符或休止符的位置上。输入所需的和弦并重复
该过程，或者多次按下 Tab 键，以移到下一个和弦符号的目标位置。

提示： 如果您想要在一个很繁忙的声部中每小节插入一个和弦，较快捷的方法是，
创建一个空的 MIDI 片段，并在该片段中输入和弦。（当您在空片段中按下 Tab 键
时，插入点将移到下一个小节。）输入和弦之后，您既可以在编配区域合并该 MIDI
片段和原来的 MIDI 片段，也可以同时拷贝和粘贴所有和弦。

等音改变和弦符号
您可以等音改变和弦符号的根音。只有附加低音音符需要直接在和弦符号窗口编
辑。当等音改变和弦时，和弦的拼写改变，但和弦音符的音高保持不变。例如，当
等音改变“Gb7”时，它变成“F#7”。

若要等音改变和弦符号的根音
1 选定该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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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属性”>“临时记号”>“等音移动：  #”（或使用“等音移动：  # 键盘命令，默认
分配：  Shift-向下翻页）。

• 选取“属性”>“临时记号”>“等音移动：  b”（或使用“等音移动：  b 键盘命令，默认
分配：  Shift-向上翻页）。

和弦符号变调
插入到变调五线谱风格中的和弦符号会像音符一样自动变调。而且，如果“片段参
数”框中的（用于回放变调的）“变调”参数发生改变，那么 MIDI 片段中的所有和弦
符号都相应地受到影响。

显示德文和弦符号：  用 H 代替 B
如果您在“乐谱”项目设置的“全局”面板上的“和弦符号语言”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
“德文和弦符号”设置，则所有和弦符号中的音符 B 都用德文名称 H 显示。当显示德
文和弦符号时，英文 B 降调 写为 B 或 Bb。

备注： 一旦在和弦符号输入过程中使用字母 H，系统即自动激活“德文 (H、B、F#)”
设置。

设定和弦符号的图形位置
在 MIDI 片段中，每个和弦符号都储存在特定的小节位置。（同一个小节位置上通
常还有一个音符。）

“事件参数”框中的“对齐”选项确定和弦符号的哪部分与小节位置对齐：  代表和弦根
音字母的左边缘、中间或者右边缘。新插入的和弦符号的设置总是“默认”。该默认
对齐方式与在“乐谱”项目设置的“布局”面板中的“和弦符号对齐”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的
设置相符。

创建节奏部分声部
通常来说，节奏部分声部带有和弦符号和节拍斜杠。如果您想要创建这种类型的声
部，请将“休止符”参数设为“斜杠”后，选取一个五线谱风格。有关休止符参数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修改五线谱风格参数。

处理和弦网格
您可以检查和编辑现有和弦网格库与和弦网格，并可在“和弦网格库”中创建您自己
的和弦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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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弦网格库”窗口由两个或三个带标签的页面组成，取决于您打开窗口的方法。这
些带标签的页面分别是“乐器编辑器”、“和弦网格选择器”和“和弦网格编辑器”。

若要打开和弦网格库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主菜单栏中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和弦网格库”。

µ 点按“编配”工具栏中的“偏好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和弦网格库”。

µ 在乐谱编辑器菜单栏中选取“布局”>“和弦网格库”。

µ 将和弦网格符号从部件箱拖到乐谱中。

µ 在乐谱中，连按现有和弦网格符号。

备注： 只有在您使用前三种方法中的一种打开“和弦网格库”时“乐器编辑器”标签才
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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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乐器编辑器
“乐器编辑器”面板允许您查看、创建和编辑乐器调音与和弦网格库。您也可以导入
和导出和弦网格库。“乐器编辑器”面板包括以下参数：

• “名称”栏： 显示乐器调音名称。可以通过连按来编辑。

• “资源库”栏： 显示和弦网格库名称。可以通过连按来编辑。

• “调音”栏： 显示乐器调音。

• “弦乐”栏： 显示弦的数量。

• “和弦”栏： 显示和弦总数。

• “基本和弦”栏： 显示基本和弦数。

• “导入”按钮： 允许您将资源库导入“乐器编辑器”。

• “导出”按钮： 允许您从“乐器编辑器”中导出资源库。

• “删除”按钮： 允许您从“乐器编辑器”中删除调音或资源库。

• “创建”按钮： 允许您在“乐器编辑器”中创建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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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和弦网格选择器
“和弦网格选择器”可以让您从乐器调音及和弦网格库中选择和过滤单个和弦网格。
此面板包括以下参数：

乐器参数
• “名称”弹出式菜单： 选取您想要使用的乐器调音的名称。

• “调音”栏： 显示选取的乐器的默认调音。

• “弦数”栏： 显示选取的乐器的默认弦数。

• “品柱”弹出式菜单： 选取要放置品柱的品。选取“0”以原始和弦播放，选取“1”将
弦枕放置在第一品上，依此类推。

过滤参数
• “根音符”弹出式菜单： 根据根音符过滤和弦网格。

• “低音音符”弹出式菜单： 根据低音音符过滤和弦网格。

• “和弦类型”弹出式菜单： 根据和弦类型过滤和弦网格。

• “难度”弹出式菜单： 根据难度过滤和弦网格。

• “收藏”注记格： 根据标记为收藏的和弦网格来过滤和弦网格。

• “资源库”弹出式菜单： 根据资源库（链接到选取的调音的资源库）过滤和弦网
格。

• “无变调”注记格： 根据变调过滤和弦网格。

查看参数
• “品数”弹出式菜单： 选取在和弦网格视图中显示的品数（四、五或六）。

• “左手”注记格： 改变和弦网格视图以适合左手用户。

其他参数
• “回放”按钮： 点按以聆听选定的和弦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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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弹出式菜单： 选取和弦网格弦的回放方式和速度。

• 和弦： 同时回放所有弦。

• 升琶音、降琶音： 依次回放各弦。

• “慢”、“中”、“快”： 回放速度。

• “删除”按钮： 点按以删除非出厂和弦网格。

• “新建”按钮： 点按以创建新和弦网格。点按此按钮，打开“和弦网格编辑器”面板
并显示一个空和弦网格。

• “编辑”按钮： 点按以编辑选定的和弦网格。点按此按钮，打开“和弦网格编辑器”
面板并显示选定的和弦网格。

备注： 这种相同的编辑操作可通过在“和弦网格编辑器”中连按和弦网格触发。

了解和弦网格编辑器
“和弦网格编辑器”可以让您创建或修改和弦网格。此面板包括以下参数：

乐器参数
• “名称”弹出式菜单： 选取乐器调音的名称，以在其中添加或替换和弦网格。

• “调音”栏： 显示选取的乐器的默认调音。

• “弦数”栏： 显示选取的乐器的默认弦数。

• “品柱”弹出式菜单： 选取要放置品柱的品。选取“0”以原始和弦播放，选取“1”将
弦枕放置在第一品上，依此类推。

和弦参数
• “名称”栏： 输入和弦网格的名称。

• “根音符”弹出式菜单： 选取和弦网格的根音符。

• “低音音符”弹出式菜单： 选取和弦网格的低音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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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弦类型”弹出式菜单： 选取和弦网格的和弦类型。

• “难度”弹出式菜单： 选取和弦网格的难度级别。

• “收藏”注记格： 在您的个人收藏中标记和弦网格。

• “最高品”弹出式菜单： 选取和弦网格的最高品。

查看参数
• “品数”弹出式菜单： 选取在和弦网格视图中显示的品数（四、五或六）。

• “左手”注记格： 改变和弦网格视图以适合左手用户。

其他参数
• “回放”按钮： 点按以聆听和弦网格。

• “操作”弹出式菜单： 选取和弦网格弦的回放方式和速度。

• 和弦： 同时回放所有弦。

• 升琶音、降琶音： 依次回放各弦。

• “慢”、“中”、“快”： 回放速度。

• 还原/清除开关按钮： 点按“还原”按钮以在“和弦网格选择器”标签中将和弦网格设
定回原来的状态（显示打开的弦乐、新和弦网格或选定的和弦网格）。点按“清
除”按钮以清除和弦网格，为您提供一个空白的工作模板。

• “目标资源库”弹出式菜单： 选取资源库，以在其中添加新的或编辑的和弦网格。

• “替换”按钮： 点按以替换现有和弦网格。

• “添加”按钮： 点按以将和弦网格添加到选取的资源库中。

在乐谱编辑器中插入和编辑和弦网格符号
有许多方法在乐谱中插入和弦网格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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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插入和弦网格符号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将和弦网格符号从部件箱拖到乐谱中。

• 在部件箱中选取和弦网格符号，然后使用铅笔工具在乐谱编辑器中点按。

任一种方法都可以在“和弦网格库”窗口打开“和弦网格选择器”面板。

2 选择您想要插入的和弦。

3 点按“好”。

在乐谱中插入和弦网格符号后，您可以相应地编辑它们的大小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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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改变和弦网格符号的比例
µ 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或右键点按）和弦网格符号，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以

下一项内容：

• “缩放”：  缩小

• “缩放”：  正常

• “缩放”：  放大

缩放比例值基于“文件”>“项目设置”>“乐谱”>“和弦和网格”面板中的网格缩放比例设
置和和弦缩放比例设置。

若要垂直排列选定的和弦网格符号
µ 选择多个和弦网格符号，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或右键点按）其中任一符号，然

后选取“垂直排列对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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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的和弦网格符号将垂直排列。

若要垂直排列所有和弦网格符号
1 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或右键点按）和弦网格符号，然后选取“垂直排列对象位

置”。

系统将询问您是否想要将所有相似对象与此对象对齐。

2 点按“好”。

所有和弦网格符号将垂直排列。

您可以在乐谱编辑器中轻松拷贝现有和弦网格符号。

若要拷贝现有和弦网格符号
µ 拖移现有和弦网格的同时按住 Option 键，然后在到达所需位置时释放该键。

您可以选择在和弦网格符号上隐藏或显示和弦名称。

若要隐藏和弦名称
µ 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或右键点按）和弦网格符号，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隐

藏和弦名称”。

若要修改现有和弦网格符号的和弦
µ 连按该和弦网格符号，并在“和弦网格选择器”中选取另一个和弦，然后点按“好”。

在“和弦网格编辑器”中创建和编辑和弦网格
您可能经常要从头开始创建新和弦网格或修改现有和弦网格。

有关在本部分中提及的任何参数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了解和弦网格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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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和弦网格编辑器”中创建新和弦网格
1 在“和弦网格编辑器”标签中点按“清除”按钮。

和弦网格显示将被清除，您可以从头开始创建新和弦网格。

备注： 点按“清除”按钮将其变为“还原”按钮。

2 根据您的要求设定和弦和视图参数。

3 点按“添加”按钮。

此时将打开“和弦网格选择器”面板，且您选取的资源库中已添加了新和弦网格。

若要在“和弦网格编辑器”中编辑现有和弦网格
1 在“和弦网格选择器”标签中连按和弦网格。

此时将在“和弦网格编辑器”标签中打开和弦网格。

2 根据您的要求设定和弦和视图参数。

3 点按“添加”或“替换”按钮。

此时将打开“和弦网格选择器”，且您选取的资源库中已添加或替换了编辑的和弦网
格。

若要在和弦网格视图中显示较高品
µ 点按第一品以打开弹出式菜单，然后选取另一个品数。

创建、编辑和删除指法点
您可以在和弦网格上创建、编辑和删除指法点。

若要创建指法点
µ 点按弦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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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创建了一个黑点。

若要移动现有指法点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点按同一根弦上的另一个品。

µ 将点拖到新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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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指法点上定义手指数
µ 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或右键点按）某一个点，然后在 0 到 5 之间选取一个数字。

若要创建可选的指法点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按住 Option 键并点按某根弦以创建可选点。如果同一根弦上存在另一个实点，则
会保留该实点。

µ 按住 Option 键并点按现有实点，以将其更改为可选点。结果会显示一根空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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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删除指法点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择某个点，它会变为绿色，然后按下 Delete 键。

µ 点按该弦顶部的区域。

使用任一种方法的结果都一样：  弦被打开。

创建、编辑和删除横按指法
您可以在和弦网格上创建、编辑和删除横按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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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创建横按指法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拖移现有点的左侧或右侧边缘到右侧或左侧。

µ 将指针放置在某根弦上，然后拖到左侧或右侧。

若要移动现有横按指法
µ 将横按指法拖到新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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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删除横按指法
µ 选择横按指法，它会变为绿色，然后按下 Delete 键。

使弦静音和取消静音
您可以在和弦网格上使弦静音和取消静音。

若要使弦静音
µ 点按该弦顶部的区域。

该弦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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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使取消弦的静音
µ 点按该弦顶部的区域。

弦被打开。

802 第 31 章 处理乐谱



创建、删除和弦网格库和给和弦网格库重新命名
您可以为现有乐器调音创建新和弦网格库，或者您可以为新乐器调音创建新和弦网
格库。您可以从“乐器编辑器”标签中执行此操作。

若要为现有乐器调音创建新和弦网格库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打开“乐器编辑器”面板：

• 在主菜单栏中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和弦网格库”，然后点按“乐器编辑器”
标签。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和弦网格库”，然
后点按“乐器编辑器”标签。

• 在乐谱编辑器菜单栏中选取“布局”>“和弦网格库”，然后点按“乐器编辑器”标签。

2 点按“创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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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出现的“创建资源库”对话框中，定义以下参数：

• “资源库名称”栏 ： 为和弦网格库键入名称。

• “调音”弹出式菜单： 选取您想要在其中添加资源库的乐器调音。

• “弦数”弹出式菜单： 保留其默认设置。

4 点按“创建”以将新和弦网格库添加到选取的乐器调音。

若要为新的乐器调音创建新和弦网格库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打开“乐器编辑器”面板：

• 在主菜单栏中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和弦网格库”，然后点按“乐器编辑器”
标签。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和弦网格库”，然
后点按“乐器编辑器”标签。

• 在乐谱编辑器菜单栏中选取“布局”>“和弦网格库”，然后点按“乐器编辑器”标签。

2 点按“创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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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出现的“创建资源库”对话框中，定义以下参数：

• “资源库名称”栏： 为和弦网格库键入名称。

• “调音”弹出式菜单： 保留其默认设置。

• “弦数”弹出式菜单： 选取弦的数量。

4 点按“创建”以添加新乐器调音，也包括最新创建的和弦网格库。

您也可以删除和弦网格库和给和弦网格库重新命名。

若要给和弦网格库重新命名
µ 在“资源库”栏中连按名称，然后在文本输入栏键入新名称。

若要删除现有乐器调音或和弦网格库
µ 选择您想要删除的乐器调音或和弦网格库，然后点按“删除”按钮。

如果您选择了一个乐器调音，则整个调音及其和弦网格库都将被删除。如果您选择
了一个和弦网格库，则只删除该库（除非它是调音内的唯一库，则乐器调音也将被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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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和导出和弦网格库
您可以从“乐器编辑器”标签中导入和导出和弦网格库。

若要导入和弦网格库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打开“乐器编辑器”面板：

• 在主菜单栏中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和弦网格库”，然后点按“乐器编辑器”
标签。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和弦网格库”，然
后点按“乐器编辑器”标签。

• 在乐谱编辑器菜单栏中选取“布局”>“和弦网格库”，然后点按“乐器编辑器”标签。

2 点按“导入”按钮。

3 浏览到您想要导入的资源库的位置。

若要导出和弦网格库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打开“乐器编辑器”面板：

• 在主菜单栏中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和弦网格库”，然后点按“乐器编辑器”
标签。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和弦网格库”，然
后点按“乐器编辑器”标签。

• 在乐谱编辑器菜单栏中选取“布局”>“和弦网格库”，然后点按“乐器编辑器”标签。

2 选择您想要导出的资源库。

3 点按“导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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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资源库名称，并浏览到存储该资源库的位置。

5 点按“存储”。

处理奏法记谱法标记
以下将概述您可以在乐谱中使用的奏法记谱法标记。这些标记都位于部件箱中。

• 击弦： 位于奏法记谱法视图的顶部。

• 勾弦： 位于奏法记谱法视图的顶部。

• 拍子： 位于奏法记谱法视图的顶部。

• 滑动： 位于奏法记谱法视图的顶部。

• 弯音： 位于奏法记谱法视图的顶部。

• 静音点/弦： 位于奏法记谱法视图内（以圆点显示）。

• 泛音菱形： 位于奏法记谱法视图内（以菱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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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扫弦： 位于奏法记谱法视图的顶部。

• 延音线： 位于奏法记谱法视图内。

• 上一行/下一行： 位于奏法记谱法视图内。

• 向上滑动/向下滑动： 位于奏法记谱法视图内。

• 向上弯音/向下弯音： 位于奏法记谱法视图内。

• 弹弦手指（右手）： 位于奏法记谱法视图的底部。

• 手掌闷音： 位于奏法记谱法视图的底部。

• 延长发音： 位于奏法记谱法视图的底部。

• 拍击： 位于奏法记谱法视图的底部。

处理拍号和调号
拍号是全局事件，会影响项目中的所有轨道。您可以在“拍号”轨道、“拍号列表”以
及乐谱编辑器中查看并编辑拍号和调号。

备注： 为了选定和拷贝拍号，“拍号”轨道必须可见，而且不受保护。

若要查看拍号轨道
µ 选取“视图”>“全局轨道”。

默认情况下，如果您打开全局轨道的显示，则全局的“标记”轨道均可见。如果“拍
号”轨道不可见，请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或右键点按）全局轨道头区域的任何位
置，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拍号”。

若要查看拍号列表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选项”>“打开拍号列表”。

µ 按下 Shift 键，并连按“拍号”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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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号列表”在一个列表风格编辑器中显示拍号和调号，同时显示其他全局乐谱符
号，诸如重复正负号、双小节线等等。

拍号
拍号确定小节标尺中显示的一个小节的节拍数，从而定义编配区域和 MIDI 编辑器
中的编辑网格。拍号不影响音频或 MIDI 片段的回放。

然而，拍号会影响乐谱显示。如果用小节位置将一项功能限制在项目的某个部分，
那么依赖于选取的拍号和小节位置的所有功能（诸如 MIDI 节拍器咔嗒声或“变换”窗
口的功能）都会受到影响。

调号
调号改变只会影响乐谱编辑器中 MIDI 音符的显示，而对 MIDI 回放没有影响。然
而，第一个调号会影响音频 Apple Loops 的回放。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配合
Apple Loops 使用全局轨道。

您可以根据喜好创建任意多的调号。如果项目已包含其他调号改变，那么新插入的
任何调号都只改变从插入点到下一个调号改变的调。

您可以储存多达九个备用拍号，这将反映在“拍号”轨道、“拍号列表”和“拍号”窗口
中。

创建拍号
您可以根据需要在一个项目中创建任意多的拍号。

若要创建拍号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将播放头移到目标小节，并在“走带控制条”上设定新拍号。

µ 在乐谱编辑器中，将拍号从部件箱拖到目标小节位置。

µ 将拍号轨道设定为足够高，使其同时显示调号和拍号区域。用铅笔工具点按“拍号”
轨道上拍号区域中的目标小节，然后在拍号对话框中选取您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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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如果您在降低轨道高度时进行此操作，那么系统会创建一个拍号改变。

• “节拍编组”文本栏允许您确定混合拍号中的节拍编组。例如，输入“223”这几个数
字就足够了。它会自动变成“2+2+3”。该栏中的总数功能自动计算该小节中的节
拍总数。若要将定义的编组显示为分母，您需要选择“打印混合拍号”注记格。如
果不选择该注记格，则只是将总和显示为分子。然而，在两种情况下，“节拍编
组”都会影响音符加符杠的方式。您还可以在正常拍号中改变自动加上的符杠。
在 4/4 拍中，“1+1+1+1”产生四个加符杠的组（一个节拍一组），而不是按默认
显示为两个组。

• 选择“隐藏拍号”注记格，以在打印时隐藏相应的拍号改变。拍号仍会显示在屏幕
上，但是它将被划掉，不会包含在音符和符号之间的间隔计算中。因此，在屏幕
上，拍号会与音符重叠，但是打印出来后不会。该功能可以用于标记装饰段落，
它包含的音符比正常拍号下适合的音符要多。

µ 在“拍号列表”中点按“创建拍号”按钮。

创建调号
您可以根据需要在一个项目中创建任意多的调号。

若要创建调号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用铅笔工具点按“拍号”轨道上调号区域中的位置，然后在调号窗口选取一个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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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您可以取消选择“停用 bb，x”注记格，以停用重降号和重升号。

µ 在乐谱编辑器中，连按谱号与拍号之间的五线谱，然后在调号窗口选取一个调。您
也可以将调号从部件箱拖到合适的小节位置。

µ 在“拍号列表”中点按“创建调号”按钮。

选定拍号
您可以点按“拍号列表”和“拍号”轨道，以选定其中的拍号。可以按下 Shift 键并点按
进行多重选择。

在“拍号”轨道上，您甚至可以同时选择多个拍号和片段。当您想要拷贝或移动乐曲
的完整声部（与拍号改变）时，这种技术很有用。在这种情况下，“编辑”>“选定定
位符以内的”命令会有帮助。

备注： 当选取框活跃时，使用此键盘命令将选取框设定为与定位符匹配。

拷贝拍号
您可以在“拍号列表”或“拍号”轨道上拷贝拍号和调号。您也可以将所有的拍号和调
号从一个项目拷贝到另一个项目。

后续拍号插在它们与拷贝的第一个拍号的原始距离相对应的小节位置上。

若要通过拖放方法在项目中拷贝拍号
µ 按下 Option 键，然后将“拍号”轨道上的拍号拖到目标小节位置。

若要通过夹纸板在项目中拷贝拍号
1 您可以点按“拍号列表”和“拍号”轨道，以选择其中的拍号和调号。（按住 Shift 键并

点按以进行多个选择。）

2 选取“编辑”>“拷贝”（或按下 Command-C），以将它们拷贝到夹纸板。

3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拍号”轨道上：  将播放头移到插入位置，然后选取“编辑”>“粘贴”（或按下
Command-V）。

• 在“拍号列表”中：  选取“编辑”>“粘贴”（或按下 Command-V），并在“位置”文本输
入栏中键入小节值，然后按下 Return 键。

若要在项目之间拷贝拍号
1 在“拍号”轨道或“拍号列表”中选择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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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取“编辑”>“拷贝”（或按下 Control-C）。

源项目中的所有拍号改变都被拷贝到夹纸板上。

3 切换到目标项目。

4 激活“拍号”轨道或“拍号列表”，然后选取“编辑”>“粘贴”（或按下 Control-V）。

拷贝的显示更改被粘贴到目标项目中。

备注： 因为粘贴拍号和调号后，它们会与目标项目中的拍号和调号改变混合在一
起，所以此过程只能用于将这种改变拷贝到空白项目（不包含拍号和调号改变的项
目，初始设置除外）中。

编辑拍号
您可以在乐谱编辑器和“拍号”轨道上连按现有的拍号，以进行编辑。此时将出现拍
号或调号窗口，允许您进行更改。选定并拖移拍号可以移动它们。

您可以在“拍号”轨道上使用剪刀工具来剪切小节。例如，在一个 5/4 小节的第四个
节拍处剪切，将它分成一个 3/4 和一个 2/4 小节。

如果您在没有发生拍号改变部分中的一个小节中间剪切，会插入两个相应较短的小
节，原来的拍号在剪切后重新开始。

同样，您也可以使用拍号轨道上的胶水工具将后续的两个小节合并为一个较长的小
节。

删除拍号
您可以删除项目中除初始拍号和调号以外的所有拍号。

若要删除拍号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乐谱编辑器、“拍号列表”或“拍号”轨道上选择该拍号，然后选取“编辑”>“删除”（或
按下 Delete 键）。

提示： 若要删除所有拍号事件，请在选择一个拍号后，选取“编辑”>“选定相似对
象”，然后按下 Delete 键。

µ 在乐谱编辑器、拍号列表或拍号轨道中用橡皮工具点按该拍号。

创建和选取备选拍号
备选拍号仅指：  “拍号列表”或“拍号”轨道上所有拍号的备选版本。

若要创建备选拍号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拍号列表”中选取“选项”>“备选拍号”，然后选取“拍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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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在“拍号列表”上的“备选”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数字。

µ 在“拍号”轨道上的“备选”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数字。

有关插入拍号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拍号和创建调号。

若要在备选拍号之间切换
µ 在“拍号”轨道或“拍号列表”的“备选”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相应的数字。

所有 MIDI 片段都会受到影响，致使乐谱发生相应的改变。

改编 MIDI 录音
传统的记谱法只是大概描述乐曲中的音乐内容。实际的演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音乐
家对音符的解释。例如，四分音符很少恰好位于一个节拍处。

实时录制到节拍器咔嗒声的 MIDI 片段的节奏解释存在类似的问题，尤其是在使用
Logic Pro 录制精度为每四分音符 960 音位的 MIDI 事件的情况下。没有人会恰好在
节拍器咔嗒声响起的那一刻弹奏一个正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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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谱编辑器的显示参数允许您调整乐谱的外观，而不改变原始 MIDI 片段的回放（和
感觉）。您可以给每个片段使用不同的显示设置。

因此，您应该对打印后乐谱的外观做到心中有数，这是很重要的。这有助于确定最
适合您的音乐的显示设置。

如果您似乎找不到适合某个特定 MIDI 片段的显示参数，请使用剪刀工具将该 MIDI
片段分开。这样，MIDI 回放会保持不变，但是会允许您将不同的显示参数（显示
量化）分配给剪切操作产生的较短片段。

尽管这些分开的片段是独立的，但它们彼此相邻，并且在乐谱中显示为一个连续的
五线谱。

一般性工作建议是，在修改显示设置之前，您应该合并 MIDI 片段（或插入空白片
段），以填补 MIDI 片段之间的间隙。如果不存在片段，乐谱编辑器什么都不显示，
乐谱中将出现空格。

新 MIDI 片段的默认设置
如果一个新 MIDI 片段是通过编配区域的铅笔工具，或通过 MIDI 录制创建的，
Logic Pro 会对它应用一套默认参数。没有选定任何 MIDI 片段（无五线谱）时，可
以在“显示参数”框中查看和编辑这些默认参数。标题行显示“插入默认”，以指示这
种状态。这些设置将保持设定的原状，直到您退出 Logic Pro，但是您可以随时改变
这些设置。

点按乐谱编辑器背景上的任何一个空点以显示“插入默认”。根据需要编辑任意参
数，例如，将“量化”设定为您给项目中大多数片段使用的值。从这点开始，所有新
片段将在创建后自动使用这些设置。如果将“量化”设定为“默认”，新录制或创建片
段的显示“量化”设置将与走带控制条中显示的等份值相符。

备注： 五线谱风格（“风格”）的默认设置不在此处定义。每个轨道上的五线谱风格
都是独立的，可在编配区域的“轨道参数”框的底行上设定。

当同时改变多个选定的 MIDI 片段的设置，“显示参数”框的顶行会标出当前选定的片
段或对象（如果选择包括折叠夹）的数量（例如“选定 3 个片段”），而不标出 MIDI
片段名称。如果这些片段有任何不同的参数值，相应参数行上将显示“*”。如果改变
此值，所有选定的片段的值都被设为与该特定参数相同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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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谱编辑器中选定多个片段
您可以在乐谱编辑器中使用两个特殊功能来选定多个片段：

• 点按“显示参数”框的标题行，以选择当前显示中可见的所有片段。

• 点按参数和乐谱之间的栏上的一个乐器名称，以在当前显示层次下选定该特定乐
器轨道上的所有片段（甚至包括跨越不同轨道，但被分配到同一个软件或 MIDI
乐器通道的片段）。切记：只有激活“视图”>“乐器名称”才能显示乐器名称栏。

显示参数
本节列出乐谱编辑器中所有可用的显示参数。再次重申，这只会影响乐谱中事件的
外观，而不会影响事件回放。

量化
该参数对音符应用直观的量化：  它确定可以在当前选定的 MIDI 片段中显示的最短
音符值。（例外的情况是人工 N-连音，请参阅在乐谱编辑器中创建和编辑 N-连
音。）

例如，如果您插入一个短音符，如三十二分音符，当“量化”设定为 32 或更短时，
它才能按原始长度显示。当“量化”设定为 8 时，该 1/32 音符将显示为一个八分音符
（虽然回放时仍然为 1/32 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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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量化”值，包括所有可用的显示量化选项。

这些选项中既有二进制量化（显示为一个二进制值：16 或 128），也有混合量化
（结合两个值，一个二进制值和一个三进制值：如 16、24 或 32、96）。

二进制值总是对应于同一个分母的音符值；例如，32 对应 1/32 音符等。三进制值
是指三连音。这里有一个三进制值及相应三连音值的列表：

相应音符长度量化设置

2 分音符三连音3

4 分音符三连音6

8 分音符三连音12

16 分音符三连音24

32 分音符三连音48

64 分音符三连音96

128 分音符三连音192

256 分音符三连音384

当使用二进制显示量化时，系统完全不显示自动三连音（除通过 N-连音对象，用
鼠标插入的三连音外）。

重要事项： 必须给“量化”参数分配混合量化值，以启用三连音的自动显示。

量化默认设置
“量化”参数的“默认”选项只能使用“插入默认”设定。（请参阅新 MIDI 片段的默认设
置。）它不能设定为现有片段的“默认”值。如果选取“默认”，所有新 MIDI 片段的“量
化”设置都取决于走带控制条中的当前等份值。在这种情况下，“量化”值总是一个混
合值。对于二进制等份值，“量化”值是走带控制条中当前设定的等份值加上下一个
最大的三进制值。如果是三进制等份值，则是走带控制条中当前设定的等份值加上
二进制值，它可以被该特定的三进制值整除。

例如，全局等份值为 1/8，则新片段的“量化”设置为 8、12；全局等份值为 1/12，则
“量化”值为 4、12；全局等份值为 1/16，则“量化”值为 16、24；1/24 时则为 8、24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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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如果已在“插入默认”中设定特定的“量化”值，不管走带控制条中的等份值是
多少，此值都会分配给所有新片段。当然，您可以随时修改这些值。

为摇摆乐谱选取量化值
对于常规的摇摆乐谱，应该使用“8、12”作为“量化”参数。这样能够显示八分音符三
连音，并将一个节拍上两个不相等的音符（附点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显示为常
规八分音符。

对于包含十六分音符的双倍时间段落，您需要：

• 在编配区域剪切 MIDI 片段，并将较大的量化值分配给包含双倍时间数字的新 MIDI
片段。

• 给十六分音符使用隐藏的人工 N-连音。（请参阅在乐谱编辑器中创建和编辑 N-
连音。）

对于摇摆的十六分音符（随机播放的 funk、hip hop 等），用法相同。在这种情况
下，“量化”会设定为 16、24。

修正乐谱量化值
“功能”>“量化”>“修正显示的音符位置”和“修正显示的音符位置和持续时间”命令可以
用来修正项目中所有 MIDI 事件的显示量化。在将项目（包含显示量化设置）导出
到其他不包含显示量化的音符音色时，这些命令可能非常有用。

解释
如果启用解释，为了避免短的休止符，通常使用比实际长度长的长度值来显示音
符。例如，四四拍中正拍上的短音符会显示为四分音符。结果，乐谱的精确度变
小，但是更易于读取。

如果停用解释，显示的音符长度会尽可能接近其真实值，这由量化值确定。在以下
示例中，同一个 MIDI 片段显示两次，第一次时停用解释，第二次时启用解释：

“解释”功能旨在使实时录制乐谱的显示变得容易读取。通常，在使用步进或鼠标输
入时，您应该将该功能关闭。

817第 31 章 处理乐谱



您可以使用音符属性为每个单独的音符打开或关闭解释，覆盖“显示参数”框中的设
置。（请参阅使用音符属性修改单个音符。）

若要为选定的音符打开或关闭解释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属性”>“解释”，然后选取相应的设置。

µ 连按该音符，然后在“音符属性”窗口选取相应的设置。

µ 使用以下的一个键盘命令：

• “默认解释”

• “强制解释”

• “不解释”

切分音
如果启用“切分音”，则每个 (MIDI) 音符都用一个图形音符标示（而不显示为多个连
结音符），不管其位置如何（如果可能）。（这还取决于“最大附点数”设置，请参
阅最大附点数。）如果不可能，音符（在图形上）将分成可能的最小数量的音符，
用延音线连接。

该功能通常用于显示切分音符。在下面的例子中，相同的两个小节显示不同，第一
个停用“切分音”，然后启用“切分音”：

也可以给每个音符启用和停用“切分音”，不受“显示参数”框中设置的影响。这可以
通过音符属性来完成。（请参阅使用音符属性修改单个音符。）

如果“切分音”功能导致显示不想要的延音线和音符，您可以修改用延音线连接的音
符的图形显示。

• 在您想要“再次分割”延音线的小节位置插入部件箱中的用户休止符（最好是一个
短休止符，但长度不是很重要）。

休止符一旦插入就会消失，但是音符显示将改变。只能在“事件列表”中查看和编
辑插入的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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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适用于所有的音符，而不只是切分音符。（请参阅在乐谱编辑器中创建和编
辑连结音符。）在复音五线谱风格下，休止符的 MIDI 通道及其相应的音符必须相
同。

无重叠
打开“无重叠”时，不会重叠显示通过夸张连音播放的旋律中的音符。音符的显示长
度会被缩短到下一个音符的开头（除非使用复音五线谱风格。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处理五线谱风格。）同时开始的音符（即和弦）用和弦中最短音符的长度来显
示。

当设定为关时，乐谱显示的长度为音符实际的长度。然而，这样的音乐肯定会比较
难读取。

在下面的例子中你可以看到效果，同一个 MIDI 片段显示两次，第一次没有重叠校
正，第二次有：

只能在极少情况下取消激活“无重叠”。例如，如果一个钢琴演奏者演奏一个和弦，
并保留音符，在“无重叠”打开时，乐谱显示结果如下：

尽管您无法看到所有音符在此处持续发声，在取消激活“无重叠”时，结果会很像如
此：

解决办法通常是打开“无重叠”和使用延音踏板标记。如果音符是使用 MIDI 键盘和延
音踏板实时录制的，Logic Pro 将自动显示踏板标记。

最大附点数
该参数确定 Logic Pro 允许单个音符显示的符点的最大数量。可以通过插入用户休
止符（如果是音符，则保持不可见）来修改不想要的附点音符或休止符。有关改变
带延音线音符的显示方式的信息，请参阅在乐谱编辑器中创建和编辑连结音符）。

819第 31 章 处理乐谱



乐谱
可以通过检查器的“片段参数”框访问该参数。如果关闭此处的“乐谱”，则 MIDI 片段
根本不会显示在乐谱中。该参数主要用于阻止显示仅包含乐谱中不能显示的 MIDI
事件的片段的乐谱，例如控制器或 SysEx 数据。

隐藏的 MIDI 片段
在一些情况下，某些 MIDI 片段不会显示在乐谱编辑器中。

• 静音的 MIDI 片段，如果在“乐谱”项目设置的“全局”面板中选择“隐藏静音片段”。

• 静音轨道上的 MIDI 片段，如果在“乐谱”项目设置的“全局”面板中选择“隐藏静音轨
道”。

• MIDI 片段，已在检查器的“片段参数”框中关闭了其“乐谱”参数。

使用音符属性修改单个音符
不管其他窗口和框中的设置如何，您都可以使用音符属性来单独设定每个音符的显
示参数。

您可以设定以下音符属性：

• 音符头的形式，以及音符大小

• 水平位置

• 临时记号距离的改变

• 等音改变

• 解释和切分音的设置，不受“显示参数”框中设置的影响

• 符干方向、延音线方向、符杠，不受所使用五线谱风格中设置的影响。

• 显示为独立的音符，小节的整体节奏计算中不包括音符。

您可以在“音符属性”窗口，通过“属性”菜单，或使用各自的键盘命令来修改音符属
性。

备注： 请确保在 Logic Pro >“偏好设置”>“乐谱”窗口的“连按音符会打开”菜单中选取
了“音符属性”设置。它默认为“开”。

若要改变音符属性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连按一个音符头，以打开“音符属性”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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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符属性窗口中，每次只能修改一个音符。

µ 选择一个或多个音符，并从“属性”菜单中选取相应的命令。

“属性”菜单（及相应的键盘命令）允许将新属性分配给一组选定的音符。

您也可以通过部件箱和工具改变特定的音符属性。

改变音符头
音符头的默认设置是正常（圆形和黑色）。

若要改变音符头的属性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将音符头从部件箱拖到各个音符。

µ 在“音符属性”窗口的“音符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音符头。

改变音符大小
默认音符大小通过五线谱风格窗口的“大小”参数设定。

若要改变音符的大小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使用调整大小工具向上拖移（增大）或向下拖移（减小）音符。

µ 在“音符属性”窗口的“大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大小。

改变音符的水平位置
您可以单个设定每个音符的水平位置。

若要改变音符的水平位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使用布局工具水平拖移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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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在“音符属性”窗口的“水平位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值。

改变临时记号的位置
该音符属性定义与“乐谱”项目设置“布局”面板中选取的“临时记号/音符距离”的偏移
值。

若要改变临时记号与音符的距离
µ 在“音符属性”窗口的“临时记号位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值。

改变临时记号的显示
默认情况下，临时记号的显示取决于选取的调号。

若要改变临时记号的显示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音符属性”窗口的“等音移动”或“临时记号类型”弹出式菜单（参阅下文中的设置列
表）中选取一个值。

µ 从“属性”>“临时记号”菜单中选取一个值。

您可以从以下显示选项中进行选取：

• 默认临时记号： 临时记号的显示取决于选取的调号。

• 等音移动#： 例如，将 G 降号转换为 F 升号，或将 F 转换为 E 升号。

• 等音移动b： 例如，将 D 升号转换为 E 降号，或将 B 转换为 C 降号。

• “降号转成升号”： 与“等音移动 #”类似，但是不改变没有降号的音符（对多重选
择有用）。

• “升号转成降号”： 与“等音移动 b”类似，但是不改变没有升号的音符（对多重选
择有用）。

• “强制临时记号”： 强制显示临时记号（和本位音）。

• “隐藏临时记号”： 显示音符（不带临时记号）。（不影响 MIDI 回放。）

• “预备临时记号”： 强制在圆括号中显示临时记号（和本位音）。

µ 使用以下的一个键盘命令：

• “默认临时记号”

• 等音移动：  #”

• 等音移动：  b”

• “降号转成升号”

• “升号转成降号”

• “强制临时记号”

• “隐藏临时记号”

• “预备临时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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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符干方向和长度
默认情况下，音符的符干方向和长度取决于五线谱风格窗口中的各自设置。

若要改变音符的符干方向和长度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音符属性”窗口的“符干方向”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值。

备注： 不能在“音符属性”窗口中改变符干长度。

µ 从“属性”>“符干”菜单中选取各自项。

• 默认： 根据默认（五线谱风格）设置设定符干方向。

• 向上： 音符符干强制向上。

• 向下： 音符符干强制向下。

• 隐藏： 隐藏音符符干及相应的符杠或旗标。

• 符干位置：  默认： 默认设置。

• 符干位置：  中： 将符干移到中间。

• 符干位置：  两侧： 将符干移到两侧。

• 符干位置：  自动： 将符干移到两侧。

• 符干末尾：  默认长度”： 默认设置。

• 符干末尾：  上移”： 向上移动符干末尾。根据移动的方向，这会缩短或延长符
干。

• 符干末尾：  下移”： 如上所述，只不过是向下移动符干末尾。

µ 使用以下的一个键盘命令：

• “符干：  默认

• “符干：  上”

• “符干：  下”

• “符干：  隐藏”

• 符干末尾：  默认长度”

• 符干末尾：  上移”

• 符干末尾：  下移”

改变给音符加的符杠
默认情况下，给音符加符杠取决于选取的拍号、“拍号”对话框中的“节拍编组”设置，
以及五线谱风格的“符杠”参数。

823第 31 章 处理乐谱



若要改变给音符加的符杠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属性”>“加符杠”菜单中，选取以下一项：

• “给所选音符加符杠”： 强制给以下音符加符杠。

• “去掉所选音符的符杠”： 切掉以下音符的符杠。

• “默认符杠”： 使用默认设置。

µ 使用以下的一个键盘命令：

• “给所选音符加符杠”

• “去掉所选音符的符杠”

• “默认符杠”

改变声部或五线谱分配
您可以在“属性”>“延音线”菜单中改变跨五线谱加符杠的声部或五线谱分配。（请参
阅跨五线谱加符杠。）

您可以选取以下选项（要求复音多五线谱风格）：

• 默认五线谱： 根据声部分配。

• 声部上方乐谱： 将所选音符移到分配的声部上方的乐谱。

• 声部下方乐谱： 将所选音符移到分配的声部下方的乐谱。

改变延音线方向
默认情况下，根据五线谱风格窗口的设置设定延音线方向。

若要改变音符的延音线方向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从“属性”>“延音线”菜单中选取设置。

µ 在“音符属性”窗口的“延音线方向”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延音线方向。

µ 使用以下的一个键盘命令：

• “延音线：  默认

• “延音线：  上”

• “延音线：  下”

改变音符的切分音
默认情况下，根据“显示参数”框中的设置设定音符切分音。

若要改变音符的切分音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从“属性”>“切分音”菜单中选取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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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在“音符属性”窗口的“切分音”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设置。

µ 使用以下的一个键盘命令：

• “默认切分显示”

• “强制切分显示”

• “不切分显示”

改变音符的解释
默认情况下，音符解释与“显示参数”框中选取的设置相符。

若要改变音符的解释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从“属性”>“解释”菜单中选取设置。

µ 在“音符属性”窗口的“解释”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设置。

µ 使用以下的一个键盘命令：

• “默认解释”

• “强制解释”

• “不解释”

改变音符的独立状态
默认情况下，音符不显示为独立音符。

若要改变音符的独立状态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从“属性”>“独立”菜单中选取设置：

• “独立装饰音”： 音符显示为单独的（独立的）装饰音符。

• “独立”： 音符显示不受节奏内容影响。

• “非独立”： 音符显示在常规节奏内容中。

µ 使用以下的一个键盘命令：

• “非独立”

• “独立”

• “独立装饰音”

改变音符的颜色
您可以根据三个颜色调板给各个音符分配不同颜色。

若要将一种颜色分配给音符
1 选定该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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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属性”>“颜色”菜单中选取 16 种颜色中的一种。

您也可以启用该菜单中的“力度”或“音高颜色”模式。音高颜色可以全音阶或半音阶
对应。音符力度颜色与特定 MIDI 力度范围相符。

您可以编辑“属性”菜单以及“乐谱”项目设置中“颜色”面板上的“力度颜色”和“音高颜
色”的 16 种颜色选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颜色设置。

备注： 作为音符属性，这些设置优先于五线谱风格设置，但是只有当颜色模式在
乐谱编辑器的“视图”>“颜色”菜单中设定为“正常”时，才适用。

还原音符属性
您可以通过选取“属性”>“还原所有属性”（或使用“还原音符属性”键盘命令）将所有
音符属性还原到它们的默认设置。

警告： 执行此操作时，请当心：  当您还原音符属性时，直接附带在音符上的所
有符号（重音、延长记号、爵士乐符号等）都会被删除。

处理五线谱风格
五线谱风格储存多个属性，比如谱号、五线谱大小、五线谱之间的垂直距离、乐器
移调等。只需选取一个新五线谱风格，以修改任何现有或新创建的 MIDI 片段的乐
谱布局。选取的五线谱风格对 MIDI 回放没有影响。它只影响 Logic Pro 显示乐谱的
方式。

有时，预定义的五线谱风格所包含设置可能无法满足您的需要，那么您需要创建您
自己的五线谱风格。您可以在五线谱风格窗口中完成此操作。（请参阅创建五线谱
风格。）

五线谱风格与项目文件存储在一起，不同的项目中五线谱风格可以不同。

提示： 创建一些（其他内容中）带有五线谱风格的空模板项目，以及您正常用作
工作基础的其他乐谱设置。

将五线谱风格分配给 MIDI 片段
您可以给每个单个 MIDI 片段分配一种不同的五线谱风格。多数情况下，预定义的
五线谱风格可满足您的需要（请参阅了解预定义五线谱风格）。改变五线谱风格使
您能够快速：

• 给移调乐器创建声部。

• 以不同的大小显示同一个 MIDI 片段，例如，打印完整乐谱和不同乐器的单个声
部。

• 在五线谱不同的显示形式之间变换。您可以通过剪切一个 MIDI 片段，并将不同
的五线谱风格分配给产生的较短片段来完成此操作。例如，这可能用来在完全转
录的段落和仅使用节拍斜杠与和弦符号的即兴段落之间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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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将（预定义的或用户创建的）五线谱风格分配给 MIDI 片段
1 选定该 MIDI 片段。

2 从“显示参数”框中的“风格”参数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五线谱风格。

您也可以将一个五线谱风格同时分配给多个选定的片段。

自动分配五线谱风格
当您通过实时录制，或使用编配区域的铅笔工具创建新的 MIDI 片段时，系统会将
在“轨道参数”框的底行上选定的五线谱风格分配给 MIDI 片段。

您创建模板项目，或开始在一个新项目上工作时，不妨改变可能使用特定五线谱风
格的轨道设置。这会确保系统立即用正确的五线谱风格显示这些轨道上录制的片
段。

如果在“轨道参数”框的底行上选取“自动风格”，则每个新 MIDI 片段都会自动分配到
符合已录制音符声域的五线谱风格。换句话说，如果您的片段包含低八度音程上播
放的音符，则系统会自动选择一个“低音”五线谱风格。与之相似，双手声部被分配
“钢琴”五线谱风格。

备注： “自动风格”只能在“轨道参数”框的编配区域选取，不会出现在乐谱编辑器“显
示参数”框中的五线谱风格列表中。

了解预定义五线谱风格
Logic Pro 包含许多预定义五线谱风格。该表列出所有预定义五线谱风格及其参数：

变调谱号类型五线谱风格

-低音谱号低音

-高音谱号前置表

-高音/低音谱号钢琴（两个五线谱）

-高音谱号高音

+1 个八度音程高音 (-8) 谱号高音-8

–-1 个八度音程高音 (+8) 谱号高音 +8

Eb (+9)高音谱号中音萨克斯

Eb (+21)低音谱号上低音萨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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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调谱号类型五线谱风格

+1 个八度音程低音 (–-8) 谱号低音提琴

-奏法记谱法显示吉他

-奏法记谱法显示/高音 (-8) 谱号吉他混音（奏法记谱法显示和
一个五线谱）

-高音 (-8) 谱号/奏法记谱法显示吉他混音 2

Eb (–-3)高音谱号Eb 调圆号

F (+7)高音谱号F 调圆号

-高音/低音/低音谱号风琴 1/1/5（三个五线谱）

-高音/低音/低音谱号风琴 1/3/5（三个五线谱）

-高音/低音/低音谱号风琴 1/3+4/5（三个五线谱）

-高音/低音/低音谱号风琴 1+2/3/5（三个五线谱）

-高音/低音/低音谱号风琴 1+2/3+4/5（三个五线
谱）

-高音/低音谱号钢琴 1/3（两个五线谱）

-高音/低音谱号钢琴 1/3+4（两个五线谱）

-高音/低音谱号钢琴 1+2/3（两个五线谱）

-高音/低音谱号钢琴 1+2/3 +4（两个五线谱）

–-1 个八度音程高音谱号短笛

Bb (+2)高音谱号高音萨克斯

Bb (+14)高音谱号次中音萨克斯

A (+3)高音谱号A 调小号

Bb (+2)高音谱号Bb 调小号

-中音谱号中提琴

-低音谱号大提琴

对应的打击乐谱号# 鼓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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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五线谱风格窗口
“五线谱风格”窗口的主要元素如下所示：

• “链接”按钮： 如果在打开“五线谱风格”窗口时，激活链接按钮，您总会看到当前
选定的 MIDI 片段五线谱风格的参数。如果您切换到不同的 MIDI 片段，“五线谱风
格”窗口将反映新的选择。

• 层次按钮： 点按以在单五线谱风格视图和列表视图之间切换“五线谱风格”窗口。
（后者显示所有可用五线谱风格的列表。）

• 工具： 包含指针工具、铅笔工具（用于创建新五线谱和声部）以及橡皮工具（用
于删除五线谱风格、五线谱或声部）。

• 名称框： 该栏显示所选五线谱风格的名称。点按它旁边的箭头按钮，以打开列
有当前项目中所有可用风格的弹出式菜单。可以通过选取不同条目来切换到另一
个五线谱风格。

• 五线谱参数： 五线谱的参数。五线谱这个词下面的每行代表乐谱显示中的一个
五线谱。

• 声部参数： 独立声部的参数。声部这个词下面的每行代表一个独立的声部。声
部这个术语仅与同时显示音乐中节奏独立的复音段落有关，与可以同时显示的音
符数量无关。一个声部可以包含任意数量的同步音符（和弦）。在同一个五线谱
中，只有显示为节奏上独立于其他音符的音符需要被分配到单独的声部。

• 分配参数： 用于将音符分配到不同声部的参数。每个五线谱可以包含多个独立
的声部（最多 16 个），但是一个声部不能跨越不同五线谱显示。因此，五线谱
风格包含的声部数量必须至少与五线谱数量相同。

若要打开“五线谱风格”窗口
µ 选取“布局”>“五线谱风格”（或使用“打开五线谱风格窗口”键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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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线谱风格”窗口包含上面所示的“单”五线谱风格视图和“列表”视图。“列表”视图主
要用于在项目之间拷贝五线谱风格或删除风格。

若要将“五线谱风格”窗口切换到列表视图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连按参数下方的空白区域，以切换到“列表”视图。

再次连按一个列出的五线谱风格，会切换到该特定风格的“单”视图。

µ 连按菜单行左侧的“层次”按钮。

创建五线谱风格
您可以在五线谱风格窗口中创建新的五线谱风格以及编辑、删除和复制现有五线谱
风格。

五线谱风格包括以下可编辑参数：

• 五线谱的数量（对一个 MIDI 片段的显示而言）

• 对于复音、多五线谱风格：  连接五线谱的连音线和小节线的配置。

• 对于每个五线谱：  五线谱大小、与下一个（较高或较低）五线谱的距离、五线
谱中独立（复音）声部的数量、谱号、显示移调，以及调号开/关

• 对于每个独立（复音）声部：  自动休止符显示开/关、音符的符干方向、延音线
方向、N-连音线的方向和数量、加符杠

• 声部的 MIDI 通道分配，或分离点音高定义，用于不同声部分离，音符颜色，用
于显示 MIDI 片段的五线谱数量（通常是一个，但使用“钢琴”风格时是两个，使用
“风琴”风格时是三个）、谱号和显示移调

在“单”视图中，您可以通过选取“新建”>“单五线谱风格”或“新建”>“双五线谱风格”来
创建新五线谱风格。用这种方法创建的五线谱风格参数是基本参数，多数情况下，
需要进行编辑才能满足您的需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修改五线谱风格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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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种方法创建的五线谱风格的默认名称是“*新风格”。连按名称框以打开一个文本
输入栏，您可以在其中输入新名称。

基于现有五线谱风格创建新五线谱风格
您会经常需要一个与现有的五线谱风格大致相同的新五线谱风格。在此情况下，只
需拷贝现有风格，然后编辑拷贝。

若要拷贝五线谱风格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五线谱风格”窗口的“单”视图下，选取“新建”>“复制风格”。

µ 点按五线谱风格窗口“名称”框旁边的箭头按钮，然后在弹出式菜单中 选取“****复
制！****”。

您也可以拷贝当前五线谱风格，同时将其分配给选定的 MIDI 片段。

若要拷贝五线谱风格并将其分配给选定的 MIDI 片段
1 在乐谱编辑器中选择 MIDI 片段。

2 在“显示参数”框中点按“风格”参数，并从弹出式菜单中 选取“****复制！****”。

使用上述任何一种方法，都会根据来源五线谱风格产生一个新的风格名称，后面附
带“*已拷贝”。可以在五线谱风格窗口的名称框中编辑此文本。

将五线谱添加到五线谱风格
您可以添加五线谱到您的五线谱风格。例如，这允许您从单一五线谱风格创建包含
一个双五线谱钢琴系统。

每个五线谱由第一个栏中的编号代表。这些编号由系统自动分配，不能更改。

若要将一个五线谱添加到五线谱风格
µ 通过在五线谱风格窗口中点按五线谱编号左侧的窄栏，确定五线谱插入位置，然后

选取“新建”>“插入五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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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行插入到插入标记 (>) 的位置上。

将声部添加到五线谱风格
您需要复音五线谱风格（带有独立声部的五线谱风格），以在同一个五线谱上（通
常用于合唱）显示节奏不同的旋律行。理论上来说，您可以在一种五线谱风格中最
多创建 16 个独立的声部。

若要将一个声部添加到五线谱风格
µ 选取“新建”>“插入声部”。

新插入的声部与其上方的声部有相同的参数。可以自由编辑。第一栏中的五线谱栏
位保持为空。

将在插入记号 (>) 位置处插入新声部，点按五线谱编号左侧的窄栏会进行设定。
（如果您想要在现有声部之间插入一个新声部，这一点很重要）。

默认项目包含很多复音五线谱风格，用于钢琴（例如“钢琴 1+2/3+4”）和教堂风琴
（例如“风琴 1+2/3+4/5”有三个五线谱）。

将声部或五线谱拷贝到其他五线谱风格中
您可以将一个（或多个）声部和五线谱，包括它们的参数，拷贝到其他五线谱风格
中。

若要将一个声部或五线谱拷贝到另一个五线谱风格中
1 通过在五线谱编号左侧的页边栏中垂直拖移，选择您想要拷贝的声部或五线谱。

选择结果会用一个暗灰色垂直符杠表示出来。

2 选取“编辑”>“拷贝”（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C）。

3 切换到您想要在其中粘贴这些声部的目标五线谱风格。（也可以在不同项目之间操
作。）

4 设定插入标记，然后选取“编辑”>“粘贴”（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mmand-V）。

备注： 如果在目的五线谱风格中选择一个声部（在左侧栏中用黑色符杠表示），
它会被粘贴的声部替换。

在项目之间拷贝五线谱风格
有时，您可能想要使用其他项目中已存在的五线谱风格。

832 第 31 章 处理乐谱



若要从另一个项目导入所有五线谱风格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导入项目设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 点按“编配”工具栏中的“设置”按钮，然后选取“导入设置”。

• 在媒体区域点按“浏览器”标签。

2 浏览并选择相应的项目文件。

3 点按“导入”按钮。

备注： 如果从“浏览器”标签中访问设置，您还需要点按“导入设置”按钮（出现在点
按“导入”按钮之后）。

4 在“导入设置”窗口中，选择“五线谱风格”注记格（并取消选择您不想导入的所有其
他设置）。

5 点按“导入”按钮。

其他项目中的所有五线谱风格导入了当前项目。

若要从其他项目中拷贝特定的五线谱风格
1 在包含您想要拷贝的五线谱风格的项目中，打开“五线谱风格”窗口。（显示“单”视

图。）

2 连按五线谱风格参数下方的空间，以显示所有五线谱风格的列表。

3 选择您想要拷贝的五线谱风格。

4 选取“编辑”>“拷贝”（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C）。

5 在目标项目中打开五线谱风格窗口。

6 选取“编辑”>“粘贴”（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V）。

备注： 如果您将一个 MIDI 片段从一个项目拷贝到另一个项目，并且原来 MIDI 片
段使用的五线谱风格在目标项目文件中不存在，则系统会自动同时拷贝 MIDI 片段
与其五线谱风格。

从五线谱风格中删除声部或五线谱
若要从五线谱风格中删除声部或五线谱，选择它们并按下 Delete 键，或选取“编
辑”>“删除”。

删除五线谱风格
您可以在“单”视图和列表视图中删除五线谱风格。列表视图允许您同时选择和删除
几个五线谱风格。

若要在“单”视图中删除五线谱风格
µ 选取“新建”>“删除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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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列表”视图中删除多个五线谱风格
µ 按住 Shift 键并点按想要删除的五线谱风格，然后选取“编辑”>“删除”（或按下 Delete

键）。

提示： 在列表视图中，您可以使用“编辑”>“选定未使用的”命令，以选择项目中所
有当前未分配给任何片段或轨道乐器的五线谱风格。

修改五线谱风格参数
一旦您创建或导入了一个五线谱风格，且设定了声部和五线谱的数量，您就可以在
“五线谱风格”窗口中编辑以下参数。

名称
连按五线谱和声部栏左侧的名称框，可以让您输入新五线谱风格名称。

关于调范围
落于调范围之外的音符（在五线谱风格窗口左侧定义）不显示在乐谱编辑器中。这
允许您隐藏用于调切换任务的音符（例如，载入 EXS24 mkll 的 VSL 样本库）。

连音线和小节线连接
您只能在多五线谱的风格中编辑此参数：  它确定用连音线（有两种可用的连音线
类型）或小节线连接哪些五线谱（仅在每个五线谱线的开头或在每个小节线处）。
在相应的栏中拖移，直到看到这些连接中任何一个连接相应的显示。

如果一种五线谱风格包含多个五线谱，则您可以将连音线和小节线设定为仅连接整
个五线谱风格的某些部分，它们可以在五线谱中/之间断开。如果您想删除任何连
接，请抓取符号的结尾（底部），将其向上拖移，直到它消失。

间距
这些值确定完整乐谱中顶部和底部五线谱到下一个（较高或较低）五线谱的距离，
或页边距。

第一个值增加或减少五线谱上方的间距，第二个值增加或减少五线谱下方的间距。

当您需要在五线谱上方或下方创建附加的间距时，该参数会很有用，允许在五线谱
之间插入符号。

您也可以通过向上或向下拖移（谱号上的）五线谱，直接在乐谱中改变五线谱上方
的垂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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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在乐谱中编辑五线谱下方的距离，但是只针对乐谱显示中的底部五线谱，或
者在显示一个乐谱的情况下。您可以使用鼠标拖移乐谱显示的底行。

这些编辑步骤会改变相应五线谱风格的设置。使用同一种五线谱风格的所有片段都
将受影响。

大小
使用该参数以确定五线谱及其包含的音符和符号（包括圆滑线和延音线）的大小。

有 16 种大小可用 (0–15)。这里有些关于五线谱大小的建议：

• 对于常规的乐器声部和前置表，使用大小 7 或 8。

• 您应该在完整乐谱中使用的五线谱大小取决于乐谱中五线谱的数量，以及使用的
纸张大小和格式。在使用 A4 或美国信纸时：  完整管弦乐队：  2、大乐队：  3、
管乐器五重奏：  4。

备注： 乐谱设置中所有五线谱的大小也受“乐谱设置”窗口中“音阶”参数的影响。
（请参阅使用乐谱设置创建乐谱和声部。）这样，您就可以使整个乐谱的大小与一
个五线谱声部大小相同。

谱号
您可以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要用于五线谱风格的谱号。除了常用的谱号外，此弹出
式菜单还提供一些特殊的选项：

• 鼓 0 到鼓 8： 具有 0 到 8 行和一个中性打击乐谱号的五线谱。MIDI 音符音高与所
有五线谱顶行的关系与常规低音谱号 (A2) 的顶行相对应。这些鼓类五线谱不显示
临时记号。鼓 0 还会省略任一加线。这些谱号通常用在对应的鼓风格中，其中乐
谱上音符的垂直位置与音高不对应，但由不同的鼓对应参数所确定。有关对应的
鼓风格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带对应五线谱风格的鼓乐谱。

• 无谱号 0 到无谱号 8： 类似鼓 0 到鼓 8 五线谱，只是没有谱号。

• “TAB 吉他”和“TAB 贝司”： 用来将音符显示为吉他或贝司奏法记谱法的十二种不同
选项。在奏法记谱法窗口（“布局”>“吉他奏法记谱法”）定义和编辑奏法记谱法调
音设置。

移调
显示移调，以半个步长上下移调。该参数不影响 MIDI 回放。如果一个五线谱包含
和弦符号，它们也会被相应地移调。如果激活“谱号与拍号”面板中的“自动调号变
调”项目设置（默认），调号也会被移调（有一个例外，请参阅下面的“调”）。

调
如果将该参数设定为“隐藏”，则相应的五线谱不显示调号。所有的升号和降号都直
接在音符旁边列出。通常会设定此参数来显示调号。“隐藏”选项主要用于移调的法
国号声部，这种声部有时不写调号。

备注： “自动调号变调”项目设置影响整个项目，但是仍表示未移调的基本调号。
“隐藏调号”不显示任何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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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止符
可以关闭（隐藏）自动休止符显示，或将其设定为显示节拍斜杠（斜杠），而不显
示休止符。这对于节奏部分声部以及即兴独奏很有用。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小节斜
杠的数量由拍号中的分母确定（四四拍中 4 个斜杠，六八拍中 6 个斜杠，等等）。
插入的音符和符号仍然显示，但是自动休止符只有在短于一个节拍时才会显示。需
要时，您可以手动插入用户休止符，以替换单个节拍斜杠。

符干
该参数控制符干的方向。默认设置为“自动”。“向上”或“向下”不管音高如何，强制所
有符干采用相应的方向。“隐藏”使所有符干（与符杠和旗标）不可见。

延音线
确定自动显示的延音线的垂直方向。默认设置为“自动”。“向上”或“向下”强制所有延
音线采用相应的方向。

连音
控制 N-连音线和编号的方向。默认设置为“自动”。“向上”或“向下”强制所有 N-连音
线和编号采用相应的方向。“隐藏”使三连音线和编号不能自动显示。在这种情况
下，编号仍显示在屏幕上的括号中，允许您编辑这些三连音。然而，这些括号中的
编号在打印输出时不会显示。

如果您将该参数设定为“隐藏”，您仍可以使特定的三连音可见：  连按括号中的编号
(3) 以打开一个连音对话框。如果您点按“好”关闭此对话框，自动显示的三连音会转
换为一个“强制”三连音，它会根据对话框中设定的参数设置显示。

符杠
控制符杠的外观。默认的“倾斜”设置允许倾斜的符杠。“水平”设置仅允许水平符杠。
“声乐”使符杠不能显示，这在“古典”声乐声部中很典型，其中，音符只用旗标显示。

颜色
设定声部音符的颜色。颜色选项有“黑色”(“---”)、“音高”、“力度”以及用户调板的 16
种颜色。（请参阅颜色设置。）

只有选取乐谱编辑器中的“视图”>“颜色”>“正常”项时（默认设置），这些设置才会
影响片段。

符头
控制音符头的外观。您可以选取以将音符头显示为正常，显示音符名称或手指名
称，或完全隐藏音符头。

分配参数
“五线谱风格”窗口的“通道”和“分离”参数在将音符分配给声部和五线谱中详细介绍。

将音符分配给声部和五线谱
您可以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将音符分配给声部和五线谱：  定义固定的分离点或将
MIDI 通道用于五线谱的每个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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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分离点
您可以使用固定的分离点将音符分配给声部。这是定义的音高，它确定两个声部之
间绝对边界。位于其上方或相同音高的音符会分配给上面声部。位于其下方的音符
会分配给下面声部。实际上，通常声部之间的边界需要很灵活。钢琴五线谱右手声
部可能低于中音 C（定义的分离点），或者左手声部会高于中音 C。您不可能用固
定的分离点作出很准确的标记，但是您可以使用此功能创建大致准确的版本。

若要通过分离点分离声部
µ 在“五线谱风格”窗口的“分离”栏中，选取音符音高。

使用 MIDI 通道
您可以使用 MIDI 通道（“通道”）将音符分配给声部。每个音符属于拥有其 MIDI 通
道的声部。不同的 MIDI 通道对 MIDI 回放没有影响，因为回放通道由（“编配”窗口
中）“轨道参数”框设置确定。由于使用了 MIDI 通道分配声部，未分配到通道的音符
根本不会显示。然而，这种方法有一个优点，即它允许您从显示中排除某些音符
（即兴声部、颤音音符，等等）。

若要通过 MIDI 通道分离声部
µ 在“五线谱风格”窗口的“通道”栏中，将 MIDI 通道分配给每个声部。

当使用 MIDI 通道将音符分配给五线谱或声部时：

• 您可以使用编辑所有其他事件的相同方法来编辑 MIDI 通道：  通过在“事件参数”
框或“事件列表”中选定事件，并更改 MIDI 通道。

• 您可以用“事件通道 +1”和“事件通道 -1”（事件通道 -1）键盘命令快速更改所选音
符事件的 MIDI 通道。结合使用“选择下一个片段/事件，或者将选取框末端设定到
下一个瞬变”和“选择上一个片段/事件，或者将选取框末端设定到上一个瞬变”键
盘命令时，该方法会很有用，允许您将所选部分从一个音符移到另一个音符。

另外，为了将音符分配给特定声部，您还可以使用乐谱编辑器功能，此功能用于加
快更改音符 MIDI 通道设置的进程。这包括“自动分离”偏好设置和“声部分离”工具。

自动分离 MIDI 通道
如果您将复音声部实时录制为单独的票券，您可以将键盘或 MIDI 控制器设定到适
合各个声部的 MIDI 通道。这样省得您事后编辑通道。同样适用于逐个输入。

此外，您可以使用“乐谱”偏好设置“在多个五线谱和弦风格中自动分离音符”自动分
离 MIDI 音符。

如果打开此偏好设置，并且所选“轨道参数”框中的默认五线谱风格是复音风格，那
么系统会自动给播放的所有音符分配与五线谱风格的声部分配相符的 MIDI 通道。
分离点处和上方的音符会分配第一个声部的通道。分离点下方的音符会分配第二个
声部的通道。（该功能每次只对两个声部起作用。）这会创建一个大致但可用的声
部分配，以后您可以对它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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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分离已经录制的片段
1 选定片段。

2 选取“功能”>“音符事件”>“基于乐谱分离来分配通道”（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根据“乐谱”偏好设置中的“自动分离”音高将片段的音符分配给五线谱风格中的声部。

使用声部分离工具
声部分离工具允许您在五线谱音符之间划一条分离线，从而将它们分配给声部的
MIDI 通道。您必须给要分离的每个声部预定义 MIDI 通道。这是因为 Logic Pro 需要
知道给每个音符分配哪些 MIDI 通道。

若要使用声部分离工具来改变音符的 MIDI 通道
1 选定声部分离工具。

2 在您想要分离声部的地方划一条线（音符之间）。

这条线下方的音符会移到当前分配下方的 MIDI 通道。

3 如果您做错了，只需将鼠标稍微向左移回一些。

这会擦掉工具右侧的分离线，允许您再试一次。

五线谱风格示例
以下部分将讲述如何使用五线谱风格功能来满足特定的乐谱需要。

给两个独立的声部创建五线谱风格
如果整个乐谱有两个独立的声部，可以如下设定参数：  顶部声部的符干、延音线
以及 N-连音方向设定为“向上”，而底部声部的设定为“向下”。请注意，即使有这些
通用参数，您也可以改变各个音符的音符属性。（请参阅使用音符属性修改单个音
符。）两个声部显示时都有自动显示的休止符（“休止符”参数：  “显示”）。

838 第 31 章 处理乐谱



使用可选的复音创建单五线谱风格
有时，为了正确标记一个节奏独立的短段落，您需要给通常只需要一个声部的五线
谱添加另一个声部。这对于管弦乐乐谱并不常见，其中一组乐器的同音声部会暂时
与其他声部分离。

解决办法是使用带有一个主声部和一个次声部”的五线谱风格。主声部的参数应该
设定为非复音风格。次声部设定为通道 16，并不显示自动休止符：

• 主声部的符干、延音线以及连音方向设定为“自动”，这对于正确标记同音声部很
有必要。由于没有给主声部定义 MIDI 通道，因此所有使用 16 以外通道的音符都
会被分配到主声部。只要不使用 MIDI 通道 16 的音符或休止符，乐谱显示看起来
就与使用简单非复音五线谱风格的乐谱一样。

• 对于次声部，符干、延音线以及连音线方向参数设定为“向下”，并关闭自动休止
符显示（“隐藏”）。只有 MIDI 通道 16 音符事件被分配到此声部。

为了改进乐谱的外观，下面附加步骤很有必要：

• 您需要在次声部中的必要地方手动插入休止符。所插入休止符的 MIDI 通道必须
与次声部的通道相符（在本例中为 通道 16）。您可以在“事件列表”中进行编辑。

• 复音段落中，您需要通过选择相应的音符并改变各个符干参数，以强制主声部的
符干向上。请参阅使用音符属性修改单个音符。

这种方法的一个优点就是，在录制或输入过程中您不需要担心 MIDI 通道，并且音
符不会无故消失。然而，它也有一个缺点，即声部分离工具不能用来给声部分配音
符。

这种方法的其他应用包括：显示加符杠的装饰音符、吉他声部中的临时复音，或者
标记节奏部分声部的节拍斜杠上下的节奏重音。

不要忘记了，您可以继续向五线谱中添加声部，以显示更复杂的声部（最多 16
个）。

在复音五线谱风格中使用鼠标输入
打开“视图”>“显示复音”（也可以使用键盘命令）后，鼠标输入到复音五线谱风格会
很容易。这会强制所有声部显示在各自的五线谱上，而不管五线谱风格设置如何。
（其他声部参数仍然有效。）

如果您为了分离声部，将一个音符插入到使用 MIDI 通道的五线谱风格中，系统会
自动给该音符分配它所添加到的五线谱上相应的 MIDI 通道。输入后，关闭“显示复
音”设置。根据五线谱风格设置，在一个五线谱上正确显示所有声部。

当然，您也可以在不打开“显示复音”设置的情况下，将音符直接插入到复音五线谱
中。这种情况下，会给插入的音符分配“事件参数”框的“插入默认”中设定的 MIDI 通
道（只有当该特定通道被五线谱中的一个声部使用时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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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符号的五线谱分配
“事件参数”框中有一个“五线谱”参数，可用于大多数插入到多五线谱风格的符号。
该参数确定符号属于哪个五线谱。

跨五线谱加符杠
键盘乐器或竖琴（用两个五线谱标记）音乐有时包含这样的段落，其中上下两个五
线谱中的音符（分别用左右手弹奏）通过符杠连接，以加重持续的乐句。

在乐谱编辑器中，只有音符属于同一个声部，才可以用符杠进行连接。然而，属于
同一个声部的音符会显示在同一个五线谱中。您需要使用乐谱编辑器的“五线谱分
配”命令在不同的五线谱中显示同一个声部的音符。

例如，以下屏幕截图描述一个钢琴段落，它显示为“钢琴”五线谱风格。上方五线谱
中的音符属于声部 1，使用 MIDI 通道 1。下方五线谱中的音符属于声部 2，使用
MIDI 通道 2。假设您想要用符杠连接第一小节中的八个音符，以加重持续的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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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给不属于同一个五线谱的音符加符杠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在下方五线谱上）改变要用符杠连接的音符的声部分配：

• 用声部分离工具在这些音符下面划一条线。

• 选择所有音符，并（在“事件参数”框中）改变它们的 MIDI 通道，以与上方声部的
MIDI 通道相符。

所有音符都显示在上方五线谱中，可能还有大量的加线。

2 选择您想要给它定义符杠连接的音符，然后选取“属性”>“加符杠”>“给所选加符杠”
（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3 选择您想要在底部五线谱中显示的音符，然后选取“属性”>“声部/五线谱分配”>“声
部下方乐谱”（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这会将所有选定的音符下移到下方五线谱上，虽然它们仍保留部分上方声部。

您也可以使用相反的方法：首先将所有音符分配给下方声部，然后使用“属性”>“声
部/五线谱分配”>“声部上方乐谱”将一些音符移到上方五线谱。

若要在原来的五线谱中显示所有选定音符，使用“属性”>“声部/五线谱分配”>“默认
五线谱”。

备注： 休止符会根据五线谱风格中的“休止符”设置，始终自动显示在 Logic Pro 中。
然而，由于上述跨五线谱加符杠情况，大多数（或所有）属于顶部五线谱和下面五
线谱声部的音符将包含休止符（有些甚至在音符所占的位置上）。若要避免这种潜
在的问题，请使用一种已取消激活底部五线谱声部的自动休止符显示的五线谱风
格。在需要休止符显示的位置，使用鼠标将它或它们从部件箱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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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带对应五线谱风格的鼓乐谱
在分配到鼓乐器的 MIDI 片段中，每个 MIDI 音符通常触发一个不同的声音。如果这
样的 MIDI 片段显示为常规的五线谱风格，则您所看到的音符与其表示的声音没有
明显的关系。

如果您想将这些音乐上没有意义的音高标记为可读的鼓声部（使用专用打击乐音符
头），您应该使用对应的乐器和对应的五线谱风格。

对应的五线谱风格可让您将单个声部分配给鼓组。鼓组使用专用的鼓乐谱头形状来
显示音符事件。您可以在“对应的乐器”窗口中定义各自的鼓音符头形状。

给现有的 MIDI 片段创建鼓乐谱的最好方式就是，打开乐谱编辑器（以显示 MIDI 片
段）、“对应的乐器”窗口和“五线谱风格”窗口。使用这种方式，您可以直接看到参
数更改是如何影响乐谱显示的。

在定义对应五线谱风格的详细信息之前，您应该在“对应的乐器”窗口中设置所有的
鼓组、音符头形状和相对音符位置参数。

若要给鼓乐谱创建对应的五线谱风格
1 在“环境”中创建对应的乐器，然后连按其图标。有关创建对应的乐器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对应的乐器”对象。

“对应的乐器”窗口会打开。它的默认设置对应通用 MIDI 鼓音符分配，但可以被编
辑。

在远端右侧的栏中，有三个与乐谱相关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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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符头”菜单中，给此特定音高触发的音符选取音符头形状。

音符必须分配给显示为对应五线谱风格的鼓组。如果不是的话，它将不可见。

3 在“组别”菜单中选取鼓组。

系统给最常用的鼓声（“脚鼓”、“小军鼓”、“踩镲”、“嗵嗵鼓”、“铙钹”等等）预定义
了多个组别。

备注： 如果您想要给另一个乐器声音（如手鼓）定义新的鼓组，从弹出式菜单中
选取“新组”，然后连按该条目以给新鼓组命名。

4 根据需要设定“相对 位置”（相对位置）参数。

“相对 位置”参数将音符分配给五线谱中的一行。音符位置与五线谱的顶行有关。整
数值使音符处于行上，分数值会使音符处于两行之间的位置上。

备注： 也可以在五线谱风格窗口中影响位置，但这会影响特定鼓组中的所有音符。

这些选项可让您在乐谱中用相同方式显示两个不同的 MIDI 音符（例如不同的低音
鼓声），或在同一行上显示，但是所带音符头不同。

5 通过在“五线谱风格”窗口中选取“新建”>“对应的风格”，并插入所有五线谱、声部和
鼓组，创建新的对应五线谱风格，如上面和处理五线谱风格中所述。

• 五线谱部分： 与非对应五线谱风格完全相同（除了没有“移调”和“调”参数，这两
个参数在这里没有用）。

• 声部部分： “声部”（顶部标题行）下方是一个单独的“声部”栏，其中不同的声部
自动被编号。上面所示的五线谱风格包含一个带五个独立声部的五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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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线： 显示“五线谱”-“声部”-“鼓组”层次，并表示这些元素之间的边界。每个鼓
组属于同一个水平位置上的声部。

• “位置”参数： 影响相应鼓组中所有音符的垂直定位。此处所示的是偏移值，用来
添加到相对位置或从中减去（如果已在“对应的乐器”窗口中给单个音符定义）。

五线谱风格窗口中的对应五线谱风格名称前有 # 字符。

如果您使用多个带不同鼓分配的 MIDI 乐器，您可以给每个乐器创建单独的鼓对应
（在“对应的乐器”窗口中）。然而，项目中所有乐器的鼓组列表是相同的。这可以
让您使用同一个对应的五线谱风格显示不同的鼓轨道。例如，所有小军鼓的显示方
式将相同。

若要覆盖此操作
1 创建附加的鼓组（脚鼓 2、小军鼓 2 等等）。

2 创建另一个对应五线谱风格以显示这些鼓组。

使用乐谱设置创建乐谱和声部
您可以使用乐谱设置来确定要在乐谱显示中包括哪些乐器轨道。每个项目可以包含
任意多的乐谱设置。乐谱设置可让您：

• 制作完整的乐谱和单个声部（如特定组别的乐器）。

• 在乐谱中排列乐器轨道的（垂直）顺序，不受编配区域中轨道顺序的影响。

• 给每个乐器轨道分配名称（如果可选，也可以分配简称），这些名称将显示为乐
谱中的乐器名称来进行打印。

• 确定连音线或小节线将连接哪个五线谱。

• 排除仅和回放有关、但和乐谱无关的轨道的显示（例如仅包含 MIDI 控制器数据
的轨道）。

• 通过使用“缩放”参数，同时减小或加大每个五线谱设置中的所有五线谱。这可让
您在打印完整乐谱和单个声部时使用同一个五线谱风格。

• 从两个不同的参数设置（“乐谱”或“声部”）中选定页面页边距、标题空间高度、
五线谱系统之间垂直距离，以及每行的最大小节数量。

乐谱设置和显示模式之间关系
只有选取了合适的显示模式才可以按定义显示乐谱设置。“内容链接”和“内容跟随”
仅允许一次显示一个 MIDI 片段，不适合于处理乐谱设置。一旦完整显示了所需的
乐谱设置，通常最好的做法就是取消选择“链接”。如果仅显示了一个 MIDI 片段，连
按五线谱下方，这将显示完整的乐谱，然后取消选择“链接”。

提示： 可以处理多个打开的乐谱编辑器窗口，每个窗口显示不同的显示层次或不
同的乐谱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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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乐谱设置
在检查器的“乐谱设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乐谱设置。

点按菜单以显示所有可用的乐谱设置。新项目仅显示“所有乐器”乐谱设置，此设置
显示所有乐器（取决于显示层次）。

了解乐谱设置窗口
您可以在乐谱设置窗口中创建和编辑乐谱设置。

若要打开“乐谱设置”窗口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乐谱设置”菜单中选取“打开乐谱设置”窗口命令（或使用“打开乐谱设置窗口”键盘
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Option-Command-I）。

µ 在乐谱编辑器中选取“布局”>“乐谱设置”。

备注： 如果您在选取默认的“所有乐器”乐谱设置时打开了“乐谱设置”窗口，将出现
一个警告，提示不能编辑“All Instruments”（所有乐器）乐谱设置。

乐谱设置名称
您可以通过连按“乐谱设置”窗口左栏中的名称，打开文本输入栏，来编辑乐谱设置
的名称。

插入标记
左侧的窄栏可让您通过鼠标点按来设定插入标记 (>)，或是通过垂直拖移来选择多
个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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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
此栏用于确定乐谱设置中包括哪些乐器，以及它们在乐谱中出现的垂直顺序。此栏
中也以最高缩放水平显示轨道乐器图标。

全名称
点按此栏中的任何一行会打开一个包含默认“@（参考）”的输入栏。如果您不进行
修改，轨道乐器的名称将被用作乐谱中乐器的名称。由于轨道乐器名称经常和相应
的合成器补丁程序相同（例如“Solo Strings High”），您可能想在此处分配另一个名
称。这个名称在乐谱中自动显示为全名称：  例如，“小提琴 1”。乐器名称的显示参
数在“乐谱”项目设置的“编号与名称”面板中设定。（请参阅编号与名称设置。）

短名称
您也可以给每个乐器定义一个简称，在“乐谱”项目设置的“编号与名称”面板的“第一
个五线谱”和“其他五线谱”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短名称”时会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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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音线和小节线
您可以在最后四个栏中定义乐谱设置中的哪些五线谱用连音线或小节线连接（在每
个五线谱的开端，或是穿过五线谱）。任何这些连接都可以通过在栏中垂直拖移，
直到您看到合适的显示来进行设定。

连音线和小节线也可以在五线谱之间打断，这可以让您在乐谱中组成多组相连乐
器。如果您想删除一条线或连音线，抓取相应符号的结束点（底部），并向上拖
移，直到它消失为止。您可以使用相同的方法来缩短线段。

也可以在乐谱中直接编辑小节线连接。点按小节线的上端以将其连接到下一个（较
高的）五线谱。重复此操作会取消小节线的连接。

创建和删除乐谱设置
当您打开乐谱编辑器窗口，且在编配区域中选择了多个片段时，Logic Pro 会自动创
建和显示一个仅包含所选片段的乐器的乐谱设置。

您也可以使用以下的一种方法来手动创建乐谱设置。

若要创建空的乐谱设置
µ 在乐谱设置窗口中选取“新建”>“新建空设置”。

您可以将乐器依次插入到空乐谱设置中。

若要创建当前选定的乐谱设置的副本
µ 在乐谱设置窗口中选取“新建”>“复制设置”。

若要给所有选定的乐器创建乐谱设置
1 给您想在乐谱设置中包括的所有乐器轨道选定至少一个 MIDI 片段。

2 在乐谱编辑器中选取“布局”>“从选定部分创建乐谱设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Logic Pro 将创建和显示新的乐谱设置，包含当前选定的 MIDI 片段使用的所有乐器。

用这种方式创建的乐谱设置会自动根据它们包含的乐器命名。

若要创建包含“编配”窗口中使用的所有乐器轨道的乐谱设置
µ 在乐谱设置窗口中，选取“新建”>“新的完整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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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如果多个乐器或五线谱使用同一个 MIDI 声音来进行回放（同一个 MIDI 乐
器上的 MIDI 通道相同），而您想在乐谱中用不同的乐器名称显示这些五线谱，您
需要在编配区域中，给每个五线谱创建一个单独的轨道乐器。

所有的乐谱设置与项目文件存储。

若要删除乐谱设置
µ 在乐谱设置窗口中选定乐谱设置，然后选取“新建”>“删除乐器组”。

编辑乐谱设置
一旦您创建了乐谱设置，您可以更改乐器条目的分配、添加乐器或更改其顺序。

若要给现有的乐谱设置条目分配另一个乐器
µ 在“乐器”栏中点按住您想替换的乐器名称，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所需乐器。

若要将乐器添加到列表的中间
µ 将插入标记设定到所需位置，然后选取“新建”>“添加乐器条目”。

会在插入标记处添加新的乐器条目。

若要在列表的底部添加乐器
µ 连按乐器列表下方。

会在列表的底部添加新的乐器条目。

您可以使用通常的“剪切”、“拷贝”和“粘贴”命令在乐谱设置中重新排列乐器条目。如
果是粘贴，则它们处于插入标记位置上，这必须提前进行设定。

缩放乐谱设置
您可以将任何乐谱设置缩放到原始大小的 50% 到 200% 之间的大小。

若要缩放乐谱设置
µ 在“乐谱设置”窗口中选择乐谱设置，然后将“缩放”参数设定为新值。

“缩放”参数会影响：

• 所有五线谱

• 五线谱之间的距离

• 五线谱相关的所有符号（所有音符、休止符和其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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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本地文本，包括歌词

• 圆滑线和延音线粗细

“缩放”参数不影响全局文字对象（标题文本、页边距外插入的文本）和诸如页码的
文本。

对于按下 Option 键并点按“乐谱设置”弹出式菜单，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乐器而创
建的乐器声部来说，缩放没有作用（如下所述，请参阅从乐谱中过滤单个乐器）。
因此，您可以给完整乐谱和声部使用相同的五线谱风格：  在提取的声部中，五线
谱显示为原始大小，在完整乐谱中，它们的大小由“缩放”参数所定义。

备注： “所有乐器”设置不可以进行编辑（从而也不能进行缩放），因此，在大多数
情况下您需要给完整乐谱创建专用的乐谱设置。

给完整乐谱和声部创建单独的布局
您可以在“乐谱”项目设置的“全局”面板中为完整乐谱和声部设定单独的布局参数。
乐谱设置窗口的“格式”参数确定乐谱设置使用哪些布局参数。

若要为完整乐谱和声部创建单独的布局参数
1 通过选取“文件”>“项目设置”>“乐谱”（或使用“打开乐谱项目设置”键盘命令），打开

“全局乐谱”项目设置，然后点按“全局”标签。

“全局”面板为乐谱和声部提供了单独的页面布局参数。

2 设定单独的乐谱和声部布局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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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确定乐谱设置使用的布局参数
µ 在“乐谱设置”窗口中，从“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设置。

对于默认的“所有乐器”设置来说，将始终使用乐谱设置，除非只显示了一个 MIDI 片
段。这种情况下，将使用声部设置。

从乐谱中过滤单个乐器
通过在按住 Option 键并点按“乐谱设置”弹出式菜单时出现的弹出式菜单中进行选
取，您可以快速地从乐谱中提取任何单个乐器。

这种方式下，您不需要给每个乐器创建乐谱设置来制作声部。然而，您应该注意，
仅轨道乐器名称会被用作乐谱中的乐器名称。因此，如果您使用这种方法来打印声
部，您会看到“编配”窗口轨道乐器的真实乐器名称。

从其他项目导入乐谱设置
您可以从其他项目导入乐谱设置。

若要从其他项目导入乐谱设置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导入项目设置”（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 点按“编配”工具栏中的“设置”按钮，然后选取“导入设置”。

• 在媒体区域点按“浏览器”标签。

2 浏览并选择所需项目文件。

3 点按“导入”按钮。

备注： 如果从“浏览器”标签中访问设置，您还需要点按“导入设置”按钮（出现在点
按“导入”按钮之后）。

4 在“导入设置”窗口中，选择“乐谱设置”注记格（并取消选择您不想导入的所有其他
设置）。

5 点按“导入”按钮。

将所有乐谱设置从另一个项目导入到当前的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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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乐谱布局进行打印
本部分列出了多种您可以对整体乐谱布局进行的修改。这主要包括“乐谱”项目设置
或偏好设置的显示自定义和使用。有关完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乐谱设置和Logic Pro
中的乐谱偏好设置。

了解页面显示选项
准备打印时，您应该使用页面乐谱视图进行布局操作。在“页面乐谱”视图中，
Logic Pro 自动显示尽可能多的双页（这取决于乐谱编辑器窗口的大小以及当前的缩
放水平）。

若要切换至页面乐谱视图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乐谱编辑器中选取“视图”>“页面视图”（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µ 点按乐谱编辑器左上角的“页面视图”按钮。

您应该使用线性乐谱视图进行编辑，因为屏幕刷新速度会更快，尤其是在速度较慢
的电脑上。

在“页面乐谱”视图中操作时，您可以使用“视图”>“转到页面”菜单项（或相应的键盘
命令）直接跳至任何页面。播放头会自动设定到选定页面的开头，除非您选取此命
令时正在运行音序器。这种情况下，将关闭“跟随”模式。

“视图”>“页面显示选项”菜单项提供了多个附加的设置，可用于打印或布局任务。

• 打印视图： 打印视图显示即将打印的乐谱。只有激活“页面乐谱”视图时才可以打
开“打印”视图。

• 显示页边距： 在屏幕上显示页面页边距。这不会打印出来。

• 成对显示页面： 显示双页。此设置依赖于缩放设置和乐谱缩放。

• 显示页面标尺： 显示水平和垂直标尺（单位为厘米或英寸），使精确布局任务
更加简单。

备注： 屏幕上的黄色区域代表可打印区域（也取决于正在使用的打印机），而不
是确切的纸张。页面（在打印视图中）周围的浅黄色区域显示实际打印页面的情
况。

设定换行符
您可以给每个乐谱设置单独设定换行符，也可以给每个提取的声部设定。Logic Pro
将分页符与项目文件一同存储。

自动换行符计算基于“全局乐谱”项目设置中的“间距”和“最多小节数/行”设置。“最多
小节数/行”项目设置确定 Logic Pro 在一个五线谱或五线谱系统中允许的最多小节
数。您可以用布局工具（在页面乐谱视图中时）覆盖此自动换行符。还可以使用标
准插入方法在任何视图模式中插入换行符来创建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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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您可以将“最多小节数/行”设定为 6，并用布局工具将附加的小节移到行中。
任何后续的行不会包含超出六个的小节。只有间隔设置足够低，可以正确显示该数
量的小节时，才会显示此处设定的完整小节数。

备注： 使用自动换行符功能时，如果您拖到行中的小节数大于显示的数量，会导
致产生重叠的音符和符号。

若要将一个五线谱系统内的一个或多个小节移到下一个五线谱中
µ 在页面乐谱视图中，用布局工具抓取小节，向下拖移（指针变成带向下大拇指的手

形），然后释放鼠标键。

小节移到下一个五线谱系统，行中剩余的小节将在页面的整体宽度中均衡分布。

您也可以通过用布局工具向上拖移，将五线谱的第一个小节向上移到前面的五线谱
中。

当您用布局工具移动小节时，后续行中的所有手动编辑换行符会被删除，而且（自
动）换行符将从下方的行开始重新计算。如果您想阻止此操作，可能是因为您只想
改变一个细节并保留其他五线谱原样，请在使用布局工具移动小节时按住 Option
键。用这种方式编辑的换行符将仅影响两个（直接相关的）五线谱系统。所有其他
的五线谱系统不会改变。

设定分页符
您可以给每个乐谱设置单独设定分页符，也可以给每个提取的声部设定。Logic Pro
将分页符与项目文件一同存储。

您可以使用分页符插入分页。此技术会将分页插入点后面的所有小节移到下一页。
前后所有的小节都会根据“乐谱”项目设置自动调整（已在设定换行符部分中讨论）。
乐谱中的所有五线谱都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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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地页边距
您可以用布局工具移动每个单个五线谱系统的左和右页边距，使它们不和页面页边
距水平对齐。跟手动换行符很像，这些本地页边距也会存储为当前乐谱设置的一部
分，允许每个乐谱设置的设置不同。

若要移动五线谱系统的左和右页边距
1 打开乐谱编辑器“视图”菜单中的以下设置：

• 页面视图

• 页面显示选项>打印视图

• 页面显示选项>显示页边距

2 （用布局工具）点按住五线谱开头或结尾稍微里边的地方，然后向左或右拖移。

在此过程中，“五线谱左页边”/“五线谱右页边”将出现在帮助标记中。

备注： 改变页边距时，Logic Pro 自动调整每行的小节数（除非您已提前手动调整
了换行符）。如果行缩短了，小节可能会移到下一行，这取决于“乐谱”项目设置“全
局”面板中的“间距”参数。（请参阅全局乐谱设置。）

若要将改变的五线谱页边重新跟其他五线谱对齐
µ 用布局工具连按其结尾（或开头）。

若要删除当前乐谱设置中的所有换行符和（本地）改变的页边距
µ 选取“布局”>“还原行布局”。

更改页边距和标题值（页面打印视图）
您可以直接在“页面打印”视图中更改“页边距”和“标题空间”项目设置。

若要更改页边距和标题空间值
1 在乐谱编辑器的“视图”菜单中选取以下设置：

• 页面视图

• 页面显示选项>打印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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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面显示选项>显示页边距

2 通过拖移橙色线设定页边距值。

3 通过拖移紫色线设定标题空间值。

这仅影响当前显示的设置（乐谱或声部）。

使用外部符号字体显示和打印
您可以使用 Adobe、Jazzfont 和 Swingfont 的“Sonata”字体（不包括在 Logic Pro 中），
替换内部 Logic Pro 乐谱字体来显示和打印音符和符号。必须在您的系统上正确安
装外部字体。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乐谱”>“使用外部符号字体（如有）”，
然后从相应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您想要使用的字体。

打印乐谱
Logic Pro 中创建的乐谱的打印和乐谱编辑器的“页面乐谱”视图显示相同。以下项不
会打印出来，但在屏幕上可见：

• 代表页面和标题页边距的虚线，以及五线谱系统之间的边界

• 鼠标指针和播放头

• 颜色（页面页边距和所选 MIDI 片段的五线谱线）

• 隐藏的拍号改变

• 隐藏的音符头（在屏幕上显示为灰色）及其延音线

• 隐藏的小节线（在屏幕上显示为变灰的线）

• 隐藏的 N-连音数字

若要打印乐谱
1 在“文件”>“页面设置”窗口中选取合适的纸张大小和格式。

2 确定乐谱编辑器（包含想要的打印视图）是活跃窗口。

3 通过选取“文件”>“打印”开始打印（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mman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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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将显示一个对话框，具体可能随打印机不同而略有变化。从可用的选项中进行
选取，如您想打印的页码、份数，或点按 PDF 按钮以“打印成”（存储为）PDF 文
件。

4 进行选择，然后点按“打印”按钮。

执行需要精确度的布局工作，如定位符号和文本元素时，您应该使用高缩放水平。

通过使用缩放工具，可以很简单地在显示的正常和加大视图之间向后和向前切换
（快捷方式：  按住 Control 键时拖移选择，以扩大选定的区域）。

将乐谱导出为图形文件
您可以将 Logic Pro 乐谱页面的一部分（或整页）存储为图像（PDF 格式），或将
其拷贝到夹纸板中。这可让您将其粘贴到图形编辑程序中，或者文字处理应用程序
或桌面出版应用程序创建的文稿中。

准备用于导出的乐谱
在您将乐谱导出为图像前，在 Logic Pro >“偏好设置”>“乐谱”面板中选取合适的“照
相工具”设置。

• “写入”按钮： 可以让您从以下两个选项中进行选取：

• 夹纸板： 图像被拷贝到夹纸板中，可以直接粘贴到其他应用程序中，无需将
其存储为单独的文件。

• PDF 文件： 图像被存储为 PDF 文件。此时将出现一个对话框让您分配文件名称
和路径（使用照相工具给乐谱拍快照时）。

导出乐谱
您可使用照相工具将乐谱导出为图像文件。

若要将乐谱导出为图像
1 选定照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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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您想要导出的乐谱部分的声部上拖移。在您执行此操作时会出现一个矩形。

一旦您释放鼠标键，Logic Pro 将创建一个 PDF 文件（或将所选部分拷贝到夹纸板，
具体取决于您选取的“照相工具”的设置），内容包括您拖移“照相工具”经过的区域。

备注： 此功能仅适用于页面乐谱视图。

自定乐谱编辑器外观
改变乐谱编辑器的通用外观的方法多种多样。不同的视图模式可以加速编辑进程，
或为特定操作所需。

选取颜色模式
乐谱编辑器的“视图”>“颜色”菜单的设置确定活跃的乐谱编辑器窗口的颜色模式。这
些设置对所有其他的颜色设置有优先级。

• 正常： 颜色根据五线谱风格和音符属性中的颜色设置进行分配。只要这些设置
在新项目中没有改变，就会产生常规的黑白打印效果（屏幕上则是黄色背景下的
黑色音符）。

• 显示音高： 根据音符音高应用颜色。音符的颜色可以在“布局”>“颜色”窗口中进
行编辑。此窗口也可让您确定带临时记号的音符与没有带临时记号的音符颜色是
否相符，或者半音音阶中的每个音符是否都有自己的颜色。

• 显示力度： 根据 MIDI 力度应用八种不同的颜色。这些颜色也可以在“布局”>“颜
色”窗口中进行编辑。

• 显示声部分配： 给不同声部分配不同颜色。这只在包含多个声部的五线谱风格
中有意义。这种模式采用用户调板的颜色，也可以在“布局”>“颜色”窗口中找到和
编辑。

• 强制黑白： 功能如名称所示。已在五线谱风格中使用颜色选项，或已使用音符
属性将颜色选项分配给音符，但您想要先打印常规的黑白乐谱，然后返回彩色显
示时，这种模式会很有用。

显示文件夹
如果当前的显示层次允许同时查看多个 MIDI 片段（链接或未链接的），“视图”>“显
示文件夹”设置将影响内容显示的方式。与其他的编辑器不同，乐谱编辑器可以同
时显示（甚或打印）不同显示（文件夹）层次的内容。

如果当前显示层次包含文件夹，则文件夹的内容也会显示在乐谱中。

备注： 如果未选择此设置，文件夹在线性乐谱视图中显示为灰色符杠，且在页面
乐谱视图中根本不显示。

显示全局轨道
选取“文件”>“全局轨道”设置以在乐谱编辑器中查看全局轨道。您仅可以在线性乐谱
视图中选取此设置。“配置全局轨道”命令可让您选取显示那些全局轨道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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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乐器名称
选取“视图”>“乐器名称”设置以在乐谱显示的左侧显示（使用的）轨道乐器名称。

显示时间长度条
使用乐谱编辑器中的时间长度条，您可以显示音符长度的图形表示。

要在乐谱编辑器中显示时间长度条
µ 选取“视图”>“时间长度条”，然后选取以下一种显示模式：

• 关： 关闭所有时间长度条。

• 所选音符： 仅打开所选音符的时间长度条。

备注： 根据 Logic Pro >“偏好设置”>“乐谱”中的“所选部分颜色”设置显示所选音符
的时间长度条。

• 所有音符： 打开所有音符的时间长度条。

备注： 您也可以使用“开关时间长度条显示”键盘命令，它将在“关”和最后选定的显
示模式之间切换。

更改时间长度条的长度
您也可以更改在乐谱编辑器中显示的时间长度条的长度。

若要更改时间长度条的长度
µ 将指针放在时间长度条的端点，然后当指针变为长度变化图标时进行水平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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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参考线
您也可以通过在乐谱编辑器中显示参考线来显示对象的准确时间位置（显示符号、
谱和时间位置的准确关系）。

若要在乐谱编辑器中显示参考线
µ 选取“视图”>“参考线”，然后选取以下一种显示模式：

• 关： 关闭参考线。

• 拖移对象： 拖移对象的同时打开参考线。

• 所选对象： 仅打开所选对象的参考线。

备注： 根据 Logic Pro >“偏好设置”>“乐谱”中的“所选部分颜色”设置显示所选音符
的参考线。

• 所有对象： 打开所有对象的参考线。

备注： 您也可以使用“开关参考线显示”键盘命令，它将在“所有对象”和最后选定的
显示模式之间切换。

858 第 31 章 处理乐谱



如今，在您自己或外部工作室的程序和设备之间移动项目数据是很平常的事情。不
幸的是，不是所有应用程序或设备都使用同一种语言。Logic Pro 兼容大量的应用程
序和设备，提供高级导出和导入功能，可让您在其他应用程序（如 Final Cut Pro 和
Pro Tools）中使用部分或整个项目。它甚至支持工作站键盘音序器和数码录音机这
样的硬件设备。

Logic Pro 可让您轻松创建一个完整的项目档案。这使传输到其他储存介质和传送给
其他用户或装置（物理上的或通过网络）变得简单。您也可以在本地或远程网络上
与其他 Logic Pro 用户共享设置信息。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在网络上共享 Logic Pro 数据 (第 859 页)

• 备份音频文件 (第 864 页)

• 备份和共享项目 (第 864 页)

• 处理标准 MIDI 文件 (第 866 页)

• 处理 GarageBand 项目 (第 868 页)

• 处理 OMF 文件 (第 869 页)

• 处理 OpenTL 文件 (第 870 页)

• 处理 AAF 文件 (第 872 页)

• 处理 Final Cut Pro XML 文件 (第 873 页)

• 将单个片段导出为音频文件 (第 873 页)

• 将单个轨道或多个轨道导出为音频文件 (第 875 页)

在网络上共享 Logic Pro 数据
Logic Pro 可让您在网络上共享或备份自己的数据，从而轻松地与其他 Logic Pro 用
户合作项目。这可以是：

• 通过本地网络 - 使用 Bonjour

• 在互联网上 - 使用 MobileMe（需要一个 MobileMe 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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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共享和备份以下数据类型：

• 插件设置

• 通道条设置

• 键盘命令设置

备注： 鉴于潜在的样本资源库许可证问题，您不能共享 EXS 乐器、Ultrabeat 或
Space Designer 的设置。

设定共享偏好设置
使用“共享”偏好设置来定义您想共享哪些设置，并在 MobileMe 上备份数据。

若要打开“共享”偏好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共享”。

µ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然后从菜单中选取“共享”。

µ 点按资源库底部的“操作”菜单，并选取“共享偏好设置”。

共享本质上分为两个任务：

• 数据访问： 在本地网络或 MobileMe 帐户上浏览您或其他用户的数据。

• 数据共享： 在本地网络上或通过 MobileMe 帐户共享您的数据。

即使提供数据的用户不在线，您也可以访问 MobileMe 帐户上共享的数据。

在本地网络上共享数据时，提供数据的用户，或准确点说，提供共享数据的电脑
（用户帐户）必须是在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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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共享您的数据
µ 请在“Bonjour”或“MobileMe”栏中选择正确的注记格。

• “Bonjour”栏： 共享“~/资源库/Application Support/Logic”文件夹中启用类型的所有
设置。

• “MobileMe”栏： 共享“/Public/MusicAudioData”中您个人 iDisk 上启用类型的所有设
置。

备注： 如果您想要在 Logic Pro 以外浏览，可以通过 Web 浏览器访问您的 MobileMe
URL。通常来说，此地址将是以下形式：
http://idisk.mac.com/MOBILEMEUSERNAME/Public/MusicAudioData

若要访问本地网络上共享的数据
µ 选择“在本地网络中寻找共享数据”注记格。

这将自动在本地网络中搜索所有联网电脑的“~/资源库/Application Support/Logic”文
件夹。

若要在您 MobileMe 帐户上创建个人数据的备份
µ 请选择“在 MobileMe 上备份我的所有设置”注记格。

这将在 MobileMe 上创建一份所有设置数据的副本，以作为个人备份解决方案。

备注： 共享的主机可以和用于备份的主机不同。例如，您可能有一台主要用于备
份的工作室电脑，还使用 MacBook 在旅途中共享（和编辑）数据。

通过 MobileMe 的备份（和共享）使用一个简单直接的推/拉概念：  正在备份（或
共享）的数据始终会覆盖 MobileMe 帐户上存在的数据。

• 第一次备份到 MobileMe 时，使用的电脑就变成 MobileMe 内容的保管者。

• 当您试图从另一台电脑备份/共享数据时，会出现一个警告对话框，提示只有主
电脑才可以“推送”数据。此对话框包括一个将当前电脑作为新主机的选项。

• 取消选择主电脑上的“在 MobileMe 上备份我的所有设置”偏好设置时，会从
MobileMe 去掉所有备份数据，并将“主机”设定为未定义。

若要恢复您个人数据的备份
1 点按“恢复备份”按钮。

确认对话框将打开。

2 点按“恢复”按钮，用 MobileMe 备份替换您的现有设置和键盘命令。

备注： 如果由于某些原因（网络问题）中断了“恢复”进程，恢复前的数据将被保
留，以确保您不会清除掉所有的设置，或最终只恢复了一部分设置。当 MobileMe
帐户上的一个文件夹是空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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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资源库中的设置数据
通过选择合适的“共享”偏好设置注记格来共享插件设置或通道条设置时，文件夹和
设置文件图标左侧的“资源库”标签中显示附加的指示符：

• MobileMe 共享用一个蓝点表示。

• Bonjour 共享用一个红点表示。

默认情况下，对应数据类型（插件或通道条设置）的所有项标记为共享。

若要在每个设置或文件夹基础上停用或启用共享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单个设置或文件夹，打开或关闭“通过 MobileMe 共享”和“通过

Bonjour 共享”选项（如果适用）。

备注： 当一个文件夹的共享状态针对 Bonjour 或 MobileMe 打开或关闭时，文件夹
中的所有项目都被切换为同一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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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用户共享的设置在资源库中显示如下：

• Bonjour 文件夹： 显示本地网络上的所有共享设置。

• MobileMe 文件夹： 显示您连接到的 MobileMe 帐户的所有设置。

若要连接到 MobileMe 帐户
1 在资源库的“操作”菜单中选取“连接到 MobileMe”。

2 在“连接到 MobileMe”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 选择您想要连接的 MobileMe 帐户。

您可以选择自己的帐户（访问备份文件夹）或另一个帐户（访问“公共”文件夹）。

• 输入 MobileMe 帐户的名称。

提示： 您可以通过选取另一个帐户，并键入自己的用户名称，来访问自己的公
共 MobileMe 文件夹。

3 完成时点按“好”。

备注： 通过 MobileMe 访问的数据会根据需要下载，并仅在您决定储存的时候储存
（在本地硬盘上）。这跟处于项目中，但又不存储为硬盘上的文件的设置很像。

若要断开与活跃的 MobileMe 帐户的连接
µ 在资源库的“操作”菜单中选取“断开与 MobileMe 帐户的连接”。

这可让您连接到另一个帐户，或执行本地刷新或其他操作，而不影响 MobileMe 数
据。

若要刷新资源库
µ 在资源库的“操作”菜单中选取“刷新资源库”。

这会刷新本地资源库以及您连接到的 MobileMe 帐户。

共享键盘命令
您可以在键盘命令窗口中访问共享的键盘命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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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浏览共享的键盘命令设置
µ 选取“选项”>“预置”，然后浏览 MobileMe 或 Bonjour 文件夹。

备份音频文件
音频媒体夹和样本编辑器中可用的备份功能会在与原来相同的储存位置中，创建选
定音频文件的复制。备份文件继承来源文件的名称，并可通过“.dup”文件扩展名轻
易识别。

若要在音频媒体夹中创建一个或多个选定文件的备份
1 选取“音频文件”>“备份文件”（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B）。

2 点按对话框中的“复制”按钮。

备注： 备份（复制）文件可以直接添加到音频媒体夹（或编配窗口），这跟您对
原来音频文件的操作一样。

若要在样本编辑器中创建选定文件的备份
1 选取“音频文件”>“创建备份”（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B）。

2 点按对话框中的“创建”按钮。

备注： 在样本编辑器中执行破坏性编辑操作之前使用此功能，如果此音频处理产
生不理想的结果，它会提供一个“后退”位置。

若要恢复样本编辑器中的备份文件
1 选取“音频文件”>“复原到备份状态”（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ntrol-Option-Command-B）。

2 点按对话框中的“粘贴”按钮。

备份和共享项目
项目文件夹可以帮助用户记录工作：  它们确保与项目相关的所有文件都整齐地存
储在一个位置中。这使您能够轻易备份项目，并且电脑之间的传输也变得简单。它
避免了很多问题，例如由于乐器、音频文件或样本丢失，而导致您需要在工作室中
进行搜索或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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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存储为项目”功能可让您存储项目和所有相关文件。这些统称为项目资源。

选择“存储为”对话框中的“包括资源”注记格，将包括“高级选项”中选取的文件类型。

“高级选项”的注记格确定应如何处理从外部位置（项目文件夹以外的位置）导入的
文件。

它们或者：

• 保持位置不变（如果取消选择各自的“拷贝”注记格）。

• 被拷贝到项目文件夹中（如果选择了“拷贝”注记格）。

若要选取项目资源
µ 选择“将外部音频文件拷贝到项目文件夹”注记格，以在项目文件夹中创建这些文件

的副本。

µ 选择“将 EXS 乐器拷贝到项目文件夹”和“将 EXS 样本拷贝到项目文件夹”注记格来完
成同样操作。如果您取消选择“将 EXS 样本拷贝到项目文件夹”选项，存储时则只将
EXS 乐器文件拷贝到项目文件夹，而不拷贝与 EXS 乐器文件相关的样本。

µ 选择“将 Ultrabeat 样本拷贝到项目文件夹”和“将 SpaceDesigner 脉冲响应拷贝到项目
文件夹”注记格，以在项目文件夹中创建这些文件的副本。

µ 如果您想要拷贝项目中使用的 QuickTime 影片，请选择“将影片文件拷贝到项目文
件夹”注记格。

存储项目时仅将文件拷贝到项目文件夹。

一旦存储，项目就是“安全的”，可让您移动或拷贝整个项目文件夹，而不会丢失任
何指向文件夹内部文件的参考。

若要随时访问项目资源注记格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文件”>“存储为”。

865第 32 章 项目和文件交换



µ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资源”（或使用打开资源项目设置键盘命令）。

µ 点按编配工具栏中的“设置”按钮，然后从菜单中选取“资源”。

处理标准 MIDI 文件
标准 MIDI 文件并不为某个特定序列程序、硬件音序器或特定类型的电脑所专用。
它们包含以下信息：

• MIDI 事件，包括时间位置和通道分配

• 单个轨道的名称

• 标记的名称和位置

• 速度改变

• 版权标记

Logic Pro 可让您导入、打开和导出标准 MIDI 文件格式 0 和 1：

• 格式 0 包含一个轨道上的所有数据。

• 格式 1 可以包含多个轨道，每个轨道有独立的数据。

两种格式都不识别轨道的任何等份（例如，分为多个 MIDI 片段）。

导入标准 MIDI 文件
一次导入仅将 MIDI 片段数据（音符、控制器、SysEx、弯音、专用元事件）载入打
开的项目中，并忽略全局数据（如速度事件、拍号、和弦、轨道名称、SMPTE 开始
等等）。

重要事项： 若要导入全局数据，您必须打开 MIDI 文件。有关进一步详细信息，请
参阅打开标准 MIDI 文件。

若要在播放头位置导入 MIDI 文件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从主菜单栏中选取“文件”>“导入”（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mmand-I），然后从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一个 MIDI 文件。

µ 在浏览器中定位和选定 MIDI 文件，然后点按“导入”按钮。

MIDI 文件处于播放头位置，并取整为小节。

若要在鼠标位置导入 MIDI 文件
µ 将一个 MIDI 文件从浏览器或 Finder 拖到编配区域。

鼠标位置（释放鼠标按键时）确定第一个轨道在导入文件中的位置（取整为最近的
小节）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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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标准 MIDI 文件
如果您想要载入 MIDI 文件中包含的所有信息（MIDI 片段和全局数据），您必须将
其打开。

若要打开 MIDI 文件
1 从主菜单栏中选取“文件”>“打开”（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mmand-O），然后从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一个 MIDI 文件。

备注： 如果您在“文件类型”弹出式菜单中选取 MIDI 文件选项，对话框中将仅显示
MIDI 文件。

如果载入了项目，将出现一个对话框，询问您是想要为 MIDI 文件创建新环境，还
是拷贝当前环境。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点按“拷贝”以复制现有环境。MIDI 文件的轨道自动分配给合适的乐器。

• 点按“新建”以载入默认项目模板的环境。

MIDI 文件被载入为包含所有 MIDI 事件的新项目（包括时间位置和通道分配、单个
轨道名称、标记名称和位置、速度改变和版权标记）。版权标记被读取为标记文
本。

备注： 作为默认操作，在您打开 MIDI 文件时，Logic Pro 将自动为每个 MIDI 轨道
创建软件乐器轨道，并为每个轨道分配一种合适的 GarageBand 乐器。如果您想给
每个 MIDI 轨道使用外部 MIDI 轨道，打开 MIDI 文件时按下 Option。

存储标准 MIDI 文件
如果您想在另一个音序器上播放 Logic MIDI 项目，您可以通过将其存储为标准 MIDI
文件来执行此操作。参阅另一个音序器的手册，以确定它支持什么标准 MIDI 文件
格式。

由于标准 MIDI 文件格式的极限性（跟 Logic 项目格式相比），您需要通过以下这些
步骤，来准备您的 Logic 项目的导出：

若要准备所有 MIDI 片段来进行标准 MIDI 文件导出
1 通过选取“编辑”>“全选”选择所有 MIDI 片段（或使用“全选”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mmand-A）。

2 通过在编配区域中选取“MIDI”>“片段参数”>“正常化片段参数”，正常化所有回放参数
（或使用“正常化”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N）。

3 通过选取“MIDI”>“片段参数”>“破坏性地应用量化设置”，转换所有回放量化（或使用
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Q）。

4 通过选取“MIDI”>“替身”>“转换成片段拷贝”，将所有替身转换成真实拷贝（或使用
“将替身转换成片段拷贝”键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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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过选取“片段”>“循环”>“转换成真实拷贝”，将所有循环转换成真实拷贝（或使用
“将循环转换成真实拷贝”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K）。

6 通过选取“片段”>“合并”>“每个轨道的片段”（或使用“分轨道合并片段”键盘命令），
将每个轨道上的所有 MIDI 片段转换成一个连续的 MIDI 片段。

备注： 由于标准 MIDI 文件类型 0 格式文件只可以存储一个 MIDI 片段，如果您想
以文件格式 0 进行导出，您还必须将所有 MIDI 片段合并成一个。您可以通过选取
“片段”>“合并”>“片段”来执行此操作。

7 通过选取“MIDI”>“插入乐器 MIDI 设置作为事件”，插入所有乐器 MIDI 设置作为事件。

若要将 MIDI 片段存储为标准 MIDI 文件
1 选定所有要求的 MIDI 片段。

2 选取“文件”>“导出”>“选定部分为 MIDI 文件”（或使用“将选定部分导出为 MIDI 文件”
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Option-Command-E）。

3 选取目的目录，输入名称，然后点按“存储”。选定的 MIDI 片段存储为格式 1 MIDI
文件。

备注： 请记住，大多数硬件音序器只可以读取 MS-DOS 格式化磁盘，所以，将您
的文件名称长度限制为 8.3 个字符，例如“proj0001.MID”。

若要以文件格式 0 存储 MIDI 片段
µ 在“通用”偏好设置面板（“Logic Pro”>“偏好设置”>“通用”）的“项目处理”标签中选择

“‘导出 MIDI 文件…’将单个 MIDI 片段存储为格式 0”注记格。

打开此偏好设置，当仅选择一个 MIDI 片段时，选取“文件”>“导出”>“选定部分为 MIDI
文件”将自动把片段导出为文件格式 0 MIDI 文件。

处理 GarageBand 项目
您可以像打开 Logic Pro 项目那样，在 Logic Pro 中打开 Mac 版、iPad 版或 iPhone 版
GarageBand 项目。GarageBand 项目以 1:1 转换到 Logic Pro：

• Logic Pro 自动创建所需的轨道编号和类型，以映射 GarageBand 项目中使用的轨
道编号和类型。

• 此项目使用 GarageBand 项目的速度。

• 初始调号根据 GarageBand 项目的“项目调”来设定。

• 软件乐器声部将由 Logic Pro 中的 GarageBand 乐器播放。GarageBand 乐器会自动
与 Logic Pro 一起安装。GarageBand 中软件乐器或基于 Apple Loops 的轨道使用的
任何混合数据和效果（以及它们的设置）也将被导入到 Logic Pro。

• GarageBand 的通道条设置以 1:1 转换到 Logic Pro 中有个不错的例外，就是现在您
可以访问插入到 GarageBand 通道条中的单个插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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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通道条对象均被发送到立体声输出（默认立体声输出对），并立即根据在
“Logic Pro”>“偏好设置”>“音频”>“I/O 分配”>“输出”面板中选取的“立体声输出”偏好
设置进行播放。

• 当 GarageBand 的两个总线效果（Reverb 和 Echo）在 Logic Pro 中打开时，也将被
转换。它们被替换为总线 1 和 2 上的 PlatinumVerb 和回声。

GarageBand 项目一旦载入到 Logic Pro 中，您就可以像在任何 Logic Pro 项目中一
样，随意更改声部、混合电平、乐器和效果参数。

备注： 您不能在 GarageBand 中打开 Logic Pro 项目，也不能导出 GarageBand 无法
读取其格式的 Logic Pro 项目（除非作为音频文件）。

处理 OMF 文件
OMF（开放式媒体框架，也称为 OMFI—开放式媒体框架交换）文件格式通常用于
与 Digidesign Pro Tools 软件交换数据。OMF 格式仅支持交换音频数据（项目中的音
频媒体和此音频媒体的使用）：使用此导出功能时，MIDI 和自动化数据被忽略。

导出 OMF 文件
若要将当前项目导出为 OMF 文件，选取“文件”>“导出”>“项目为 OMF 文件”（或使用
“将项目导出为 OMF 文件”键盘命令）。

在打开的对话框中选取所需的选项：

• OMF 文件版本： 您可以选取将文件导出为 OMF 版本 1 或版本 2 格式。通常要选
取版本 2。版本 1 仅在向后兼容较旧的软件版本时有用。

• 包括音频： 将它打开，以将所有导出的音频文件放入 OMF 文件中。这会产生一
个相当大的文件，使得文件导出时间变长。取消选择此注记格，以仅将文件参考
写入到 OMF 文件。

备注： 如果选取后一个选项，而且您想将 OMF 文件拷贝到另一个硬盘，您需要
确保同时拷贝了所有的参考音频文件。

• 将间插的文件转换成分离立体声： 由于一些应用程序不支持间插的立体声文件，
Logic Pro 可以将间插的立体声文件转换成分离立体声（例如，为 Pro Tools 区段
导出 OMF 文件时）。如果需要此操作，请选择此注记格。

869第 32 章 项目和文件交换



备注： 这仅在打开了“包括音频”选项时有效。

• 将 24 位文件转换成 16 位： 选择此选项，以使用所选取的添加假噪声类型，将所
有的 24 位文件转换成 16 位。使用较旧版本的 Pro Tools 时，这可能是必需的。

• 假噪声类型： 选取“无”或这四种添加假噪声算法的任何一种（请参阅并轨和添加
假噪声）。

导入和打开 OMF 文件
以下步骤对导入和打开 OMF 文件相同。导入文件可将 OMF 数据拷贝到当前项目
中，而打开 OMF 文件将创建一个新项目。

若要导入或打开 OMF 文件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导入”（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I）。

• 选取“文件”>“打开”（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O）。

• 在浏览器中找到 OMF 文件，然后点按“打开”按钮。

2 从对话框中选取一个 OMF 文件。

提示： 如果您在“文件类型”弹出式菜单中选取 OMF 文件选项，将仅显示带“.TL”扩
展名的文件。

选取和确认文件导入后，将出现另一个对话框，可让您定义从 OMF 文件提取的音
频数据的目标位置。

3 选取现有的文件夹（这默认为打开的项目文件夹），或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

OMF 文件被导入到当前打开的项目中。系统给 OMF 文件中包含的每个轨道都生成
新的音频轨道，并在这些轨道上适当放置音频声部（作为片段）。

处理 OpenTL 文件
OpenTL（开放式轨道列表）格式主要用于与 Tascam 硬盘录音机，如 MX2424 进行
数据交换。它仅支持交换音频数据（项目中的音频媒体和此音频媒体的使用）。使
用导出功能时会忽略 MIDI 和自动化数据。

导出 OpenTL 文件
以下步骤将说明如何导出 OpenTL 文件。

若要导出 OpenTL 文件
1 若要以 OpenTL 格式导出当前项目的音频，请选取“文件”>“导出”>“项目为 OpenTL

文件”。

2 在打开的对话框中，指定产生的 OpenTL 文件的目的文件夹和文件名称。确认此对
话框后，Logic Pro 将询问您是否要为 OpenTL 导出创建一个专用的文件夹。

3 点按“创建”将所有导出的文件放在一个文件夹中，该文件夹以导出的文件命名。这
是 Tascam MX 录音机使用的惯例，所以推荐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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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下来，Logic Pro 将询问是否应该将项目的 SMPTE 开始时间添加到事件开始位置。
这种情况下，结果 OpenTL 文件音频声部的 SMPTE 开始时间将与 Logic 项目相同。
如果您点按“不添加”，声部位置会相对于项目开始位置进行计算（从小节 1 开始的
音频声部的开始时间将为 00:00:00:00.00）。

5 接下来，Logic Pro 将询问是否应该拷贝所有的音频文件。如果您想将结果 OpenTL
文件，包括所有音频数据拷贝到另一个硬盘，您应该选取“进行拷贝”。

然后，Logic Pro 将在包含 OpenTL 文件的文件夹中创建两个子文件夹：  “音频文件”
和“轨道文件”（这是 OpenTL 导出的建议结构）。“音频文件”文件夹包含所有导出的
音频文件的副本。如果您选取“不拷贝”，OpenTL 文件中的文件参考将指向原来的音
频文件。

打开和导入 OpenTL 文件
以下步骤对导入和打开 OpenTL 文件相同。导入文件可将 OpenTL 数据拷贝到当前
项目中，而打开 OpenTL 文件将创建一个新项目。

若要导入或打开 OpenTL 文件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导入”（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I）。

• 选取“文件”>“打开”（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O）。

• 在浏览器中定位 Open TL 文件，然后点按“打开”按钮。

2 从对话框中选取 OpenTL 文件。请注意，如果您在“文件类型”弹出式菜单中选取
OpenTL 文件选项，将仅显示带“.TL”扩展名的文件。

3 根据导入项目中第一个事件的开始位置，将出现以下其中一个对话框：

• 如果导入项目中的第一个事件在一个小时后开始：

设定项目的 SMPTE 开始时间可以让事件在相同的 SMPTE 时间开始，正如在导入项
目中的事件一样，要设定吗？

如果您想相应改变项目的 SMPTE 开始时间，选取设定；如果您不想改变项目的
SMPTE 开始时间，点按“不设定”。

• 如果 OpenTL 导入找到的第一个音频声部的开始时间大于零（不可能小于零），
但小于一个小时：

将第一个导入事件的开始时间设定到项目开始吗？

如果您选取“设定”，导入的第一个音频声部将准确放置在项目的开始位置。

这就解决了 Tascam 机器上的项目以一个大时间值开始，但小于一个小时（如 59 分
钟）的问题。这种情况下，您无法即刻看到导入的音频声部，因为它们导入时可能
超出了项目的终点，也几乎一定会处于可见的窗口区域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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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AAF 文件
AAF（高级创作格式）是其他 DAW 应用程序，如 Pro Tools 所使用的。您可以使用
它来导入多个音频轨道，包括轨道参考、时间位置和音量自动化。

若要将当前项目导出为 AAF 文件
1 选取“文件”>“导出”>“项目为 AAF 文件”（或使用“将项目导出为 AAF 文件”键盘命

令）。

2 在“将 AAF 文件存储为”对话框中，选取以下弹出式菜单选项：

• 采样速率： 选取 44.1 kHz、48 kHz、88.2 kHz 或 96 kHz。

• 位长度： 选取 16 或 24 位。

• 文件格式： 选取 WAVE 或 AIFF。

• 假噪声类型： 选取“无”或这四种添加假噪声算法的任何一种（请参阅并轨和添加
假噪声）。

3 选取一个位置，给文件输入一个名称，然后点按“好”。

导出包括所有使用的片段，包括轨道和位置参考和音量自动化。

若要导入 AAF 文件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文件”>“导入”（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然后在“导入”对话框中选取 AAF 文
件。

µ 在浏览器中定位 AAF 文件，然后点按“打开”按钮。

若要打开 AAF 文件
1 选取“文件”>“打开”。

2 在“打开”对话框中选取 AAF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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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Final Cut Pro XML 文件
Final Cut Pro XML 格式用于在 Final Cut Pro 和 Logic Pro 之间导入和导出音频数据。
Final Cut Pro XML 格式支持自动化数据。

若要将当前项目导出为 Final Cut Pro/XML 文件
µ 选取“文件”>“导出”>“项目到 Final Cut Pro/XML”。

会打开一个标准对话框，可让您给导出文件命名。

备注： 软件乐器轨道始终并轨为音频文件。MIDI 轨道被忽略。如果需要，并轨将
自动切换为实时模式（如使用 I/O 或外部乐器插件时）。

若要导入 Final Cut Pro XML 文件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文件”>“导入”，然后在“导入”对话框中选取文件。

µ 在浏览器中定位和选定文件，然后点按“打开”按钮。

XML 导入步骤可让您更改或保留 Final Cut Pro 序列中使用的音频文件的采样速率。
如果您导入使用采样速率不同的音频文件的序列，有以下选项可供选择：

• 改变您 Logic Pro 项目的采样速率，以符合所有导入的 Final Cut Pro 序列音频文
件。

• 保持您 Logic Pro 项目的采样速率。使用与所选不同的采样速率的所有 Final Cut Pro
序列音频文件都被转换。

备注： Final Cut Pro 序列是视频、音频和图形片段、编辑信息和效果的排列。结合
在一起，就会创建一个影片。使用 XML 将 Final Cut Pro 序列导入到 Logic Pro 中，
可让您交换多个音频轨道，同时保留所有位置片段信息、片段名称、音量和声相自
动化数据。

将单个片段导出为音频文件
您可以将音频或 MIDI 片段导出为新的音频文件。

备注： 不带音量和声相自动化的渲染通常很受欢迎，因为导出功能最常用于将您
的轨道或片段传输给外部应用程序，从而进行处理、混合或编辑。

若要将音频或 MIDI 片段导出为音频文件
1 在编配区域点按片段。

2 选取“文件”>“导出”>“片段为音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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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需要定义以下参数。

• 存储为： 给新音频文件输入一个名称。

• 文件选择器： 浏览并为新音频文件选取目标文件夹。

• 新建文件夹： 点按此按钮以创建新文件夹。

• 隐藏扩展名： 选择此注记格以隐藏文件扩展名 - .wav、.aif 等。

• 存储格式： 为新音频文件选取文件格式 - SDII、AIFF 或 WAVE。

• 位长度： 确定新音频文件的位长度 - 8 位、16 位、24 位或 32 位（浮点）。

• 多输出软件乐器： 在以下两个选项之间选取（只用于已插入多输出软件乐器的
软件乐器轨道上的片段）。

• 每个轨道一个文件： 对于每个多输出软件乐器轨道，将多输出信号与主输出
信号混合到一个并轨文件。在多个编配轨道使用同一个多输出软件乐器通道条
的情况下，将为每个编配轨道创建一个文件。

• 每个通道条一个文件： 为每个辅助通道条创建附加并轨文件作为输入源，这
些辅助通道条具有所选轨道的多输出软件乐器的多个输出。

• 忽略效果插件： 选择此注记格以停用来源轨道上的所有插件。

• 包括音频结尾： 选择此注记格，以扩展已创建的文件的长度来包括任何乐器释
放和可能的效果结尾（混响、延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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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音量/声相自动： 选择此注记格，以在导出时执行音量和声相自动化，其结
果将影响已创建的文件。否则，只是拷贝音量和声相自动化，而不会执行。

备注： 不带音量和声相自动化的渲染通常很受欢迎，因为导出功能最常用于将
您的轨道或片段传输给外部应用程序，从而进行处理、混合或编辑。

• 正常化： 在正常化的三种状态之间选取。

• 关： 关闭正常化。

• 仅过载保护： 如果出现过载（电平在 0 dB 之上，会导致削波），允许向下正
常化，但是如果电平较低，则不允许正常化。

• 开： 允许完整双向正常化。

• 将结果文件添加到音频媒体夹： 选择此注记格以将已创建的文件添加到音频媒
体夹。

4 点按“存储”按钮。

将单个轨道或多个轨道导出为音频文件
您可以将轨道上的所有音频或 MIDI 片段导出为一个新的音频文件，或将多个轨道
上的所有音频或 MIDI 片段导出为多个新的音频文件（每个轨道一个文件）。

若要将轨道上的所有音频或 MIDI 片段导出到一个新音频文件
1 请在编配区域中点按轨道。

2 选取“文件”>“导出”>“轨道为音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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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需要定义以下参数。

• 存储为： 给新音频文件输入一个名称。

• 文件选择器： 浏览并为新音频文件选取目标文件夹。

• 新建文件夹： 点按此按钮以创建新文件夹。

• 隐藏扩展名： 选择此注记格以隐藏文件扩展名 - .wav、.aif 等。

• 存储格式： 为新音频文件选取文件格式 - SDII、AIFF 或 WAVE。

• 位长度： 确定新音频文件的位长度 - 8 位、16 位、24 位或 32 位（浮点）。

• 多输出软件乐器： 在以下两个选项之间选取（只用于已插入多输出软件乐器的
软件乐器轨道上的片段）。

• 每个轨道一个文件： 对于每个多输出软件乐器轨道，将多输出信号与主输出
信号混合到一个并轨文件。在多个编配轨道使用同一个多输出软件乐器通道条
的情况下，将为每个编配轨道创建一个文件。

• 每个通道条一个文件： 为每个辅助通道条创建附加并轨文件作为输入源，这
些辅助通道条具有所选轨道的多输出软件乐器的多个输出。

• 忽略效果插件： 选择此注记格以停用来源轨道上的所有插件。

• 包括音频结尾： 选择此注记格，以扩展已创建的文件的长度来包括任何乐器释
放和可能的效果结尾（混响、延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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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音量/声相自动： 选择此注记格，以在导出时执行音量和声相自动化，其结
果将影响已创建的文件。否则，只是拷贝音量和声相自动化，而不会执行。

备注： 不带音量和声相自动化的渲染通常很受欢迎，因为导出功能最常用于将
您的轨道或片段传输给外部应用程序，从而进行处理、混合或编辑。

• 正常化： 在正常化的三种状态之间选取。

• 关： 关闭正常化。

• 仅过载保护： 如果出现过载（电平在 0 dB 之上，会导致削波），允许向下正
常化，但是如果电平较低，则不允许正常化。

• 开： 允许完整双向正常化。

• 将结果文件添加到音频媒体夹： 选择此注记格以将已创建的文件添加到音频媒
体夹。

4 点按“存储”按钮。

若要将所有音频或软件乐器轨道导出到多个新音频文件
1 选取“文件”>“导出”>“所有轨道为音频文件”。

备注： 不要求选定任何轨道。

2 根据需要定义以下参数。

• 存储为： 给新音频文件输入一个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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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选择器： 浏览并为新音频文件选取目标文件夹。

• 新建文件夹： 点按此按钮以创建新文件夹。

• 隐藏扩展名： 选择此注记格以隐藏文件扩展名 - .wav、.aif 等。

• 存储格式： 为新音频文件选取文件格式 - SDII、AIFF 或 WAVE。

• 位长度： 确定新音频文件的位长度 - 8 位、16 位、24 位或 32 位（浮点）。

• 多输出软件乐器： 在以下两个选项之间选取（只用于已插入多输出软件乐器的
软件乐器轨道上的片段）。

• 每个轨道一个文件： 对于每个多输出软件乐器轨道，将多输出信号与主输出
信号混合到一个并轨文件。在多个编配轨道使用同一个多输出软件乐器通道条
的情况下，将为每个编配轨道创建一个文件。

• 每个通道条一个文件： 为每个辅助通道条创建附加并轨文件作为输入源，这
些辅助通道条具有所选轨道的多输出软件乐器的多个输出。

• 忽略效果插件： 选择此注记格以停用来源轨道上的所有插件。

• 包括音频结尾： 选择此注记格，以扩展已创建的文件的长度来包括任何乐器释
放和可能的效果结尾（混响、延迟等）。

• 包括音量/声相自动： 选择此注记格，以在导出时执行音量和声相自动化，其结
果将影响已创建的文件。否则，只是拷贝音量和声相自动化，而不会执行。

备注： 不带音量和声相自动化的渲染通常很受欢迎，因为导出功能最常用于将
您的轨道或片段传输给外部应用程序，从而进行处理、混合或编辑。

• 正常化： 在正常化的三种状态之间选取。

• 关： 关闭正常化。

• 仅过载保护： 如果出现过载（电平在 0 dB 之上，会导致削波），允许向下正
常化，但是如果电平较低，则不允许正常化。

• 开： 允许完整双向正常化。

• 将结果文件添加到音频媒体夹： 选择此注记格以将已创建的文件添加到音频媒
体夹。

3 点按“存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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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Pro 提供了多种不同的工具和方法，用于创建和编辑速度事件。可以使用环境
中的速度推子或使用“速度操作”窗口，在走带控制条、全局速度轨道和（列表区域
的）速度列表中更改或编辑速度。大多数情况下，全局速度轨道或轨道列表将是您
的首要之选。本章讨论这些工具，并描述速度事件与 MIDI 和音频片段之间的关系。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使用走带控制条中的速度显示 (第 879 页)

• 使用速度轨道 (第 880 页)

• 在 Logic Pro 中录制速度改变 (第 884 页)

• 调整速度以适合音频片段 (第 885 页)

• 使用速度列表 (第 885 页)

• 使用“速度操作”窗口 (第 888 页)

• 使用“速度解释器”窗口 (第 890 页)

• 使用速度推子 (第 892 页)

使用走带控制条中的速度显示
即使您正在使用编程的速度改变或外部同步，当前速度（处于播放头位置）始终显
示在走带控制条上。

若要设定不变的项目速度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垂直拖移速度显示。

µ 连按速度显示，键入新的值，然后按下 Return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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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更改速度显示的格式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显示”偏好设置：

•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显示”（或使用“打开显示偏好设置”键盘命令）。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显示”。

2 在“通用”面板中，从“速度显示为”弹出式菜单选取一个选项。

使用速度轨道
速度改变由储存在专用速度轨道上的速度事件所控制。此轨道可以显示在“编配”窗
口、钢琴卷帘窗编辑器、Hyper Editor 和乐谱编辑器中。速度轨道适用于整个项目。
速度轨道也确定传入的时间码和当前播放头位置之间的关系。

若要查看速度轨道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视图”>“全局轨道”（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G）。

µ 点按任何线性编辑窗口的小节标尺左侧的显示三角形。

备注： 默认情况下，当您使用以上任何一种方法打开全局轨道通道时，全局标记、
拍号和速度轨道均可见。如果速度轨道不可见，您可以配置全局轨道显示来满足自
身要求。有关进一步详细信息，请参阅显示全局轨道。

速度轨道将速度改变显示为节点：  用线连接的点。默认情况下，这些点后接持续
到下一个节点的水平线，跟项目位置对齐（显示在小节标尺中）。在这一点上，有
一条垂直线连接到随后速度改变的节点。这会创建一系列的山峰峡谷，代表项目速
度。

备注： 如果速度轨道的垂直高度足够高，速度将用各个节点旁的数字显示（单位
为 b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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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速度轨道中创建和删除事件
您可以通过将速度改变事件插入到所需项目位置的速度轨道中，从而创建它们。

若要插入速度改变事件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用指针工具连按所需位置。

µ 用铅笔工具点按所需位置。

使用铅笔工具时留意帮助标记，在显示所要的速度和位置前，请勿释放鼠标按键。
使用指针工具连按时，不会出现任何帮助标记。

µ 按住 Control-Option-Command 点按速度轨道中的所需位置。

会打开一个文本栏，可让您键入 bpm 值。按下 Return 键，将创建此值的速度事
件。

若要删除速度改变事件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通过点按节点本身或右侧的线来选择事件，然后选取“编辑”>“删除”（或按下 Delete
键）。

µ 使用指针工具连按节点。

µ 使用橡皮工具点按节点。

在速度轨道中创建速度曲线
若要创建两个速度之间的连续过渡，点按住并拖移第二个节点上方或下方直角线的
尖端（角）。

将产生一条曲线或斜线（显示“移动曲线节点”帮助标记），可以（水平或垂直）拖
移它来改变曲线形状。您会发现，这跟用鼠标绘制轨道自动化曲线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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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使速度曲线更精确或比较不精确
µ 从速度轨道的“精度”弹出式菜单中选择一个值，来定义使用曲线时，实际执行的速

度改变数量。

设定为 1/16 时，每四分音符会有四个速度改变；设定为 1/1 时，每小节只生成一
个速度改变，这会造成质量较低的过渡。可以给各个节点定义不同的精度。

若要删除速度曲线
µ 使用橡皮工具点按正在处理的节点（位于直角尖端），或使用指针工具连按此节

点。

在速度轨道中移动、改变和拷贝事件
若要移动一个速度改变事件，抓取节点（或右侧的线）并向左或向右拖移。

若要进行更精细的速度改变移动
µ 向左或向右拖移节点时按住 Shift 键。

若要将选定的速度改变事件移到当前播放头位置
µ 使用“获得时钟点”（将事件移到播放头位置）键盘命令。

若要移动选定的速度改变事件，替换原来的事件
µ 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或右键点按）节点，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向左扩展”。

这样会移动前一个速度事件位置左边的选定速度事件，前一个速度事件会被移动的
速度事件替换。

备注： 对于第一个速度事件，此菜单项呈灰色显示。

若要更改速度改变事件的值
µ 垂直拖移节点（或线）。将有一个帮助标记显示速度值。

当您选取的值超出当前最小值或最大值时，会自动调整速度轨道的显示范围（左侧
显示的比例）。

备注： 为了防止不想要的变化，每个操作的节点被限制为垂直或水平移动。换句
话说，您可以更改速度改变事件的值或者位置，但不能同时改变两者。

若要在多个速度事件中创建不变的速度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速度轨道选择部分（包括多个速度事件），然

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按平均值替换”。

若要拷贝速度改变事件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拖移节点时按住 Option 键。

µ 使用标准的拷贝和粘贴步骤（通过编辑菜单或相应的键盘命令）。播放头确定第一
个粘贴的事件的目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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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拷贝或移动多个速度改变事件
µ 按住 Shift 键点按，或通过拖移选择（同时按住 Control 键），然后将所有节点拖到

目标位置。

备注： 目标位置的所有速度改变事件会由移动的或拷贝的事件所替换。

在速度轨道中调整显示范围
将自动调整速度事件的显示范围。将节点拖到当前最大或最小比例边界之外，以自
动调整范围。

若要手动定义速度显示的最大范围和最小范围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抓取速度比例中的最大和最小值，并垂直拖移它们。

µ 连按任一范围值，并在文本栏中键入数字值。

这些用户定义值显示为黄色。如果您想返回到自动缩放模式，使用上述的步骤，并
保持文本栏空白。

在速度轨道的备选速度之间切换
速度轨道中的“备选”弹出式菜单可让您在不同速度图之间切换。换句话说，每个项
目中您最多可以创建九个不同的速度轨道版本，并在它们之间切换。

原来的速度轨道自动被分配到“备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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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创建备选速度图
µ 选取一个未使用的编号（2 到 9 之间），并创建速度事件。

这将是一个空白的速度图，项目的开头处包含一个速度事件。

若要将所有速度事件从一个备选速度拷贝到另一个备选速度
µ 按住 Option 键，从弹出式菜单选取目标备选速度。

这会创建一个可以稍微调整的复制速度图，可让您在保留一个撤退图时，试验小的
速度变量。

速度和节拍对应轨道之间的关系
在节拍对应轨道中执行的操作会改变速度轨道。这包括改变现有的速度改变事件，
或创建新的速度改变事件。

由于这种效果，使用节拍对应功能之后，您应该避免在速度轨道中进行更改。如果
您这样做了，源自节拍对应功能的正时将被破坏。有关节拍对应轨道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节拍对应片段。

在 Logic Pro 中录制速度改变
当 Logic Pro 处于录音模式时，进行的所有速度改变都会自动储存为速度轨道上的
速度事件。这些事件可以用外部 MIDI 控制器、环境速度推子或外部同步信号来创
建。您可以在速度轨道中，或使用其中一种速度编辑器（速度列表、“速度操作”窗
口、“速度解释器”窗口或速度推子）来编辑录制的速度事件。

若要启用速度改变录音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录音”项目设置：

•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录音”（或使用“打开录音项目设置”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Option-*）。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设置”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录音”。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走带控制条上的“录音”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录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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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允许速度改变录音”注记格。

调整速度以适合音频片段
“选项”>“速度”>“使用片段长度和定位符来调整速度”命令通过在选定音频片段的开
始点创建速度改变事件，来调整项目速度。这确保选定音频片段的长度准确符合定
位符之间的距离。

有关此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设定项目速度，以与音频片段相符。

使用速度列表
速度列表显示项目中的所有速度事件。您可以在“编配”窗口中将速度列表作为标签
打开，也可以将其作为独立窗口打开。

若要在“编配”窗口中将速度列表作为标签打开
µ 在编辑工具栏的右上角点按“列表”按钮，然后点按“速度”标签（或使用“开关速度列

表”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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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将速度列表作为单独窗口打开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选项”>“速度”>“打开速度列表”（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µ 拖移“速度”标签，当您拖移此标签时，它会变为“速度列表”窗口。

在速度列表中创建和编辑事件
速度列表的布局和使用方式跟事件列表的布局和使用方式很相似。以下部分只列出
最重要的速度列表操作。有关通用（和相同）事件列表操作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事件列表中编辑 MIDI 事件。

若要在速度列表中创建速度事件
1 将播放头移到所需项目位置。

2 点按“创建”按钮，或用铅笔工具点按底部速度事件的下方。

出现一个速度事件（使用当前的项目速度值）。您可以在速度栏中改变此值。

若要在速度列表中删除速度事件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用橡皮工具点按速度事件。

µ 选择速度事件，然后选取“编辑”>“删除”（或按下 Delete 键）。

若要更改速度改变事件的位置
µ 将鼠标用作滑块，或连按并直接在“位置”或“SMPTE”栏中键入值。

若要将任何选定的速度事件移到当前播放头位置
µ 使用“获得时钟点”（将事件移到播放头位置）键盘命令。

若要从段落中拷贝速度改变
1 将定位符设定到包含正确速度改变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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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取“编辑”>“选定定位符以内的”。

备注： 当选取框活跃时，使用此键盘命令将选取框设定为与定位符匹配。

3 将速度事件拷贝到夹纸板（默认键盘命令分配：  Command-C）。

4 取消选定所有速度事件（通过点按背景）。

5 从夹纸板粘贴速度事件（默认键盘命令分配：  Command-V）。

6 粘贴位置默认为当前播放头位置，但这可以更改。第一个粘贴的速度事件旁出现一
个位置输入框，可让您改变小节位置。如果第一个速度改变不在段落中小节的开始
处，请确保改变小节编号，并保持节拍、子节拍和帧或音位值不变。

7 按下 Return 键。

将选定拷贝的速度改变，如果需要，您可以撤销此操作。

在速度列表中显示附加速度信息
创建速度曲线会导致创建许多速度改变事件。可以在速度列表中查看这些速度改变
事件。

若要在速度列表中显示附加速度事件
µ 点按“附加信息”按钮。

所有速度事件（包括位于速度曲线上的速度事件）都会在速度列表中显示。

使用速度列表中的快捷键菜单
可以通过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速度列表中的任意位置来访问多个选
择、编辑和其他命令。使用此技术可以加快工作流程。

备注：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功能取决于鼠标右键按钮：  在
“Logic Pro”>“偏好设置”>“通用”>“编辑”面板中选取“打开快捷键菜单”选项。

在速度列表的备选速度之间切换
每个项目中您最多可以使用九个不同的速度列表变量。这在带速度改变的项目中很
有用，因为它可让您：

• 在录制 MIDI 片段时临时减慢速度

• 临时停用速度改变

• 尝试不同的速度变量

若要在不同的速度列表之间切换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选项”>“备选速度”，并选取速度列表。

µ 从“备选”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速度列表。

887第 33 章 高级速度操作



使用“速度操作”窗口
“速度操作”窗口用于编辑现有的速度改变和创建新的速度改变。窗口自动显示您已
选定进行编辑的区域，并在处理速度曲线时，以图形方式实时显示改变，从而让您
看到正在进行的操作。

若要打开“速度操作”窗口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从主菜单栏选取“选项”>“速度”>“速度操作”（或使用“打开速度操作”键盘命令。

µ 在走带控制条中按住 Control 键点按“同步”按钮（如果可见），然后从快捷键菜单
中选取“打开速度操作”。

在“速度操作”窗口中创建速度曲线
“创建速度曲线”操作让您用几个参数就能创建大量速度改变事件，并提供了平滑的
整体速度改变。

若要在“速度操作”窗口中创建速度改变
1 使用“位置”或“时间”栏来定义速度改变应该发生的区域：  左栏设定曲线起点，而右

栏设定曲线终点。

2 在速度行中输入开始和结束速度。

3 选择曲线类型。

“曲线类型”弹出式菜单中有三种速度曲线可用。每个速度曲线都提供一个曲率参数
（“曲线类型”弹出式菜单右侧的栏），该参数确定要加速还是减速，这取决于输入
的曲率值是正数还是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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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整曲率参数。

5 用密度参数改变图形速度事件的重点。

只能在真正需要时才使用 1/8 和更精确的值（例如，速度改变非常慢或非常快）。
不要为了使曲线看起来更平滑些，而选定高于 1/8 或更精确的精度。这会导致不必
要的处理量，并创建需要之外的速度事件。

当您改变值时，显示的速度曲线（从您所做的速度设置计算而来）将以红色显示。

备注： “以新速度继续”注记格确定是在速度曲线结束后恢复原始速度（未选定），
还是保持新的速度（曲线中的最后一个速度改变事件）（已选定）。

6 完成时点按“应用”。

在“速度操作”窗口中创建不变速度
“创建不变速度”操作在任何选定区域创建一个不变的速度。默认设置给选定的项目
部分分配一个平均速度（根据现有的速度改变事件）。

如果您想要去掉两点之间的所有速度变量，而不改变最右侧位置的 SMPTE 时间，
请点按“应用”按钮。

不要忘了“以新速度继续”注记格，它会保留新速度或返回至初始速度。

在“速度操作”窗口中缩放速度改变的比例
“按比例调整现有速度改变”操作按比例改变现有的速度改变（缩放它们）。这让您
能够加快整个项目部分的速度，而不会丢失此区域任何后续速度改变之间的关系。
缩放按百分数完成。正百分数值使这些部分加速，负值使它们减速。

在“速度操作”窗口中伸展速度曲线
“伸展现有速度曲线”操作伸展或压缩现有的速度曲线。位置或时间参数用于定义您
想要改变的区域的开始点。随后您可以输入新的速度曲线终点作为小节位置或
SMPTE 值，或给曲线设定一个伸展值（以百分数）。

在“速度操作”窗口中减少速度改变
“位置”或“时间”栏定义要处理的区域的开始点和结束点。密度确定处理后每个小节
剩余的速度事件的数量。您可以在每小节一个速度改变事件 (1/1) 和每小节 32 个速
度改变事件 (1/32) 之间选择值。

在“速度操作”窗口中随机化速度
使用位置或时间参数来定义要处理的区域的开始点和结束点。使用“随机化”来确定
与当前速度的偏差量，单位为每分钟节拍数 (bpm)。

密度定义新速度事件出现的频率。您可以在每小节一次 (1/1) 和每小节 32 次 (1/32)
之间选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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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速度解释器”窗口
您可以使用电脑键盘或传入的 MIDI 事件来设定项目速度。换句话说，Logic Pro 将
追踪手动同步信号（也称为人为同步）。这种同步方法相当不精确，因为如果停止
传入手动同步脉冲，Logic Pro 会以它接收到的最后一个速度继续。

您使用“拍子速度”命令，通过确实给电脑或 MIDI 键盘按键打拍子来生成速度正时事
件。

若要进入手动同步模式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文件”>“项目设置”>“同步”>“通用”面板的“同步模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手动”。

µ 在“项目设置”>“同步”>“通用”面板中，选择“自动启用外部同步”注记格（默认为开）。

如果 Logic Pro“听到”“拍子速度”命令，它将自动跟随此速度。

控制 Logic Pro 如何响应拍子速度命令的参数位于“速度解释器”窗口中。

若要打开“速度解释器”窗口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选项”>“速度”>“速度解释器”（或使用“打开速度解释器”键盘命令）。

µ 在走带控制条中按住 Control 键点按“同步”按钮（如果可见），然后从快捷键菜单
中选取“打开速度解释器”。

备注： 当“速度解释器”窗口打开时，仅可以播放选定的软件乐器轨道和所有外部
MIDI 轨道。

“速度解释器”窗口中有以下参数。

• 打一拍： 此参数设定 Logic Pro 分配给手动拍子的音符值。用较大的值您可以获
得最好效果，较小的值则不行。4 分音符通常效果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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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口： 此参数确定可以输入拍子音符的时间跨度（或窗口）（设定单位为音位，
或 1/3840 音符）。仅此时间窗口内产生的拍子可以用来确定速度。之外的任何
拍子被忽略。

• 窗口越狭窄，Logic Pro 就越能有效应对处于音符值（用“打一拍”参数设定）之
间的任何拍子（对速度）的影响。

• 窗口设定得越大，创建动态速度改变就越容易。

• 如果您将窗口参数设定为 0，拍子窗口将完全消失，所有拍子都将被当作确定
速度的信息。如果没有生成拍子，Logic Pro 将暂停。

• 速度响应： 此参数设定对速度改变的灵敏度：  值越大，灵敏度越高。大多数情
况下，您应该将此值设定为 4。如果您发现您的拍子时序不准确，但想要 Logic Pro
以相对不变的速度播放，请将此值减小到 2 左右。

• 最大 速度改变： 使用此参数来设定每拍子可能的最大速度改变（单位为 bpm）。
若要获得最有规律或最规则的速度曲线，请遵守此规则：  设定可能的最小值（也
就是说，仅需要的大小）。

• 打预备拍： 这设定用作预备拍的拍子数量。Logic Pro 开始跟随在预备拍后的第
一个拍子的速度。

• 平滑的： 打开此功能，使传入拍子导致的速度跳动变得平稳（证实在使用 Logic Pro
现场直播时这很有用）。如果想要 Logic Pro 准确快速地跟随您的拍子，您应该
关闭此功能。

• 速度录制： 处于录音模式中时，“速度录制”功能创建一个跟随您的拍子的速度列
表。通常应该关闭此选项。

• 前和后： 这些是您拍子信号显示的方式：

• 前： 显示每个传入的拍子。

• 后： 显示发生在时间窗口内（如窗口参数所定义），或接近打一拍或打一拍
上的每个接受的拍子。

如果拍子在允许范围内，“前/后”拍子信号闪烁黄色，如果在范围之外，则闪烁红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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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速度推子
您可以通过选取“新建”>“推子”>“特殊”>“速度控制”，在“环境”窗口中创建一个实时
速度推子。此推子可以控制项目速度（使用元事件 #100）。除非您想录制推子的
输出，否则，无需将其连接到任何东西。

速度推子的可能值的范围为 50 到 177 bpm。外部 MIDI 数据可以用来控制速度推
子，输入值为 0 时产生的速度为 50，输入值为 127 时产生的速度为 177。

如果您将一个速度推子放在环境中“物理输入”和“音序器输入”对象之间，您将能够：

• 录制速度改变

• 使用任何所需的 MIDI 事件类型控制速度

这种方式下，可以智能录制新速度轨道数据。仅抹掉实际包含速度改变的区域中的
原始速度数据。

如果回放或录制期间移动了速度推子，则将关闭速度列表中定义的所有数据，除非
停止 Logic Pro。

外部 SMPTE 同步活跃时，速度推子的移动将被忽略。因此，如果您喜欢，速度推
子可以用来在回放或录制期间取消激活同步参考。

备注： 速度推子的参数框将弯音事件显示为输入定义（默认情况下）。这可让您
用键盘的弯音轮来控制项目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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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ogic Pro 中录音时，您通常要用到节拍器咔嗒声。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您希
望录音时没有咔嗒声，以自由速度播放，或者至少不是全程以严格统一的速度进
行。还有一种情况：也许您已经有一个音频录音，而它并未录制节拍器咔嗒声，因
此包含细微的速度变化，您想在其中添加附加轨道。在此情况下，“节拍对应”轨道
有助于使这些自由录制的显示在节奏上颇具意义。它的方法是：定义已存在的音乐
事件的小节位置，且不改变它们的绝对时间位置，因而使听觉效果保留了其原始的
计时。

备注： 音乐事件，在此环境中是指 MIDI 片段中的 MIDI 音符或音频片段中的瞬变
（与强重音符的开端相对应）。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了解“节拍对应”的概念 (第 893 页)

• 节拍对应 MIDI 片段 (第 894 页)

• 节拍对应音频片段 (第 895 页)

• 片段的自动节拍对应 (第 897 页)

• 与场景标记的节拍对应 (第 898 页)

• 与标记的节拍对应 (第 898 页)

了解“节拍对应”的概念
节拍对应包含两个步骤：  首先，您在“节拍对应”轨道上以图形方式将音乐事件与相
应的小节位置连接起来，您只需在它们之间用鼠标划线即可。Logic Pro 将为每一个
小节位置自动插入一个速度改变事件。这就导致：尽管小节位置改变了，音符/事
件还将按其先前的绝对时间位置播放。一个节拍对应的 Logic Pro 项目将包含和原
始录音一样的速度变化。

假设节拍对应精确，一切内容在时间上都会和节拍器的速度保持一致，这对进一步
的项目发展大有裨益：

• 在录制附加片段时可能会用到节拍器咔嗒声。

• 对于新录制的片段，可能用到量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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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循环（MIDI 和 Apple Loops）用在编配中时，它将根据速度自动调整。

• 不采用咔嗒声录制的 MIDI 片段将以一种有音乐意蕴的方式展现在乐谱编辑器中。

• 附加的 MIDI 片段也可以通过“逐个输入”功能来制作，这样听起来就不会太呆板。
这种较为轻松的感觉归功于节拍对应过程造成了回放部分的所有速度变化。

默认情况下，如果您启用全局轨道的显示，则全局的“标记”、“拍号”和“速度”轨道均
可见。如果“节拍对应”轨道未显示，请选取“视图”>“配置全局轨道”，并选择“节拍对
应”注记格。有关详细说明，请参阅隐藏或显示全局轨道。

节拍对应 MIDI 片段
以下章节将概述编配窗口中的节拍对应步骤。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乐谱编辑器和
Hyper Editor 中，也可进行节拍对应，在这些窗口中，您因为可以直接看到对应的
音符而拥有更多优势。若要使用（或测试）节拍对应，您至少需要一个不符合当前
速度的 MIDI 片段。如果没有可用片段，您只需不用节拍器咔嗒声录制一个片段。

在“节拍对应”轨道的上部，您可以看见一个标尺，该标尺包含音乐小节、节拍和细
等份的图形显示。这些内容反映了在走带控制条中设定的等份值（同时也取决于当
前的缩放比例）。

若要将音符事件分配到特定的小节位置
1 选择您要用于节拍对应的片段。

选择之后，在“节拍对应”轨道的底端边缘就会出现短横线。这些表示所选片段中的
音符。

2 从左侧开始，在小节标尺中点按并按住您想要分配到 MIDI 音符的第一个小节位置。

此时将显示一条黄色竖线。

3 一直按住鼠标按键，将光标向下拖至代表所选音符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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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秒钟后，会出现一条颜色稍深的黄线，这条黄线仍与小节标尺中的相同位置相连
接。这条线会跟随鼠标光标的移动进入到轨道的底部，同时形成一个角度。当这条
线与所需音符连接之后，松开鼠标按键。

Logic Pro 会自动计算并插入速度变化，而这种变化可以从“速度”轨道上看到。这一
点确保了所分配的音符（和其他所有音符）将在以前一样的绝对时间上回放，无论
它们的小节位置是否改变。

4 从左向右移动，沿着时间轴调整进一步的事件，以获得最佳节拍对应效果。

如果操作失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抹掉任何节拍分配：连按它，使用橡皮工具，
或选中它并按下 Delete 键。使用 Delete 键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意外删除了当前选
定的其他事件或片段。若要清除所有的节拍分配，请点按“节拍对应”轨道的轨道头
中的任何位置（按钮和菜单除外）。这样可选择轨道中的所有数据，允许您按 Delete
键以删除所有事件。

备注： 如果您想从某个小节位置到原始录音中的某个特定位置（其中不存在任何
音符）画一条连接线，请按住 Control 键，用鼠标来画即可。这样会让连接线吸附
到任何细等份上。

节拍对应音频片段
节拍对应音频片段的操作方式与 MIDI 片段相似。最大的不同是，Logic Pro 必须首
先分析音频片段，以找到节奏明显的点，这些点随即会与小节位置相链接。Logic Pro
在分析音频片段时会搜索瞬变。瞬变就是在其上的音频录音在很短的时间跨度内声
音大很多（也叫做信号尖峰脉冲）的位置。这在鼓声录音中尤为典型，但对于其他
乐器或完全混音的分析（取决于音乐环境）也能产生可用的结果。

若要检测音频片段中的瞬变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择想要分析的片段，然后点按“节拍对应”轨道头上的“检测”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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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将片段拖到“节拍对应”轨道。

分析完毕之后，瞬变会在“节拍对应”轨道的底部显示为一些小竖线。

提示： 由于波形概览太小，有时难以识别瞬变。在这种情况下，您应该使用编配
区域中水平缩放控制左侧的“波形缩放”按钮。这允许您直观地调整“节拍对应”轨道
中波形的大小。

此节拍对应过程的其他步骤与所述的 MIDI 片段的步骤相同。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节拍对应 MIDI 片段。

提高音频片段的节拍对应准确性的方式有多种。按“节拍对应”轨道上的“检测”按钮
时，检测的瞬变显示在某个可见阈值上。使用“节拍对应”轨道上的“-”和“+”按钮可以
调整该阈值。

• 点按“-”按钮可减少显示的瞬变数。

• 点按“+”按钮可增加显示的瞬变数。

在处理音乐中不十分明显的重音（如响亮混音中的轻柔鼓声）时，大量的瞬变十分
有帮助。另一方面，这样的设置可能会导致显示出对一个片段的节奏结构没有任何
意义的瞬变。一般来说，您应该从更低设置开始，并且仅在音乐中的明显节奏元素
没有被正确识别的情况下切换到更高设置。

有时，您的录音中可能包含处于有音乐效用位置上的（MIDI 音符）事件，而且当
节拍对应被用于音频录音时还应该保持原位。此类情况的产生是因为包含“保护
MIDI”选项，该选项可以在“节拍对应”轨道的轨道头中找到。进行节拍对应时，只要
激活这个选项，就可以将现有 MIDI 事件保持在它们当前的小节标尺位置上。

您还可以通过移动一个或多个选定的音频片段使节拍对应更简单，从而使任何片段
的首个瞬变标记位于最近的整个节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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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将片段所选部分的首个瞬变标记移到最近的整个节拍位置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节拍对应轨道头，并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将首

个所选瞬变移到最近的节拍”（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这样可将片段所选部分的首个瞬变标记移到最近的整个节拍位置，而且所有选定的
片段都随它一起移动。

片段的自动节拍对应
“节拍对应”轨道头中的“来自片段的节拍”按钮用于激活使用自录式节拍器片段的自
动节拍对应方式。

若要使用自动节拍对应功能
1 选择您想要显示项目速度的片段，然后点按“节拍对应”轨道中的“来自片段的节拍”

按钮。

“通过预备片段设定节拍”对话框将会打开。

2 在“音符值”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最合适的音符值。

“音符值”可确定用于创建对应的时间精度。

3 在以下两种算法中进行选取：

• 允许丢失或附加的事件： 这种算法只将与速度相关的瞬变用于节拍对应过程（所
选部分基于项目的当前拍号）。这避免了大幅度速度变化，而这通常是没有必要
的。您应对音频片段使用此算法。

备注： 使用此算法时，用适当紧凑的打击乐材料可实现最佳效果。此算法对于
录制已严重偏离小节而播放的演奏而言效果不太好，或许会产生不一致的速度信
息。这对于非常复杂的分层鼓轨道或不提供足够瞬变信息的有旋律的材料均适
用。

• 准确使用所有现有事件： 这种算法使用自动节拍对应过程中检测的所有瞬变。
只有使用此算法分析为每个注重速度的瞬变提供事件的 (MIDI) 片段，您才能得到
有用结果。

4 点按“好”以执行自动节拍对应过程。

Logic Pro 将基于所选算法来扫描片段并执行节拍对应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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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如果使用“允许丢失或附加的事件”算法，在使用“来自片段的节拍”功能之前
要手动分配相应瞬变，因为这样可确保某个节拍始终是节拍对应过程中的部分。产
生的对应将始终包含手动对应的该位置。如果 Logic Pro 无法找到一致的速度，您
应尝试以下操作：  手动对应（最多）两个重要的节拍，并再次点按“来自片段的节
拍”按钮。这两个手动对应点可确定产生的速度，它将用作自动节拍对应的基础。
如果这种方法失败，则录制含有已同步常规音符的 MIDI 片段，并将其用作预备片
段。

若要使包含速度变化的音频材料节拍对应
1 在任何速度变化的准确位置剪切音频材料。

2 锁定每个音频片段的 SMPTE 位置。

3 选择第一个片段并执行所述的自动节拍对应过程。

4 继续对之后的所有音频片段执行此过程。

与场景标记的节拍对应
如果全局视频轨道可见，同时下载了一部 QuickTime 影片，并且使用了“检测剪切
点”功能（在视频轨道），检测到的画面标记应该在“节拍对应”轨道的底部显示为可
用的对应位置（竖线）。通过把场景剪切点位置分配到小节位置（如上所述），您
可以将其定义为小节的第一个强拍。

与标记的节拍对应
如果标记轨道可见，通过点按想要的标记就可以将其用作对应位置（“节拍对应”轨
道底部的竖线）。按住 Shift 键点按以指派多个标记作为节拍对应位置。操作完成
之后，您可以把标记轨道隐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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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和弦与移调轨道编辑 MIDI 事件和 Apple Loops 随时间的回放移调。

移调轨道包含用垂直线和水平线连接的节点。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全局移调事件，它
确定回放过程中播放头到达下一个移调事件之前的全局移调值。

移调事件与和弦轨道中的和弦根音音符密切相关。如果您创建或更改移调事件，音
高移动量会立即由和弦轨道中的和弦根音音符反映出来，反之亦然。

和弦与移调轨道的零位置由拍号轨道中的当前调号确定。如果项目中的调号发生变
化，和弦与移调轨道的零位置也会相应地变化。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打开和弦和移调轨道 (第 900 页)

• 了解 MIDI 事件和 Apple Loops 的移调方式 (第 900 页)

• 创建和编辑移调与和弦事件 (第 902 页)

• 使用和弦轨道分析 MIDI 片段 (第 9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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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和弦和移调轨道
在全局轨道区域中打开和弦和移调轨道。如果这些轨道不可见，请参阅显示全局轨
道。

若要打开和弦轨道
1 点按全局轨道头区域中的显示三角形。

2 点按和弦轨道的显示三角形。

您还可以分配和使用“开关和弦轨道”键盘命令。

若要打开移调轨道
1 点按全局轨道头区域中的显示三角形。

2 点按移调轨道的显示三角形。

您还可以分配和使用“开关移调轨道”键盘命令。

了解 MIDI 事件和 Apple Loops 的移调方式
移调事件（和它们对应的和弦）移动 MIDI 事件和 Apple Loops 的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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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I 事件
移调事件更改实际的 MIDI 事件本身。例如，如果您创建一个包含 C3 音符事件的
MIDI 片段，拷贝此 MIDI 片段，然后在拷贝的 MIDI 片段的开始处创建一个 +2 的移
调事件，移调事件会将这个音符事件更改为 D3。

尽管事件的数据改变，但移调轨道不是破坏性的，因为您可以多次更改 MIDI 事件
的移调。假如，您将上例中的 D3 拷贝到移调轨道设定为 +2 时的位置，MIDI 事件
将以 D3 回放。但是，如果移调轨道在目标位置设定为不同的回放间隔时间，MIDI
事件的音高将会被移到新的回放移调。

移调事件只影响您项目中已有的 MIDI 事件。它们不影响在您编辑移调事件之后创
建或录制的 MIDI 事件。

只有当各自的“轨道参数”框中的“没有移调”注记格未选定时，MIDI 事件才会被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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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Loops
Apple Loops 可以包含有关它们所在调的信息，并可以被自动移调。常规的音频片
段（非 Apple Loops 的音频片段）不会受到影响，没有调定义的 Apple Loops（例如
鼓循环）也不受影响。有关完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配合 Apple Loops 使用和弦轨
道。

创建和编辑移调与和弦事件
创建和编辑移调事件与标准的 MIDI 事件相似。

若要在移调轨道中创建移调事件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用铅笔工具点按移调轨道中的位置。

µ 按住 Control-Option-Command 键，并点按移调轨道中的位置，在文本栏中键入移
调值，然后按下 Return 键。

这会在点按的位置创建所键入值的移调事件。

若要更改移调事件的移调值
µ 垂直拖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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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和弦轨道中创建和弦事件
µ 用铅笔工具点按和弦轨道中的位置，然后在“定义和弦”对话框中定义和弦符号。

若要编辑和弦事件
µ 连按事件，并在“定义和弦”对话框中更改和弦符号属性。

若要选择和弦或移调事件
µ 用指针工具点按和弦或移调事件。

按住 Shift 键点按或通过拖移选择多个事件。

若要沿时间线移动和弦或移调事件
µ 水平拖移事件。

在这些步骤中，请注意观察帮助标记，查看特定事件的准确移调值和小节位置。

若要删除移调或和弦事件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用鼠标指针工具点按事件，然后按下 Delete 键。

µ 用橡皮工具点按事件。

移调事件可以通过标准拷贝和粘贴步骤或按住 Option 键时用鼠标拖移它们来拷贝。

还可以同时拷贝或移动多个移调事件，这对重复的项目部分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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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和弦轨道分析 MIDI 片段
您可以使用和弦轨道中的“分析”按钮，来分析 MIDI 片段中的和弦。选择 MIDI 片段
（最好是包含完整和弦的片段），并点按和弦轨道头中的“分析”按钮。这将分析
MIDI 片段，并且结果和弦显示在和弦轨道中。这对后续的多个片段也有作用。此
外，您可以将片段拖到和弦轨道上。

备注： 请记住，和弦轨道中的和弦是事件，它们影响 MIDI 事件和 Apple Loops 的
回放移调。请确保只有您确实需要使用和弦轨道时才使用它，一旦使用了它，它就
始终会影响您的作品。例如：  当您分析项目时，拷贝片段而不拷贝和弦轨道事件
…；如果您只想在项目中显示和弦，就不应使用它，而要使用标记轨道（或乐谱编
辑器文本和弦符号）。

在仅更改显示模式下操作
您可能会遇到和弦轨道中的和弦不正确或丢失的情形。例如，您录制一个 MIDI 片
段，选择它并使用和弦轨道的“分析”按钮。通常这会正常工作，因为这个分析算法
是相当智能的并了解有关泛音的一切。如果分析过程的结果出乎意料地与您的录音
不一致，则 Logic Pro 为您提供了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  和弦轨道的“仅更改显示”
模式。如果您通过点按和弦轨道中的“仅更改显示”选项激活此模式，您就可以将和
弦调整到与您实际听到的一致（移调轨道中的移调事件也会相应地改变）。当“仅
更改显示”模式活跃时，和弦轨道中应用到和弦的所有更改对相应的 MIDI 片段的回
放都没有影响（这些更改只使和弦轨道中显示的和弦与 MIDI 片段中播放的和弦一
致）。

“仅更改显示”模式不能用于音频轨道上使用的 Apple Loops。有关完整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配合 Apple Loops 使用和弦轨道。

在乐谱中插入和弦符号
和弦轨道中显示的和弦符号可以插入乐谱编辑器中（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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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将和弦从和弦轨道插入乐谱编辑器中
µ 选择乐谱编辑器中您想要对和弦符号使用的乐谱，然后选取“功能”>“从全局和弦轨

道插入和弦”。

插入的和弦符号显示为蓝色（打印出来为黑色），并只能在和弦轨道上和弦的界线
内移动。连按这种和弦会打开和弦轨道的“定义和弦”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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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不必了解（甚至不必打开）环境窗口，就可以通过 Logic Pro 的乐器或外部 MIDI
声音发生器和键盘创作音乐。创建新的乐器或者外部 MIDI 轨道时（如使用乐器中
所述），Logic Pro 会自动生成调音台通道条，且同时会创建和配置基本输入和输出
所需的任何环境对象。

备注： 这对于音频通道条（以及其他音频通道条类型，如辅助和输出通道条）也
有效，但是，您几乎无需访问环境中的这些对象，因为您在“调音台”和“编配”窗口
中可完全控制通道条。

本章概述使用环境所需的所有一般概念和技术。最终，如何使用以及是否使用环境
的任何设施由您来决定

有关环境对象的详细说明，请参阅环境对象参考。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打开环境 (第 907 页)

• 了解环境 (第 908 页)

• 处理分层 (第 909 页)

• 处理对象 (第 911 页)

• 创建 MIDI 信号路径 (第 915 页)

• 交换环境 (第 922 页)

• 自定环境显示 (第 925 页)

打开环境
环境只能作为单独窗口打开。

若要打开环境窗口
µ 请选取“窗口”>“环境”（或使用“打开环境”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8）。

您也可以使用开关环境键盘命令：

• 将打开的环境窗口放在前面。

• 打开环境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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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窗口是活跃窗口，则将其关闭。

了解环境
环境指的是您电脑里面 Logic Pro 的虚拟环境。开发其的目的在于让您可以完全控
制您的 MIDI 设置。

环境窗口提供 MIDI 工作室的虚拟视图，它包括以下对象：

• “物理输入”和“音序器输入”对象，这些对象表示 MIDI 接口和 Logic Pro 输入的物理
MIDI 输入。

• “乐器”对象，这些对象是 MIDI 装备中每种 MIDI 设备（例如，合成器和采样器）
的虚拟表示。

• 大量其他对象：如推子、旋钮、开关和自动琶音器等。这些对象用于创建新数
据，或者实时控制和修改 MIDI 信号流。

您通过用虚拟电缆连接环境对象来确定 MIDI 信号流。有关完整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创建 MIDI 信号路径。

用虚拟电缆连接对象使您易于跟踪信号流，但是也带来几乎无限制的路由和 MIDI
数据处理的可能。发挥您的想象力并合理规划（或者架设）信号路径，以利用每个
对象类型提供的功能。只要是您能想到的操作 MIDI 数据的方法，都可以在环境中
完成。

大多数对象可以被其他 MIDI 事件远程控制（例如，使用滑块或者键盘上的调制
轮）。如果您愿意，甚至可以录制这些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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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些专用对象，这些对象可以将 MIDI 信号分割成不同的通道，进行预
规划的更改，甚至重新路由信号路径。这些可让您用相同的 MIDI 数据（例如，音
符事件）进行多个处理，或者可用于向最基本的 MIDI 键盘提供控制器键盘功能。

如您想象的那样，环境会迅速被大量对象填充。若要保持对象有序，您可以为它们
分配不同的显示级别，这些级别称为分层。将这些分层视为整个环境不同的部分视
图。自然，您可以轻松地连接不同分层之间的对象。

处理分层
分层是环境窗口的显示级别。分层让您可以查看并处理相关对象的特定组别（例
如，所有乐器对象），而不是同时处理所有环境对象。当前分层的名称显示在“分
层”菜单中。

对象分布在不同的分层不会影响其功能，这只是一种更好的对象整理方式（能够整
理数千个对象）。两种情况例外：

• “全局对象”分层中的对象也显示在其他所有分层上。

• “所有对象”分层显示所有环境对象的列表。

909第 36 章 在环境中操作



了解受保护分层
前两层（“所有对象”和“全局对象”）的位置（和存在性）受保护，并且不可被删除。

• 所有对象： 本层显示环境中的所有对象。通常，本层的对象显示为列表。您可
以从“环境”菜单中选取“选项”>“跳到对象层”命令，以切换到选定对象的分层。

• 全局对象： 您可以将要在所有分层中可见的对象放在从顶部开始的第二层中。
这些对象将出现在所有分层中的相同位置。鉴于全局对象可以创建屏幕群集，建
议您在此分层尽量少放置些对象。

创建分层、给分层命名和删除分层
您可以在环境中创建分层，给分层命名和删除分层。

若要创建新分层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选项”>“分层”>“创建”（或使用“创建分层”键盘命令）。

µ 从“分层”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创建分层”。

将称为“（未命名的）”的新的空层插入当前选定分层的上面。

若要给分层命名
1 点按“分层名称”栏，然后键入名称。

2 按下 Return 以确认新名称。

若要删除分层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选项”>“分层”>“删除”（或使用删除分层键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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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分层”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删除分层”。

此时将出现一个警告，防止意外删除该层上的所有对象。

2 请点按“删除”完成操作。

在分层之间切换
您可以在分层之间切换，也可以切换回最近打开的分层。

若要在分层之间切换
µ 请点按“分层”菜单旁的箭头按钮，并从菜单中选取分层。

若要切换回最近打开的分层
µ 请从环境中选取“选项”>“跳到上一层”（或使用跳到上一层键盘命令）。

处理对象
和所有窗口一样，您可以通过使用不同的工具处理屏幕设置元素和数据。环境窗口
的“工具”菜单提供其他窗口具有的标准指针、铅笔和橡皮工具。这些工具用于选
定、创建和删除环境中的对象。此外，下列工具可用于环境中：

• 文字工具： 用文字工具点按对象，允许您对其重新命名。点按文字栏外的任何
位置，或者按下 Return 键，以完成命名操作。

• MIDI 直通工具： 用 MIDI 直通工具点按环境中的对象，以将对象分配给“编配”窗
口中的所选轨道。

创建和删除对象
您可以创建和删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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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创建对象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从“新建”菜单中选取对象类型，以在当前层上创建此类对象。

µ 用铅笔工具点按分层背景，以创建新的乐器对象。

若要删除对象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用橡皮工具点按对象。

µ 选择您要删除的所有对象，并选取“编辑”>“删除”（或者按下 Delete 键）。

移动对象
您可以通过抓取对象的图标或名称，并将其拖到分层上的新位置来移动它们。键盘
和推子对象的表面用于其操作。因此您必须抓取名称（如果有），或者对象右侧的
定位栏，以将其移动。如果按住 Shift 键，您也可以通过其表面抓取键盘或者推子
对象。

备注： 您可以按住 Shift 键点按任何环境对象，以选择和移动对象。这样做时，请
记住首先通过点按分层背景取消选择任何其他所选对象，以免移动它们。

您可以使用“分层”菜单和夹纸板在分层之间移动对象。您也可以打开第二个环境窗
口，并将对象拖到不同的分层。

若要使用“分层”菜单将对象移到不同的分层
1 选择对象。

2 按住 Option 键，并从“分层”菜单中选择分层。

所选对象将移到选取的分层上。

若要使用夹纸板将对象移到不同的分层
1 选择您要移动的对象，并选取“编辑”>“剪切”（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mmand-X）。

2 切换到目的分层。

3 确保没有选择任何对象（通过点按分层背景）。

4 选取“编辑”>“粘贴”（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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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如果尝试将对象粘贴到当前分层时选定了任何对象，对话框会询问是否要
“替换当前所选内容吗？否/替换”。如果您按下 Return 键或者点按“替换”，所选对象
将被夹纸板中的对象所替换。现有的连线保持完好。

若要将对象拖到不同的分层
1 打开显示目的分层的第二个环境窗口。

2 从第一个环境窗口中选择您要移动的对象，并将其从一个窗口拖到另一个窗口。

提示： 您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在分层间拷贝对象（通过按下 Option 键）。

拷贝对象
您可以在按下 Option 的同时使用指针工具，拖移分层上的某个对象，以将其拷贝。

若要使用夹纸板在不同分层之间拷贝对象
1 选择您要移动的对象，并选取“编辑”>“拷贝”（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Command-C）。

2 切换到目的分层。

3 确保没有选择任何对象（通过点按分层背景）。

4 选取“编辑”>“粘贴”（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mmand-V）。

连线被保留，因此使用此方法拷贝的各组对象将以与原对象相同的方法连接。（如
果拷贝单个对象，仅保留其输出电缆。）

备注： 如果尝试将对象粘贴到当前分层时选定了任何对象，对话框会询问是否要
“替换当前所选内容吗？否/替换”。如果您按下 Return 键或者点按“替换”，所选对象
将被夹纸板中的对象所替换。现有的连线保持完好。

若要使用拖放将对象拷贝到不同分层
1 打开显示目的分层的第二个环境窗口。

2 从第一个环境窗口中选择您要拷贝的对象，按下 Option 键，并将其从一个窗口拖
到另一个窗口。

调整对象的位置
可以自由放置对象，此功能十分灵活，但是可能会导致重叠或者失准，尤其在不同
分层之间粘贴时更是如此。幸运的是，您可以快速整理对象位置。

若要将对象吸附到网格
µ 请选取“视图”>“吸附位置”，以将对象与不可见的网格对齐。

最好使“吸附位置”保持打开状态。如果要手动将对象移动一些像素，您只需将其关
闭。

您也可以使用下列键盘命令，将所有所选对象向相关方向移动一个像素，即使在网
格打开时也可以执行此操作：

• 对象左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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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右移

• 对象上移

• 对象下移

若要水平或垂直对齐多个选定的对象
µ 请选取“选项”>“整理”>“对齐对象”（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左上部对象保留在其原来的位置。下一个对象的位置确定是按栏还是按行对齐对
象。如果在左上部对象的右侧，则所有对象水平对齐（行）。如果在左上部对象的
下面，则所有对象垂直对齐（栏）。

若要将所选对象与不可见的网格对齐
µ 请选取“选项”>“整理”>“网格位置”。

调整对象的大小
您可以通过抓取并拖移右下角（和窗口一样），以调整推子、键盘和监视器对象的
大小。

选择多个对象时（通过拖移选择或者按住 Shift 并点按），更改大小将更改每个对
象的大小，同时保留它们的相对大小。

若要将所选对象的大小设定为其默认值
µ 请选取“选项”>“整理”>“默认大小”。

您也可以使用下列键盘命令，将所有所选对象的宽度或高度减小或者增大 1 个像
素：

• 对象宽度减少 -1 个像素

• 对象宽度增加 1 个像素

• 对象高度减少 -1 个像素

• 对象高度增加 1 个像素

使用高级选择命令
您可以通过使用下列选择命令，让移动和拷贝任务更快速和简单。

• 选定所有已使用的乐器： “编辑”>“选定已使用的乐器”功能选定分配给“编配”窗口
中的选定轨道（或者包含片段的轨道），或是通过电缆连接至这些对象的所有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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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定所有未用的乐器： “编辑”>“选定未使用的乐器”功能选择“编配”窗口中未使用
（如同包含片段的轨道），也不通过电缆连接至任何这些对象的所有对象。

• 选定电缆目的对象或源对象： “编辑”>“选定电缆的目的位置”命令高亮显示选定
电缆连接的目的对象。这在下列两种情形下特别有用：

• 目的对象在不同的分层上。您可以使用此功能选定和显示目的对象（以及分
层）。

• 当在列表显示中（“视图”>“按文本”）时，由于选定源对象也选定了其电缆连
接，所以您可以定位源对象的目的对象。

此功能允许您跟踪从一个对象（串行连接）到另一个对象连线。如果并行连接多
个对象，或者选择多个电缆连接，则跟踪最上面的电缆的路径。

“编辑”>“选定电缆的起始位置”命令实际上执行相反的任务，即追溯到 MIDI 信号
流的源（或者起始）对象上。这在排除故障，或者您要更改大量串行连接的对象
时非常有用（通过更改原件）。

• 切换选择： 正如在“编配”窗口和编辑器中那样，您可以通过选取“编辑”>“切换选
择”更改当前分层中任何所选对象的状态。

创建 MIDI 信号路径
在用 Logic Pro 录制从您电脑的 MIDI 输入接收的任何 MIDI 事件之前，两个环境对象
之间必须存在连接：

• 物理输入对象： 这表示 MIDI 接口的“MIDI 输入”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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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序器输入对象： 这代表传入的 MIDI 事件进入 Logic Pro 的通道。

在 Logic Pro 中，传入的 MIDI 事件（到达“音序器输入”对象）总是指向编配区域轨
道列表中的所选轨道，在那里它们可被录制在 MIDI 片段中。

轨道片段播放的事件与传人的事件混音（如果有），并被发送到轨道所路由到的环
境对象。

事件可从这里（多乐器对象）被指向 MIDI 输出（请参阅创建直接输出分配）。

如果愿意，您可以将对象插入“物理输入”对象与“音序器输入”对象（例如，允许您
查看传入的 MIDI 事件的 MIDI 监视器对象）之间的信号路径。

您也可以将对象插入编配轨道及其目的对象之间，以启用其他环境处理。编配轨道
自身不用环境对象表示，但是您可以使用“轨道分配”菜单将轨道输出路由到环境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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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可以对路由到（软件）乐器通道 1 的编配轨道（MIDI 片段中的音符事件）
的输出进行琶音。若要这样做，您应该创建琶音器对象（这在环境的“调音台”分层
最容易），将琶音器分配给编配轨道（按住 Control 键点按轨道头，以访问“轨道分
配”菜单，并浏览至琶音器对象），然后将琶音器连线到乐器通道 1。

在回放中，片段中的音符事件会由自动琶音器对象进行处理，并被路由（通过电
缆）到乐器通道，此通道回放处理（自动琶音）过的 MIDI 音符数据。

创建直接输出分配
您可以创建到下列任何对象类型的物理 MIDI 输出的直接输出连接：

• 乐器

• 多乐器

• 对应的乐器

• 弹奏轨道

• 通用 MIDI 调音台

• MIDI 节拍器咔嗒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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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建立直接输出连接
µ 请点按对象的“参数”框中的“端口”菜单，然后选取一个 MIDI 输出。

“端口”菜单列出所有“MIDI 输出”，以及下列选项：

• “关”设置完全停用对 MIDI 接口端口的连接。

• “全部”选项将对象的输出路由到所有可用的 MIDI 端口。例如，如果设备正在发送
脉冲，这可能非常有用。

备注： 如果您的 MIDI 接口有多个输出端口（甚至多个可以堆叠的接口），可以建
立与这些接口中各个端口（1 至 63）的直接连接。

直接分配了输出的任何对象在其右侧用一个白色三角形表示。不存在直接分配时，
三角形为空。

连线环境对象
在环境对象之间建立连线，可以控制整个 MIDI 信号路径。通常，电缆显示为源对
象与目的对象之间的灰色或彩色线。

电缆被分配与源对象相同的颜色，这使得跟踪信号路径容易得多。但是，您可以关
闭电缆着色，并用“视图”>“彩色电缆”功能将其渲染成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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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始终是左侧为输入（不可见），右侧为输出。对象的输出显示为指向右侧的小
三角形。

若要在两个对象之间建立连接，方法 1
1 按住源对象的三角形。

鼠标指针变为插头（跳线），此插头表示来自对象输出的电缆连接。

2 将电缆插头移到目的对象上，并在对象突出显示（当您触及对象时自动发生）时释
放鼠标键。

两个对象之间将创建电缆连接。

如果源对象已被直接分配给 MIDI 输出端口，将出现一个对话框，询问您是否要替
换直接分配。您有三个选项：

• 取消： 不建立连接，源对象的直接输入分配保持完好。

• 否： 您的连线将进行，但是直接输出分配保持完好。这意味着源对象被连接到
两个目的对象：一个通过电缆连接到另一对象，另外一个通过直接输入分配连
接。

• 移走： 电缆连好后，直接输出分配将被移走。（这是默认选择，因为您通常不
想将对象连接到两个不同的目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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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两个对象之间建立连接，方法 2
1 按住 Option 键点按三角形，将打开分层菜单。

2 浏览目的对象所在的分层，并选取对象名称。

两个对象之间将创建电缆连接。

这是在分层之间创建连接的理想方法，除此之外，当单层存在大量紧密对象时，此
方法也非常有用。

您也可以打开第二个环境窗口（显示目的分层），并以图形方式连接窗口之间的对
象。

对另一层的电缆连接如下：

若要移走电缆连接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用橡皮工具点按电缆。

µ 选择电缆并按下 Delete 键

µ 抓取电缆，并将其插回到（拖过）源对象的三角形。

µ 使用“编辑”>“仅清除电缆”以去掉所有所选电缆，而不清除碰巧选定的任何对象。

如果选择对象也会同时选择所有相关的电缆连接，则要清除所有指向（或源自）一
个或多个对象的所有电缆时，此功能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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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多电缆连接
插入目的对象的电缆数不受限制。所有 MIDI 信号在对象的输入处混合。

若要从一个对象建立多个输出连接
1 将对象连接到目的对象。

一旦使用来自一个对象的输出（连接到另一对象），将自动出现另一个输出三角
形。

2 使用第二个输出三角形，以创建对进一步目的对象的第二个电缆连接。

上述操作完成后，将出现第三个输出三角形，以此类推。

有些对象有特殊输出，不同于上一任务。例如，通道分离器对象（请参阅通道分离
器”对象），它具有多个（功能不同的）输出。其他特殊对象包括连线开关（请参
阅连线开关）和“物理输入”对象（请参阅物理输入”对象）。在这些对象中，每个输
出只能使用一次。

若要将上述特殊输出对象的信号路由到多个目的对象
1 请通过选取“新建”>“监视器”创建监视器对象（请参阅监视器”对象）。

2 将来自所需对象输出的电缆插入监视器对象中。

3 将监视器对象连接到任意所需数量的其他目的对象。

监视器对象允许您查看流过对象的 MIDI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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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为现有的多个电缆选择公共目的对象
1 请选择电缆。

提示： 如果已将电缆连接到公共目的对象，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选定目的对象。

2 抓取一根电缆，并将其插入新的目的对象。

系统将询问您是否想要将所有选定的电缆与新目的对象连接。

3 点按“连接”，或者按下 Return 键。

串行和并行连线对象
您可以串行或者并行连接对象。例如，如果要快速连接用于控制 MIDI 混音控制台
的推子组，串行连线对象非常方便。

若要串行连接一组对象
µ 选择您要连接的所有对象，然后选取“选项”>“串接”。

将从左上部对象开始，串行连接对象。

若要将一组相同类型的对象（变换器和推子等）连接到公共目的对象
1 将其中一个源对象连接到目的对象。

2 选定目的对象，并选取“编辑”>“拷贝”。

3 选择您要连接到相同目的对象的其他对象，并选取“选项”>“将缓冲模板应用到”>“电
缆”。

您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拷贝更复杂的连线配置。只需确保您希望拷贝的组中的对象类
型与您将缓冲模版应用到的组中的对象类型相符。

交换环境
环境的一个主要优势在于它可以自定 Logic Pro，以完全控制您的 MIDI 工作室。但
是，当与其他乐曲家共享项目或者使用不同的工作室设置时，可能存在问题。

当您更改工作室后返回到早期项目时，也存在问题。Logic Pro 提供多种功能，以尽
量使这些过渡变得简单。

每当要在项目间交换环境时，将有包含所需环境的源项目，以及具有您要变更的环
境的目的项目。

目的环境必须处于内存中，并且必须是活跃的项目（其中一个窗口必须是活跃的）。
源项目也可以在内存中，或者可以是硬件（或者任何其他介质）上的文件。

• 如果内存中有两个项目，Logic Pro 则假设活跃项目为目的项目，而另一个项目为
源项目。

• 如果内存中有超过两个项目，Logic Pro 则假设活跃项目为目的项目，而其他项目
中最近活跃的一个为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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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内存中只有一个项目，Logic Pro 将打开“打开”对话框，可让您在导入环境时
选择源项目。

导入单用途环境
单用途环境补丁可以是特定 MIDI 装备的编辑器，单一 MIDI 处理任务的环境（例如
MIDI LFO），或者复杂的自动琶音器/延迟线配置。

若要导入位于单个层的环境补丁
1 请选取“选项”>“导入环境”>“分层”。

2 从出现的对话框中选取一个分层。

此分层（包括此分层的所有对象）将被插入目的项目中，位置与其在源项目的分层
位置相同（“分层”弹出式菜单中的相同位置）。所有现有层都根据需要移动。

您也可以通过拖移或者拷贝和粘贴，在项目之间移动环境对象的选择（包括连线）。
如果先将对象合并成宏，这将更加简单。

若要导入散布在多个环境分层中的环境补丁
µ 请选取“选项”>“导入环境”>“合并”。

来自源项目的所有环境对象将被添加到目的项目的环境中。

已合并的对象将被放在与其源相同的分层上。如果对象已经占据了目的项目的该
层，可能会导致混乱。

若要避免这种问题，请在导入前，在源项目的相同分层位置创建空白层（在目的项
目中）。

在两种情形下都应该要注意的事情是对环境中特殊对象的处理，包括“物理输入”和
“音序器输入”对象。如果已导入，它们将替换目的环境中的对等对象，并且连接到
它们的任何电缆将丢失。

导入前，最好暂时将其从源环境中删除。

另外，在您导入对象时应该注意的是，从导入对象连接的所有对象也被导入。

更新旧环境
如果仅向环境添加内容，而未删除任何内容，您可以通过选取“选项”>“导入环境”>“更
新”来更新旧项目。

仅新项目被导入，而旧项目（与其连线以及轨道分配）将保持不变。

交换环境
在您要与其他设置的环境交换 MIDI 设置环境的复杂情形下，Logic Pro 提供三个选
项：

• 按端口 MIDI/通道替换： 此选项用连向源项目中相同端口和 MIDI 通道的对象替换
目的项目中的所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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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名称替换： 此选项用源项目中具有相同名称的对象替换目的项目中的所有对
象。这样您可以相应地为源项目中的对象重新命名，以便于控制。

• 整体替换： 这用源项目的“环境”完全替换目的项目的“环境”。如果您使用此选
项，您将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包括将“编配”窗口轨道重新分配给对象，但有时这
是唯一的方式。

备注： 这种复杂的任务需要 Logic Pro 进行大量猜测，并且结果几乎总是需要您手
动进行微调。

按分配替换环境
交换环境的最灵活方式（也最耗时间）就是手动选取是否保持、删除或者替换每个
环境对象。如果您选取替换对象，您也必须定义替换物对象。通过选取“选项”>“导
入环境”>“自定”可以执行此方法。

当您选取自定导入时，左侧栏中将显示一个环境窗口，列出目标环境中的所有对
象，而右侧栏显示为每个对象选取的操作。

您可以通过点按右侧列表中的项，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替换物对象，每次分配
一个替换物。此弹出式菜单包括源项目的轨道列表中的所有对象。

此外，您可以选定列表中的一行或多行，并从“导入”菜单进行选择。除了保持和删
除，此菜单也提供如下所述的多种自动选择方法。

第一个“导入”菜单选项为“使用当前的分配来导入环境”。在您进行此选择前，不会
发生导入。其他选择（包括右栏中的弹出式菜单）确定导入方式。

导入选项
“导入”菜单的最后两项为导入过程提供更多选项：

• “导入”>“拷贝分层名称”： “源”（第二个）“环境”的分层名称被转移给当前环境。

• “导入”>“从第二环境拷贝选定的对象”： 源环境中的所有所选对象，即使不出现
在分配列表中，也将被拷贝到目的环境中。

自动分配功能
下述分配功能被立即应用于导入列表中所有所选的行。分配出现在右栏中，且随后
所有行被取消选定。

• “导入”>“分配为‘保持’”： 这些对象不被改变。

• “导入”>“分配为‘删除’”： 这些对象被删除。

• “导入”>“按相同特征分配”： 这些对象被分配给源项目中类型、图标、名称、端
口和 MIDI 通道相符的对象。拥有相同的“惟一 ID”的对象优先处理。

Logic Pro 维持所有环境对象的内部列表。对象在列表中的位置是其“惟一 ID”，只要
对象不被删除，其“惟一 ID”便不会变化。

对象被删除时，其在列表中的位置可以为新的对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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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被添加到环境中时，被放在列表的第一个可用位置。（如果没有空位置，将其
添加到列表末尾。）

• “导入”>“按惟一 ID 分配”： 对象被分配给源项目具有相同的“唯一 ID”的对象。如
果只是添加了对象，则此选项对更新环境非常有用。

• “导入”>“按端口/MIDI 通道分配”： 对象被具有相同端口/MIDI 通道的对象替换。如
果无法为对象找到匹配的对象，则将分配设定为“端口 0”和相同 MIDI 通道的对
象。如果仍然无法找到匹配，则为其分配具有相同 MIDI 通道的对象。

• “导入”>“按名称分配”： 对象被具有最相似名称的对象替换。（名称中至少有 80%
的内容必须相同。）

• “导入”>“按图标/名称分配”： 和上一选项相同，并且对象图标也必须相符。

自定环境显示
您可以使用“视图”菜单中的选项，自定环境的显示。

若要隐藏包含“分层”菜单和“对象参数”框的检查器
µ 选取“视图”>“检查器”（或使用“隐藏/显示检查器”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I）。

这会为环境工作区显示创建更多的屏幕空间。

若要以图形方式或列表方式查看对象
µ 请选取“视图”>“按文本”，以在将对象的图形显示和列表显示之间切换。

电缆不显示在列表显示方式中。此类显示在“所有对象”分层中最有用。

自定电缆显示
您可以通过隐藏电缆或者使其着色，以便更清楚地排列环境对象。

若要隐藏或显示电缆
µ 请选取“视图”>“电缆”，以显示或隐藏对象之间的电缆。

这也会在部分对象类型的右侧隐藏或显示定位栏（用于移动或调整大小）。

提示： 您可以通过选取“视图”>“保护连线/位置”，防止意外变更所有对象的位置、
大小和电缆连接。

如果连线和对象位置受保护，并且电缆被隐藏，则背景颜色发生变化。这通常更适
于虚拟调音台和推子设置。

若要查看彩色电缆
µ 选取“视图”>“彩色电缆”。

电缆颜色源自源对象的颜色（电缆从其中引出并到达其他对象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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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选对象分配颜色
µ 选取“视图”>“颜色”（或使用“打开调色板”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Option-C），并在

调色板中点按颜色。

连按调色板中的任何颜色，以打开“颜色”窗口，您可以在其中定义自定颜色。

这些颜色编辑储存在偏好设置文件中，并可用于所有项目。环境对象的颜色被用作
“编配”窗口中任何新创建片段的默认颜色。

查看无边框环境窗口
在“编配”窗口中操作时，您可能需要访问特定环境对象，例如，一些用于控制录音
机的按钮。

每次您需要控制录音机时，无需打开（或者实际查看）整个环境窗口，您可以创建
浮在其他窗口上方的小型窗口。

若要创建小型浮动窗口（以下是一种常用方法）
1 创建新分层。

2 创建对象，必要时用电缆连接，然后根据需要调整其参数。

3 重新放置对象，并调整环境窗口的大小，使窗口刚好能够容纳对象。

4 选取“视图”>“无框式浮动窗”。

这将创建浮在其他窗口上的小型环境窗口。

5 可随意放置窗口（将其置于“编配”窗口上面会最明显），并按下 Shift-L 将其锁定为
屏幕设置。

6 选取此屏幕设置，以在需要时访问磁带控制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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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旨在作为一份参考，帮助您了解可在 Logic Pro 中使用的不同环境对象。您将
了解每种环境对象类型、每种类型的设计意图，以及对象参数的使用方法。

备注： 如果您需要有关使用环境所需的一般概念和技术的信息，请参阅在环境中
操作。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打开“对象参数”框 (第 928 页)

• 了解常见对象参数 (第 928 页)

• “标准乐器”对象 (第 929 页)

• “多乐器”对象 (第 931 页)

• “对应的乐器”对象 (第 935 页)

• “Touch Track”对象 (第 939 页)

• “推子”对象 (第 942 页)

• “替身”对象 (第 958 页)

• “装饰音”对象 (第 960 页)

• “通用 MIDI 调音台”对象 (第 960 页)

• “MMC 录音按钮”对象 (第 963 页)

• “键盘”对象 (第 963 页)

• “监视器”对象 (第 964 页)

• “宏”对象 (第 964 页)

• “自动琶音器”对象 (第 966 页)

• “变换器”对象 (第 968 页)

• “延迟线”对象 (第 972 页)

• “声部限制器”对象 (第 973 页)

• “通道分离器”对象 (第 974 页)

• “和弦存储器”对象 (第 9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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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输入”对象 (第 976 页)

• “音序器输入”对象 (第 977 页)

• “MIDI 节拍”对象 (第 978 页)

• “内部”对象 (第 979 页)

• “通道条”对象 (第 981 页)

打开“对象参数”框
有几种方法可以在环境中打开“对象参数”框。

若要打开或关闭“对象参数”框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点按“对象参数”框左上角的三角形以隐藏除对象名称和类型之外的所有参数。这会
使对话框的高度缩到最小。

µ 选取“视图”>“检查器”（或使用“隐藏/显示检查器”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I）。

了解常见对象参数
每个环境对象有多个控制其操作的参数。选定一个对象时，可以在显示于“环境”窗
口检查器中的“对象参数”框中查看和更改这些参数。

当您选定分配给对象的轨道时，“对象参数”框也显示在“编配”窗口检查器中。这些
是相同的参数，在一个位置的更改也反映在另一个位置。但是，存在一类对象与此
稍有不同：  音频通道条。

音频通道条在“编配”窗口中显示时，为其显示包含简化参数组的“对象参数”框。这
些对象的完整参数设置只在“环境”窗口的“调音台”层中可用。音频通道条的“编配”窗
口与环境表示不同主要有两个原因：  若要节省屏幕空间，并提供您创作音乐所需
的工具，而不是设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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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使用两个术语，使区分更清晰（对于所有音频、乐器和外部 MIDI 通道条）：

• “轨道参数”框（在“编配”窗口中，用于表示通道正控制相应的轨道）

• “对象参数”框（在“环境”中，您在其中处理基础对象）

下列参数被所有对象类型共享：

名称
对象的名称显示在三角形旁，并可通过点按名称选定进行编辑。您也可以通过用文
字工具点按对象，以编辑名称。

对象类型
对象类型显示在括号中且不能被编辑。

显示轨道分配菜单的滤波器
选择“图标”旁边的注记格，使得对象在编配区域的“轨道分配”菜单中可见。（请参
阅将轨道分配至环境对象。）显然这对于乐器对象非常有用，但是也可方便地用于
其他对象，诸如自动琶音器、Touch Tracks 以及和弦存储器。

一旦使它可见，您可以按下 Control 键点按编配轨道，并将轨道重新分配给这些对
象之一。反之亦然，例如对象就可被路由到乐器通道。

其结果就是运行 Logic Pro 时，如果您在键盘上弹奏和弦，选择轨道列表中的自动
琶音对象（发送到软件乐器通道）将造成乐器声音的实时自动琶音。

不在“轨道分配”菜单中的对象，仍然可以通过从环境拖到轨道列表上，或者使用环
境的 MIDI 直通工具，将其分配给轨道。

如果您将多乐器对象移到轨道列表中，所选的子通道将被设定为轨道乐器。如果未
选定子通道，则为目的轨道及其下的轨道设定所有初始化的子通道（未删除的子通
道）。如果目的轨道下没有轨道，将自动创建新轨道，并将其分配给多乐器对象的
子通道。

如果未选定注记格，对象及其图标将仍然出现在环境中。如果对象将被用作轨道目
的，您应该只选择“图标”注记格。

图标
点按“对象参数”框中的图标（注记格旁边），以选取图标来表示“环境”和“编配”窗口
轨道列表中的对象。

“标准乐器”对象
Logic Pro 提供了标准乐器对象，用于处理只使用一个 MIDI 通道的 MIDI 设备（通常
为旧式合成器、通过 MIDI 控制的效果设备或者电子鼓乐器）。标准乐器在单一 MIDI
通道上传输 MIDI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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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创建标准乐器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新建”>“乐器”（或使用“新标准乐器”键盘命令）。

µ 用铅笔工具点按环境背景。

标准乐器参数框
创建标准乐器时，以下参数会显示在“对象参数”框中。

• 端口： 用于设定对您 MIDI 输出端口之一的直接连接。记住您也可以直接将乐器
对象连接到（或自）其他环境对象，以便进行 MIDI 处理。

• 通道： 设定乐器输出的 MIDI 通道。如果您将此参数设定为“全部”，所有事件都
会与其原通道设置一起发送。

• 音色、音量和声相： “音色”、“音量”和“声相”参数传递音色变化、音量控制器 (#7)
和声相控制器 (#10) 数据。

在您选择相应的注记格前，不会发送数据。如果已选择此框，将立即发送任何值
的变化，并且在选定轨道时也会发送这些值。

音色编号左侧（即注记格的正右方）为音色库选择参数。如果您的 MIDI 声源可
识别“音色库选择”信息（查看设备手册），您就能在声音库之间切换。如果您的
声源对标准“音色库选择”信息作出响应（控制器 #32），您就能直接使用此参数。
如果没有的话，您可以定义自己的“音色库选择”命令（请参阅对应的乐器”对象）。

• 变调： 定义输出中所有音符事件被移调的半音数。负值向下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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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度： 允许您以一个 -99 至 99 之间的量，增大或减小所有音符事件的音符开力
度。

• 调限制： “调限制”参数的两个音符值定义了音高范围。当播放 MIDI 片段时，超
出此范围的所有音符都会被乐器忽略。换言之，此范围的音符将不被播放。

• 力度限制： 力度限制参数的两个值定义力度范围。乐器不会播放力度在此范围
之外的所有音符。

• 延迟： 延迟参数导致较早或者较迟发送所有 MIDI 事件。这允许您补偿各种 MIDI
设备之间的任何反应时间差。使用片段的延迟参数（在“编配”窗口中显示的检查
器的“轨道参数”框中）以创建有节奏的延迟效果，因为这允许有更长的延迟时间。

• 没有移调： 如果没有移调参数活跃，此乐器对象播放的任何轨道上的所有片段
受保护不进行移调。换句话说，移调片段参数被忽略。这对于分配给鼓类或其他
采样的乐器非常有用（与单一 MIDI 通道上跨键盘对应），因为移调将在这些乐
器中触发不同声音（而不是音高）。

• 没有复位： 如果没有复位参数活跃，则不会有复位信息发送到乐器。如果将控
制器用于非音乐目的，如将乐器对象用于调音台自动化任务时，这可能非常有
用。“Logic Pro”>“偏好设置”>“MIDI”>“复位信息”设置确定发送的复位信息。这些信
息不被发送到“没有复位”乐器。

• 风格： 风格参数可被设定为任何可用的五线谱风格。每当在乐器的其中一个轨
道上创建片段时，会为该片段分配此处显示的五线谱风格。如果选取“自动”风格
（默认），Logic Pro 将根据片段中音符的音高范围选择适当的风格。有关五线谱
风格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处理五线谱风格。

“多乐器”对象
多乐器如同在一个软件包中集合 16 种标准乐器打开“对象参数”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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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种标准乐器中的每一种都提供单独的 MIDI 通道（反映 16 个 MIDI 通道），这些
通道被称为子通道。多乐器的界面包括每个子通道的带有编号的正方形（按钮）。
点按任何带有编号的正方形，以选择相应的子通道，并在“对象参数”框中显示其参
数。

每个子通道都有一套完整的乐器参数（与标准乐器参数框中列出的参数相同）。

通常会使用多乐器对象来处理多音色硬件合成器或者采样器。多音色声音模块可以
同时在多个 MIDI 通道上接收，每个通道同时回放不同的声音。

由于大多数现代 MIDI 设备为多音色，因此多乐器可能是您环境中最常用的乐器对
象。

若要创建新的多乐器对象
µ 选取“新建”>“多乐器”（或使用“新的多乐器”键盘命令）。

多乐器参数框
多乐器对象参数是一组较简短的标准乐器对象参数（请参阅打开“对象参数”框）。
您在多乐器“参数”框中所做的设置将全局应用到所有子通道。

若要查看多乐器参数框
µ 点按多乐器对象顶部的图标。

整个多乐器对象被选定，则可以执行某些操作，例如设定“端口”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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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乐器”窗口
连按多乐器以打开“多乐器”窗口：

设备名称和设备简称
在窗口的左上角，您可以在“设备名称”输入栏中输入多乐器的完整名称。您还可以
在“设备简称”输入栏中输入多乐器的简称。显示音色名称时，此简称用于“编配”窗
口轨道列表中。

根据您是否已激活子通道的音色参数，下列信息将出现在编配区域的轨道列表中：

• 多乐器名称和通道编号（如果参数未激活）

• 简称、通道编号和音色名称（如果参数已激活）

音色名称
“多乐器”窗口中存在 128 个音色名称。总共有 15 个库的 128 个音色名称可用。有
多种输入音色名称的方式：

• 通过连按名称（通过文本输入栏）。

• 通过从不同的多乐器，或者字处理程序进行拷贝（通过夹纸板）。整个声音库的
夹纸板功能在“选项”弹出式菜单中提供。

• 首先，将音色编号或“通用 MIDI”名称拷贝到夹纸板，并将其添加到字处理文稿
中。

• 然后您可以编辑名称，并再次将整个部分拷贝回去。

• 如果您想要使用音色编号而不是名称，请从“选项”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初始名称为
编号”。

• 如果您要使用“通用 MIDI”音色名称，请选取“初始通用 MIDI 名称”。如果激活了窗
口底部的“将通用 MIDI 鼓音色名称用于通道 10”注记格，标准通用 MIDI 鼓组名称
将显示在子通道 10 的“参数”框的“音色”菜单中。

如果所选子通道的“参数”框中的“音色”框内有勾号，您可以通过从“多乐器”窗口中选
择音色名称来发送音色变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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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色库
“音色库”弹出式菜单允许您选取 15 个可用声音库之一（0 至 14）。顶部项（“未指
定音色库。已使用音色库 0 的名称。”）可以使用，如果您的发声器无法理解音色
库选择信息，或者只有 128 个音色。

• 音色库 0 始终被初始化。

• 第一次从音色库 1 至 14 中选取一个音色库时，系统会询问您是否要初始化此音
色库。

• 非初始化音色库使用与音色库 0 相等音色编号的名称。

备注： 如果您要为这些音色库输入音色名称，由于每个已初始化的音色库需要使
用更多内存，所以您应该只初始化附加音色库。

音色库信息
您可以在“音色库信息”弹出式菜单中定义您在多乐器的音色库之间进行切换时所发
送的 MIDI 事件。

不同的 MIDI 乐器制造商使用不同的音色库选择格式。请参阅您的 MIDI 乐器手册，
以了解它是否支持音色库选择信息，以及如果支持，其使用的格式是什么。

有了现代的合成器，格式有很大机会可以与菜单的顶部项之一相符：  控制器 32 或
者控制器 0。还提供了预置，可以适应多种较常用类型的合成器。如果您的合成器
不使用列出的任何一种格式，则您可以定义自己的音色库选择信息（请参阅自定音
色库选择）。

处理子通道
若要选择子通道（以处理多乐器内的特定 MIDI 通道编号），请点按多乐器对象上
带有相应编号的正方形（按钮）。当您第一次点按子通道时，它将被激活，使其可
用于编配轨道列表中的“轨道分配”菜单（通过按下 Control 键点按轨道进行访问）。
若要避免菜单混乱，您应该只激活实际需要或者外部 MIDI 设备支持的子通道数。

与其他任何环境对象一样，您可以通过取消选择“对象参数”框中的“图标”注记格，
以从“轨道分配”菜单去掉子通道。取消激活时，子通道的按钮上将显示对角线。

在以上图像中，选择了子通道 1，激活子通道 1 至 8，并且从“轨道分配”菜单中去
掉了子通道 9 至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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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通道参数框
每个子通道有一组完整的乐器参数，与标准乐器的乐器参数相同。（请参阅标准乐
器参数框。）您不能更改的唯一参数为 MIDI 通道。如果您尝试更改通道，系统会
要求您选择另一个子通道或多乐器自身以更改常用的驱动程序目的位置。

但是，您可以将“编配”窗口的“通道参数”框中的通道更改为多乐器的任何子通道，
这样轨道将被分配给所选子通道。这允许您将轨道（轨道上的片段）重定向到另一
个子通道，使其易于用特定通道/声音播放多个声部。

备注： 如果您更改任何子通道的输出端口参数，这将影响整个多乐器和所有其他
子通道。

直接连线到子通道
若要将环境对象的输出直接连接到子通道的输出，请按下 Option 键点按源对象的
输出三角形，然后从“重新分配轨道对象”菜单中选取子通道。（请参阅连线环境对
象。）

备注： 您不能将电缆拖到子通道。只能将任何拖移的电缆连接到整个多乐器对象，
而不能连接到它的其中一个子通道。

“对应的乐器”对象
对应的乐器对于鼓类乐器或者任何鼓模式 MIDI 设备特别有用。鼓模式设备将不同
的声音分配给不同的 MIDI 音符，但仅使用单个 MIDI 通道；例如，载入 EXS24 mkII
的架子鼓，或兼容通用 MIDI 的声音模块的 MIDI 通道 10，或电子鼓乐器。

若要创建新的对应乐器
µ 请选取“新建”>“对应的乐器”（或使用“新的对应乐器”键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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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乐器就像标准乐器一样使用，但是每个独立的输入音符可以是：

• 已命名（小军鼓和竖钹等）

• 对应到输出音符

• 给定力度偏移

• 获分配自己的 MIDI 通道

• 发送到最多 16 条输出电缆之一（这允许您创建导向多个声源的单一乐器。）

• 给定了自己的乐谱参数：  音符头形状，在五线谱中的相对垂直位置，以及鼓乐
器组分配（请参阅使用带对应五线谱风格的鼓乐谱）。

对应乐器的参数框
对应乐器的参数是标准乐器参数的子集。丢失的设置在“对应的乐器”窗口中逐个音
符提供。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打开“对象参数”框。

“对应的乐器”窗口
连按对应的乐器图标以打开“对应的乐器”窗口。各行与输入音符相对应，而各栏包
含每个音符可用的各种参数。创建新的对应乐器时，窗口将自动打开。

键盘（选定音符）
左侧键盘表示输入音符。可以通过点按键盘进行播放。您也可以通过将鼠标拖到您
想要使用的音符上，来选择单个音符或者音符范围。若要选择多个音符，请按下
Shift 键点按音符。任何值变化都会应用到所有所选音符。

输入名称
您可在第一栏中点按输入音符名称（例如，E6），并键入最多 12 个字符的名称。
按下 Return 键或者点按文本输入栏的外部，以确认新的名称。

您可以将所选音符的名称初始化为：

• 音高说明（例如，C#3），这要通过从“初始化”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作为音符的名
称”。

• 通用 MIDI 标准鼓声的名称，这要通过选取“初始化”>“作为通用 MIDI 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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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显示了 MIDI 片段（在发送到对应乐器对象的轨道上），
正在播放的音符的名称将出现在垂直键盘上。

输出音符
此栏用于设定输出音符。这可通过下列方式之一实现：

• 连按音符说明并编辑文字

• 将符杠拖到输出音符名称的右侧

MIDI 音符将在更改其值时发送，以让您试听自己制作的效果。

使用“初始化”>“输出音符”命令，以使所选音高的输出音符与输入音符音高相符。

力度
用于设定向传入音符的力度添加或从中减少的力度偏移。垂直拖移数字以创建力度
偏移。您也可以点按符杠上的特定点。

“初始化”>“输出力度”命令会将所有力度偏移复位为 0（无偏移）。

通道
用于设定单个音符的 MIDI 通道。这允许您在同一个发声器播放不同鼓组的各个声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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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通常使用“基础”设置。这意味着在对应乐器“参数”框设定的通道上发送音符。如
果您从“参数”框中选取“全部”，将使用传入的音符的通道信息。如果您想要在信号
路径的多乐器或者标准乐器之后放置对应的乐器，这非常有用。

若要将所有所选音符设定为“基础”，请选取“初始化”>“输出通道”。

连接对应的乐器
您可以将单个音符从对应的乐器对象发送到（最多）16 条不同的输出电缆，以便
您播放不同声源的声音。如果您选定的电缆不存在，将不发送音符。

“初始化”>“输出电缆”命令会将所有电缆还原为 #1（“对应的乐器”的顶部出口）。

乐谱参数
最后三栏用于定义单个音符的乐谱参数。

• 符头： 此弹出式菜单允许您更改音符符头。

• 相对 位置： 此栏用于更改五线谱上音符的相对位置。它不更改音高，只更改乐
谱编辑器中五线谱上音符符头的垂直位置。垂直拖移以更改音符位置。

• 组别： 由于对应的乐器对象通常用于打击乐器，点按住组栏，以打开编组鼓族
的菜单：  脚鼓和小军鼓等。MIDI 声音模块可以使鼓声与 127 个可能的音符对应，
这样至少可以形成有趣的五线谱。将多个相关的打击乐声音（例如，嗵嗵鼓）分
配给嗵嗵鼓组，以将所有相关的声音放在单一五线谱行上。和相对位置一样，编
组音符的音高不受将其编组到单行的影响。

选取“初始化”>“乐谱参数”以取消符头、相对 位置和组别参数的设置。

自定音色库选择
Logic Pro 为每个标准乐器、多乐器（包括子通道）或者对应的乐器对象提供 15 个
音色库编号（0 至 14）。您可以为每个音色库创建自定列表，其中可以包含任意数
量的事件（任何类型，甚至 SysEx）。

每当您手动更改音色库或者从 Logic Pro 发送标准音色库更改信息时，此音色库的
整个列表都会传输到您的声音模块。

若要设置自定音色库选择信息
1 请选择您要定义音色库选择信息的乐器。

2 选取“选项”>“定义自定音色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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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打开与事件列表相似的窗口，此窗口具有音色库 0 至 15 的单一默认音色库选择
信息。（所用的默认为 MIDI 控制器 #0 信息，其值等于音色库编号。）

您可以通过剪切、拷贝、插入和编辑，像在事件列表中一样创建 MIDI 事件。（请
参阅在事件列表中编辑 MIDI 事件。）唯一差别在于您要输入音色库编号，而不是
时间位置。

当音色库选择需要多个信息时，音色库编号旁的括号中的字母可让您控制传输顺
序。

如果没有为特定音色库定义事件，则会为此音色库发送标准的音色库选择信息。

对于需要通道的音色库信息（例如，MIDI 控制器信息），将使用乐器的通道。此
功能对于多乐器特别有用，因为您只需为全部 16 个子通道创建一组音色库信息。
如果将乐器的通道设定为“全部”，则使用通道 1。

备注： 自定音色库选择信息成为乐器的一部分，并在您复制乐器对象时自动与其
一起拷贝。

“Touch Track”对象
“Touch Track”对象使您可以通过一个音符触发 MIDI 片段或折叠夹。此选项可用于实
时创建新编配，最适合用于现场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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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不能使用 Touch Track 来触发音频。在下面部分，任何片段的引用都表示折叠夹
和 MIDI 片段，而不是音频片段。尽管有这种限制，您仍能将音频片段（作为文件）
载入 EXS24 mkII，并用“Touch Tracks”对象触发它。

若要创建“Touch Tracks”对象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将 MIDI 片段或者折叠夹从编配区域拖到环境中。

µ 从“环境”菜单中选取“新建”>“Touch Tracks”。

若要使用“Touch Tracks”对象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将“Touch Tracks”对象分配给编配轨道。

µ 将“Touch Tracks”对象放在 MIDI 信号路径的任何地方。

请记住以下事项：

• 只有“Touch Tracks”输入有意义，触发音符必须在这里显示。尽管对象具有输出三
角形，但是没有用，因为事件从来不在这里显示。

• “Touch Tracks”触发的 MIDI 片段和折叠夹的播放与在“编配”窗口中完全一样，都是
通过分配给其轨道的乐器进行回放。

• 必须打开 Logic Pro 后才可以使用 Touch Tr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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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ch Tracks”窗口
连按“Touch Tracks”对象以打开“Touch Tracks”窗口。

此窗口与“对应的乐器”窗口相似。通过左侧的键盘选择输入音符，并在对应行的栏
中设定输出片段分配和参数。有关对应的乐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对应的乐器”对
象。

垂直灰色线意味着设置与上面的线相同。如果您更改另一条垂直灰色线上面的一条
垂直灰色线，较低的那条灰色线将更改，以显示它之前的值。（将不再与上面的线
相同。）

片段音符分配
把 MIDI 片段或者折叠夹拖到环境中，将自动创建“Touch Tracks”对象。所有音符（初
始）触发此片段。中音 C 以其原来的音高播放片段或折叠夹，且所有其他音符相对
于中音 C 进行移调。

在“输入名称”栏中，您可以看到输入音符，在其右侧的“片段/折叠夹”栏中，则将看
到已分配片段或折叠夹的名称。在左侧的垂直键盘上，您可以在多个键之间拖移，
以选择单个音符或音高范围。如果您之后从“编配”窗口拖移 MIDI 片段或折叠夹，则
其将只分配给所选音符（或音符范围）。

组别
组别与它们在 Hyper Editor 中的功能相同。触发一个片段时，同一组别中的任何其
他（当前正在播放的）片段会停止。

“关”设置意味着不将片段分配给任何组。

移调（移调）
当您将片段拖到“Touch Tracks”窗口中设定的调时，此调以其原音高触发片段（无移
调）。如果您要移调片段，您可以在“移调”栏中设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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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您将片段拖到“Touch Tracks”窗口时选择了调范围，则会为邻近的调（在调范
围内）自动设定增量移调。

当您通过将片段拖到环境中以创建 Touch Tracks 对象时，C3 会以其正常音高触发片
段，且所有其他调都会触发该片段（相对于 C3 移调）。

力度
您可以在“力度”栏中将片段的灵敏度设定为触发音符的力度值：  100%（非常灵
敏）、50%（一般灵敏）或者关（对力度不灵敏）。

触发模式
“触发”栏决定片段回放的处理方式：

• 多： 播放触发音符将开始片段。再次播放音符将重新开始片段，而不停止原先
已触发版本的回放。

• 单个： 播放触发音符一次将开始片段。再次播放将停止回放，并重新开始片段。

• 门： 片段播放到触发音符被释放为止（或者直到片段结束）。

• 门循环： 片段循环到触发音符被释放为止。

• 开关： 播放触发音符将开始片段。再次播放将停止回放。

• 开关循环： 播放触发音符将开始片段循环。再次播放将停止回放。

开始
此栏允许您对片段开始和停止进行量化。“任意”意味着不进行量化。“下一个 16 分
音符”、“下一个 4 分音符”或者“下一个全音符”设置用于在演奏触发音符时，在下一
个 16 分音符或下一个 4 分音符处，或者在下一栏开始处开始或停止片段。

延迟
此栏允许您将延迟分配给片段起点。延迟在栏右侧以音位为单位或者左侧以音符值
为单位设定。

您可以同时使用“延迟”和“开始”，以从小节的任何位置开始片段。例如：  将“开始”
设定为 1/1，并将“延迟”设定为 480 个音位，以在小节的第二个第 8 音符开始回放。

“推子”对象
通过点按或者拖移推子，以将推子用于发送 MIDI 事件。推子分为各种不同形式（旋
钮、滑块、数字和按钮）。推子对象响应传入的 MIDI 事件。

若要创建新的推子
µ 请选取“新建”>“推子”。

会显示子菜单，您可以从中选择想要的推子风格。底部有一个名为“特殊”的子菜
单，用于选择各种特殊推子类型（连线开关和元推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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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子的风格决定其屏幕外观（滑块、旋钮、菜单和数值），及其响应鼠标的方式
（点按并拖移，连按并键入数字、点按和从菜单选取）。

自动风格推子（您用键盘命令创建推子时的默认风格）在您改变推子的形状和大小
时更改风格。

推子的类型决定推子发出和响应什么事件。但是，在两种情形下，推子完全不发送
事件：

• 连线开关将事件路由到不同的输出。点按连线开关对象将使其依次逐步通过输
出。

• 替身分配器将更改推子替身的引用（对原件或父级对象）。

通常，推子的风格与其类型完全独立。连线开关可能看起来象一个按钮，旋钮可以
发送 MIDI 或者元或 SysEx 事件等。但矢量风格的推子除外，这些推子的运行方式与
众不同，它们同时送出两个（在特殊情形下为四个）信息，具体取决于其 2 维矢量
窗口中的鼠标位置。

不用担心在“新建”菜单中选取了错误的推子风格或类型；您可以通过“对象参数”框
完全控制推子的风格和类型。

使用推子
通常，您可以抓取推子的表面，并将其纵向或横向拖移，具体取决于其风格。将推
子自身用作滑块时，您可能会注意到值可能跨跃较大的增量，具体取决于推子大小
以及拖移速度。您也可以通过按下 Control 键的同时拖移滑块或旋钮，一步更改其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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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推子风格具有数值显示。在此情形下，连按数值栏，并输入值。当您拖移任何
滑块或旋钮时，所发送的一系列值取决于推子大小和滚动速度，并不是以较小的大
小发送出每个连续值。但是，如果您缓慢拖移数值栏，就会发送连续值。

可以纵向或者横向拖移旋钮。

按钮仅发送两个值，“对象参数”框中设定的范围的最低值和最高值。您可以通过点
按按钮来更改该按钮的状态。

文本推子的默认外观像一个可以滚动的值栏。连按它会打开一个窗口，可让您输入
每个菜单位置的文字。选择“如菜单一样操作”注记格，可以像使用弹出式菜单那样
使用文本推子。

矢量推子允许您向两个方向滚动，并发送出两个值：  其中一个值对应垂直位置，
另一个值对应水平位置。

录制和回放推子移动
和调音台中的通道条一样，您可以将推子对象的移动录制到轨道，并进行回放。

录制推子移动
您无需使用任何特殊连接就可录制推子产生的数据。当 Logic Pro 处于录制或者录
制/暂停模式时，推子产生的所有数据将录制在所选轨道上。

回放推子移动
任何推子将对与其“输入”定义相符的传入的事件作出反应。当然，推子必须在 MIDI
信号路径上。

通常，您可以通过将轨道乐器连接到推子来实现。

但是，对于推子对象自动化任务，创建新的（标准）乐器有助于实现推子自动化的
唯一目标。确保乐器：

• 没有直接 MIDI 输出

• 使用“通道”设定“全部”

• 被连接到任何串行连线的推子链中的第一个推子（如果用这种方式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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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对象组
在环境中建立虚拟混音台或者合成器控制面板时，您通常需要处理大量大小相同、
间距一定或者定义相似的推子对象组。

若要节省在定义和对齐这些组上所花费的时间，您可以通过将对象拷贝到夹纸板以
选取（一个或多个）对象作为原型（模板）。（选取“编辑”>“拷贝”。）然后，您可
将这些模板对象的某些特征用于所选对象。

若要将原型的大小转移给所选对象
µ 请选取“选项”>“将缓冲模板应用到”>“大小”。

若要转移所选对象的对齐模板
µ 请选取“选项”>“将缓冲模板应用到”>“位置”。

根据模板的布局，所选的目标对象会放置到环境层的左上角。

“选项”>“将缓冲模板应用到”>“位置和大小”命令将合并以上两个功能。

• 定义： 下面部分描述可转移到所选对象的定义特性。

• “选项”>“将缓冲模板应用到”>“定义”功能将所拷贝模板的参数转移到所有所选对
象。如果有多个相同类型的模板，则使用大小最接近的模板。

• “选项”>“将缓冲模板应用到”>“定义、通道增加”从左上侧对象开始，逐个对象地
增加通道编号。选定对象不必与模板具有相同的“输入”和“输出”定义。

• “选项”>“将缓冲模板应用到”>“定义、编号增加”增加定义的第一个数据字节（例
如，控制器编号）。

• 串行连接： “选项”>“串接”功能从左上部对象开始，串行连接所有选定的对象。

• 带编号的名称： 如果您用以数字结束的名称命名所选对象组中的一个对象，剩
余对象将采用此名称，但是其编号依次增加。例如，选择多个对象并给其中之一
命名为“对象 1”，会导致将随后的对象重新命名为“对象 2”、“对象 3”和“对象 4”等。

推子风格
推子的风格显示在图标下面的行中。可以通过选择当前风格名称，并从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新的风格，以进行更改。

请记住，推子的风格通常不影响其功能，您可以为对象的使用需要选择最便利的风
格。

某些推子风格的说明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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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静音
这与“垂直 4”推子风格十分相似，只是增加了静音按钮。

当您点按静音按钮时，推子将发送符合“输出”定义的事件（值为 0）。

• 静音按钮为“打开”时，推子的移动将不会发送。

• 当您关闭静音按钮时，将发送当前推子值。

按钮
按钮风格推子只能发送两个可能值：  其范围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 打开时，最大值被发送。

• 关闭时，最小值被发送。

如果最小和最大范围参数被设定为相同值，按钮将在每次被点按时发送此值。

文字
文本推子的功能与数值推子相似，但是它能显示 128 个可能 MIDI 值 (0 - 127) 中每
个值的文字。连按文本推子的表面将打开“文本推子”窗口。

• 点按此窗口中的某个位置以发送相应的推子值。（这与在“多乐器”窗口中按名称
选择音色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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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按窗口中的一个位置输入新的文字。默认情况下，当您创建文本风格推子时，
文本位置包含数值。您可以使用此功能创建具有彩色背景的数值风格推子。

您可以在“文本推子”窗口中修改以下参数：

• 夹纸板功能： “文本推子”窗口右上角的“选项”弹出式菜单提供“剪切”、“拷贝”和
“粘贴”功能。您可以使用这些操作将整个名称列表传输到文字编辑器，以便编辑。

• 空行（以及只包含空格的行）被忽略。

• 如果您要在列表中插入空白位置，请使用 Option–空格键。

• 如菜单一样操作： 选择“如菜单一样操作”注记格，使文本推子像弹出式菜单一样
操作。取消选择此框时，文本推子的作用就像滚动菜单。

• 文本推子范围： 范围参数决定可被输入文字风格推子对象的名称数量。如果您
将文本风格推子的范围设定为“0 和 1”，您将只能输入两个值。

您应该始终为文本推子设定最小的必需范围，以便节省内存。在任何情形下，请
记住第一个名称与范围中的最低值（不必为 0）对应，且最后一个名称与最高值
（不必为 127）对应。

如果您强制文本推子的值超出其范围（用 MIDI 输入），则对于低于其范围的值，
显示“---”，对于高于其范围的值，显示“+++”。推子的范围为 0/1 时除外；在此情
形下，1 以上的所有值都将显示值 1 的名称。

推子功能：  MIDI 事件
每个推子都有一个“输入”定义和一个“输出”定义。

• “输入”定义确定可以远程控制推子（它响应的事件类型）的 MIDI 事件类型。

• “输出”定义决定推子发送出的 MIDI 事件类型。

因此，推子可以将一类 MIDI 事件转换为另一类。

大多数 MIDI 事件由三个字节组成：

• 第一字节表示 MIDI 事件的类型和通道（例如，通道 3 上的音符）。

• 第二字节表示第一个数据值（例如，音符事件的音高）。

• 第三字节表示第二个数据值（例如，音符事件的力度）。

一些 MIDI 事件只用两个字节（音色变化和触后响应）。如“推子”（和“变换器”）等
一些对象始终提供 3 个字节，当接受这些特殊的 2 个字节信息时，将丢弃第二个字
节。

提供推子参数的目的是为了设定消息类型、MIDI 通道和第一个数据值。请注意，
信息类型和 MIDI 通道实际上在 MIDI 事件中合并。第二个数据值由推子设置决定，
或者如果用 MIDI 远程控制推子，则由传入的 MIDI 事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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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和输出定义参数
这些用于定义输入和输出参数：

• 输出（或输入）： 定义事件类型。

• 通道（1 至 16）： 定义事件的 MIDI 通道。

• -1-（0 至 127）： 定义事件的第一个数据字节。在某些情形下，例如弯音，这是
一个实际数据值。在其他情形下（MIDI 控制器），这表示控制器的类型（音量和
声相等）。其他情形如触后响应等，不使用此字节。

设定 -1- 参数和推子位置
本部分概述每个 -1- 参数选项，并说明推子位置对这些选项的影响方式（适用于“输
入”和“输出”定义）。

• 音符开： -1- 参数设定音高，而推子位置设定力度。这在作为“输入”定义时非常
有用，用于中断特定的音符，并将其转换为其他 MIDI 事件，或者只监视其力度。
如果您移动“输出”定义设定为“音符开”的推子，音符关 MIDI 事件会立即跟随音符
开。例如，这在从按钮风格推子创建屏幕鼓板时可能非常有用。

• P-Press： -1- 参数设定音高，推子位置设定“复音压力”数（调压力或复音触后响
应）。

• Control： -1- 参数设定 MIDI 控制器编号（控制器类型），且推子位置设定控制器
值。可以通过您点按住 1- 参数时出现的下拉菜单，按名称实际选择控制器类型。

• 音色变化： -1- 参数被忽略。推子位置决定音色数。

• C-Press： -1- 参数被忽略。推子位置设定通道压力数（单音触后响应）。

• 弯音： -1- 参数设定弯音 LSB，且推子位置设定 MSB。通常，您将 -1- 参数设定为
0，并使用推子控制粗调弯音量。当 -1- 设置为 0，推子位置为 64 时，不产生弯
音。

SysEx和“开关/元”是推子的特殊功能。

推子功能：  范围、值作为
这些参数决定推子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以及推子显示这些值的方式。

范围
范围参数包含两个数，左侧的数设定最低可能的推子值，而右侧数设定最高值。注
意 MIDI 远程控制可能超出这些限制。当推子风格为按钮时，此范围决定按钮的“输
入”和“输出”位置值。

对于文字风格推子，第一个名称总是与范围的低端对应，而随后的名称与增量范围
值对应，直到其最大范围为止。可以输入窗口中的名称数受范围限制。

值作为
此参数确定推子显示数值的方式。

• 编号： 推子值显示为编号（0 至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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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相： 推子值 64 显示为“0”；小于它的值显示为负数，而大于它的值显示为正数
（–64 至 63）。

• Hz、八度音程、dB、毫秒： 这些显示格式适合各种 DSP 功能。

• bpm： 将 50 的偏移添加到推子值。这显示“特殊”>“速度控制”推子的正确速度设
置。

如果以上格式都不适合，考虑使用文本风格的推子，并以文本方式输入显示值。示
例包括百分比、音符名称和音色名称。

推子功能：  滤波器
此参数为 MIDI 事件提供各种滤波选项：

• 关： 所有传入的 MIDI 事件被允许通过。根据输出定义，转换与输入定义相符的
所有事件。

• 其他： 与输入定义不对应的所有 MIDI 事件将被过滤。根据输出定义，转换与输
入定义相符的所有事件，并允许其通过。

• 相符： 将过滤与输入定义相符的所有 MIDI 事件；允许其他所有事件通过。

• 全部： 所有传入的 MIDI 事件被过滤。

• 直通： 来自“物理输入”对象的所有 MIDI 事件被过滤。这与关闭来自 Logic Pro（从
片段或环境）的所有事件相同。

使用此滤波器模式，通过阻止发回传入的 MIDI 事件来防止 MIDI 反馈。

• 镜头： 用鼠标移动推子时，只发送最终值（释放鼠标键时的值）。

• 14 位： 使用此滤波器设置的结果取决于使用它的方式。

• 结合弯音使用，这允许 2 字节（微调）弯音事件。

• 与控制器信息配合使用，使推子发送两条 MIDI 控制器信息：  其中一条为 MSB
（最重要字节），而另一条为 LSB（最不重要的字节）。

备注： 推子的“输入”和“输出”定义必须相同，否则 14 位设置不起作用。

对于控制器，MSB 使用“输入”定义控制器编号，而 LSB 使用 32 位或高于 32 位的
控制器编号。这符合发送 14 位控制器数据的 MIDI 标准。

当选取此滤波器设置时，推子的“范围”可设定为最大值 16,383。推子值 8192 表示
无弯音。

• 反馈： 关闭（未选定）反馈参数时，推子将自动防止由循环连线导致的反馈环
路。（特定 MIDI 事件通过时，推子会将其记住，并不允许其再次通过。）

有时您不妨启用反馈，例如在 MIDI 事件通过开关后，允许其更改“连线开关”的位
置。选择“反馈”注记格以允许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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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量推子
矢量推子像操纵杆一样运作。它们可以朝两个方向移动：  上下以及左右。每个方
向产生自己的 MIDI 事件，因此每次您用鼠标更改十字线的位置时，将发送两个 MIDI
事件。

大多数推子具有“输入”和“输出”定义，这些定义确定推子（输出）发送的 MIDI 事
件，及其响应的（输入）事件。（请参阅推子功能：  范围、值作为。）

矢量风格推子用“垂直”和“水平”定义取代这两个定义，决定与垂直和水平运动对应
的 MIDI 事件。如果矢量风格推子收到相应的 MIDI 事件，它的十字线将显示相应更
新。

4 通道矢量模式
如果您将矢量推子的“垂直”和“水平”定义设定为相同的 MIDI 事件（相同的 MIDI 控制
器和通道），矢量推子将在每次移动十字线时发送四个 MIDI 事件。

这些事件是在四个连续 MIDI 通道（从“垂直”定义中设定的通道开始）上发送的相同
MIDI 事件（例如，控制器）。

• 最低通道（例如，通道 3）的左上角

• 右上角（通道 4）

• 左下角（通道 5）

• 右下角（通道 6）

这些 MIDI 事件的值与矢量推子四个角的十字线的近似相对应：

• 在其中心，所有通道将接收值 32。

• 在各个角，相应的通道将接收值 127，而所有剩余通道将接收值 0（如果使用 0
至 127 的默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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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更改范围，中心和角部的操作将不同，但四个值之和总是 125。

特殊推子概览
环境提供大量“特殊”推子对象，专门用于执行特定功能。

连线开关、替身分配器和元信息是不会生成 MIDI 事件的推子类型。它们共享相同
的“输出”定义类型：“开关”通用 MIDI 调音台”对象或“元”，具体取决于当前 -1- 值设
置：

• 如果 -1- 值为 48，推子为连线开关。

• 如果 -1- 值为 46，推子为替身分配器。（请参阅元事件推子。）

• 如果 -1- 值为其他任何值，则推子将发送与 -1- 值对应类型的元信息。（请参阅元
事件推子。）

若要创建连线开关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新建”>“推子”>“特殊”>“连线开关”。

µ 或者将现有推子的“输出”定义更改为“开关/元”，并将它的 -1- 值设定为 48。

若要创建替身分配器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请选取“新建”>“推子”>“特殊”>“替身分配器”。

µ 或者将现有推子的“输出”定义更改为“开关/元”，并将它的 -1- 值设定为 46。

若要创建元类型推子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从“新建”>“推子”>“特殊”菜单中选取它。

µ 或者将现有推子的“输出”定义更改为“开关/元”，并将它的 -1- 值设定为所需的元事
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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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开关
连线开关对象将发送事件，而不是生成事件。连线开关可路由任何类型的 MIDI 或
者元事件。唯一的例外是与连线开关的“输入”定义相符的事件。这些事件将更改交
换位置（发送），而不是通过连线开关。

可以为连线开关分配任何推子风格。使用文本推子风格十分实用，因为它允许您标
记开关的各种路由。使用自动风格以实际显示开关路由，如下所示。

连线开关最多可有 128 个独立的电缆输出，每次将现有的输出连接到另一个对象
时，会产生新的输出。您可以点按自动风格连线开关，以逐步通过出口（包括最后
未连线的出口）。

与连线开关的“输入”定义相符的传入事件将把交换位置更改为传入数据值的位置。
（如果数据值大于交换位置数量，则选择最后一个未连线的出口。）

数据值 126 和 127 有特殊的效果。

• 值为 127 的事件增大输出编号。如果接收到此事件时，您位于开关的最后一个输
出，您将跳回到第一个输出。作用与点按推子相同。

• 值为 126 的事件减小输出编号。如果接收到此事件时，您位于开关的第一个输
出，您将跳到最后一个输出。

元事件推子
元推子产生特殊的元事件，这些事件可用于控制特定的 Logic Pro 功能，但是没有
MIDI 意义，并且绝不会发送到 MIDI 输出。

在某些情形下（诸如“跳到屏幕设置”和“跳到项目”等），您无需将元推子连接到其
他对象，就能使它们发挥作用。即使在这些情形下，您可以使用连线处理环境中的
元事件，并改变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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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大多数情形下（设定推子范围最小值、快推！、设定变换器操作最小值
等），必须将元推子连线到受影响的对象。

以下是可以由推子生成的当前实施元事件的简单概要：

受控的 Logic Pro 功能元事件

分配替身46

跳到屏幕设置49

跳到项目50

跳到标记51

停止回放52

设定推子范围最小值96

设定推子范围最大值97

设定但不发送推子值98

快推！使推子重新发送其当前值。快推数据值可用于使推子无
翻滚增加 (127)、无翻滚减少 (125)、有翻滚增加 (123) 或者有翻
滚减少 (121)。使用比显示的值小 1 的值，将使“快推”通过所有
已连接的推子。

99

速度控制（请参阅使用速度推子。）100

设定当前所选的对应位置的变换器对应值122

选择变换器对应位置123

如有可能，设定变换器条件最大（底部）参数。（这适用于没
有设定为“全部”的所有情况。）

124

如有可能，设定变换器条件最小（顶部）参数。（这适用于没
有设定为“全部”的所有情况。）

125

如有可能，设定变换器操作最大（底部）参数。（这适用于没
有设定为“直通”的所有操作。）

126

如有可能，设定变换器操作最小（顶部）参数。（这适用于没
有设定为“直通”的所有操作。）

127

有关元事件 124 到 127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元事件控制条件和操作的值。

跳到标记
选取“新建”>“推子”>“特殊”>“跳到标记”以创建允许您输入标记编号（元事件 51）的
推子。

播放头立即移到所选取的标记编号处。即使您已经将标记重新命名（根据每个标记
创建时分配的默认编号），标记在整个项目中也按顺序编号。

跳到屏幕设置
选取“新建”>“推子”>“特殊”>“跳到屏幕设置”以创建“屏幕设置”推子（元事件 49），
允许您用推子切换到选取的屏幕设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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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事件 50 在 Logic Pro 内不起作用，但是您可以将其用于在外部硬件音序器的乐曲
间进行切换。

元事件 52 允许您在任何位置中断回放。

备注： 若要最有效地使用这些推子，请限制值的范围，以符合您的特定环境。例
如，将这些推子限制为您实际正在使用的标记的数量或屏幕设置。

处理 SysEx 推子
SysEx 推子类型与其他推子类型稍有不同。这允许您创建 MIDI 事件列表，每当移动
或者远程控制推子时，将发送此事件列表。您可以在与事件列表相似的窗口中输入
发送的信息。

若要打开“SysEx 推子”窗口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将推子的“输出”或“输入”定义设定为 SysEx。

“SysEx 推子”窗口将自动打开。

µ 连按推子的参数框中的“SysEx”。

列表中事件的位置只控制其发送的顺序，它们不按特定的时间发送，并且之间没有
任何延迟。

SysEx 推子类型主要设计用于发送 MIDI 系统专有 (SysEx) 信息，即独立制造商的 MIDI
设备专有的信息。“SysEx 推子”窗口中有许多可以帮助您创建 SysEx 信息的功能。

备注： SysEx 推子实际上可用于任何类型的 MIDI 事件，以便可以只需点按一次鼠
标，就能发送已排序的批量信息，例如调音台或者控制面板快照。

您也可以指定 SysEx 作为“输入”定义，但是为了识别信息，传入信息（大概为 SysEx）
必须非常短，所以这作用非常有限。（因为 SysEx 信息长度不受限制，所以 Logic Pro
必须将它们分成小包，以免中断其他 MIDI 活动。）

关于 SysEx 推子要记住的重要事情就是：关闭“SysEx 推子”窗口时，只能用推子值更
改选定事件的值。未选定的事件将完全按照其在窗口中所示发送。

如果为正常的 MIDI 事件（控制器、音色变化和触后响应等），“值”栏（属于所选事
件）中所示值将更改。

对于 SysEx 消息，您可以确定：

• 更改哪些字节

• 值的格式（MSB/LSB、BCD 和半字节等）

如有必要，您也可以指定校验和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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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SysEx 信息
有两种在“SysEx 推子”窗口输入 SysEx 信息的方式。一种方式就是使推子学习 sysex
弦乐。

若要让推子了解 SysEx 弦乐
1 点按“SysEx”窗口左上角的“MIDI 输入”按钮。如果按下该按钮，则开始准备接收传入

的 MIDI 数据。

2 更改设备参数。

将显示相应的 SysEx 信息，并自动关闭“MIDI 输入”按钮。

在“SysEx 推子”窗口中输入 SysEx 信息的第二种方法是在事件列表中键入 SysEx 弦乐。
（有关 SysEx 文稿，请查阅 MIDI 设备手册。）

若要手动输入 SysEx 弦乐
µ 点按“创建”按钮，然后点按“SysEx”按钮。

通用 SysEx 信息出现。

• 顶行的第一个数据字节（在“编号”栏中的“SysEx”正后方）是制造商的 ID。这可以
是几个数据字节长（由于存在 128 家以上 MIDI 设备制造商）。

• 制造商的 ID 通常紧跟设备类型 ID、单个设备 ID、数据类型 ID（这可能是几个字
节），以及必要时，还有多音色子通道编号、声音参数的标识号和声音参数值。
没有适用的统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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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字节通常以十进制数输入。若要以十六进制输入数据字节，当您键入时，在
值前放置一个 $ 符号。选取“视图”>“十六进制格式 SysEx”，以便以十六进制查看
所有值。

• Logic Pro 自动输入最后的数据字节（EOX 表示 SysEx 信息的结束）。可以通过点
按 <EOX> 前后的加减符号，增加或减少 SysEx 信息中的数据字节数。

尽管您可以在 SysEx 推子的事件列表中输入任何数量以及任何类型的信息，但只有
一个推子值，且所有所选信息将采用此值。

您可以使用类似的方法在“SysEx 推子”窗口中创建任何类型的 MIDI 或元事件。按下
Command 键点按 8 个事件类型按钮的任何一个（音符、音色编号、弯音、控制器、
通道压力、复音压力、SysEx 和元事件）将创建此类型的新事件。可以使用扩展的
视图按钮（表面带有 0 和 1）创建元事件。

发送的术语 SUM（表示校验和）以及 VAL（表示推子值）显示在 SysEx 弦乐内。

若要设定 SysEx 事件的校验和以及值
1 请选择您要更改的事件。

2 从“校验和”与“值”菜单中选取选项（在窗口的右下角），以设定这些字节的格式。

校验和格式
可用下列任何一种格式创建校验和：

• 罗兰

• 雅马哈

• 常规校验和

• 2 的补码

• 1 的补码

如果您不知道哪个适合 MIDI 设备，请首先尝试“关”（表示无校验和）或者“2 的补
码”。

值字节位置
“位置”允许您决定值字节的位置。此位置用字节指定，从信息的末尾开始计数：  “最
后一个”指的是 EOX 字节前面的第一个位置，“最后 1”表示“最后一个”之前的字节，
以此类推。

“自动”确保如果没有选择校验和，将在 SysEx 弦乐的最后一个位置插入值字节，或
者如果输入了校验和值，该值将作为倒数第二个字节插入。

值字节格式
下表概述您发送的值选项生成的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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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值选项

如果值范围最大在 127 或以下，值将作为一个字节发送。如果
最大值高于 127，值将作为两个字节发送，MSB 在前（最重要
字节）。

自动

值作为一个字节发送。一个字节

值用两个字节发送，首先为 MSB（最重要字节）。MSB/LSB

值用两个字节发送，首先为 LSB（最不重要字节）。LSB/MSB

值作为四个字节的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数发送，顺序为 1、10、
100 和 1000。

BCD 4 LSB

值作为四个字节的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数发送，顺序为 1000、
100、10 和 1。

BCD 4 MSB

值用两个半字节发送，最不重要的半字节在最前面。2 半字节 L

值用三个半字节发送，最不重要的半字节在最前面。3 半字节 L

值用四个半字节发送，最不重要的半字节在最前面。4 半字节 L

值用两个半字节发送，最重要的半字节在最前面。2 半字节 M

值用三个半字节发送，最重要的半字节在最前面。3 半字节 M

值用四个半字节发送，最重要的半字节在最前面。4 半字节 M

值用两个半字节发送，最重要的半字节在最前面；半字节用十
六进制值的 ASCII 格式发送。例如，值 $7F（等于十进制的 127）
将作为 7 和 F 传输。

2 ASCII M

与 2 ASCII M 相同，但是用 3 个半字节。3 ASCII M

与 2 ASCII M 相同，但是用 4 个半字节。4 ASCII M

半字节中（0XXXNNNN 中的 X）传送的未使用位与 SysEx 弦乐相对位置的信息发送。
如果您想要传输这些已删除的位，您需要在 SysEx 弦乐中输入 0 值。

特殊功能
有多种方法和命令可以增强推子对象的功能。

临时编组推子
如果您通过拖移选择或者按下 Shift 键点按来选择多个推子，并移动其中一个，所
有选定的推子将成比例移动。

只要所有推子保持选定，则其相对位置就会保持不变（即使一个或多个推子已经到
达其最小或最大位置）。

• 按下 Option 键并拖移组中的任何推子将以线性方式改变所有值。（保持绝对值
差。）

• 按下 Shift-Option 并拖移组中的任何推子将所有推子更改为相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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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推子值
您可以使用“选项”>“发送所有推子值”（或使用“发送所有当前推子值”键盘命令）以
使所有推子对象发送其当前值。

使用“选项”>“发送所选的推子值”（或使用对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配：  Control-V）
以使所有所选的推子对象发送其当前值。

这些命令连同录音/暂停模式一起使用，可让您录制所有当前推子位置的“快照”。这
对于虚拟混音台或者合成器面板特别有用。

“文件”>“项目设置”>“MIDI”>“通用”>“载入项目后发送：  所有推子值”选项在项目被载
入后自动发送所有推子值。

还原推子值
选取“选项”>“还原选定推子”以将所有选定推子的值设定为 0，并传输数据。

“替身”对象
您可以创建任何环境对象的替身，且其行为与原对象完全相同。对于推子，替身有
自己的值（此值可能与原对象的值不同）。如果使用文本推子，这就特别有用，因
为它们会占用大量内存。如果您需要多个名称相同的文本推子，请创建一个原对象
的多个替身。

若要创建任何对象的替身
µ 请选择对象，然后选取“新建”>“替身”。

可以为替身重新分配元事件。您可以使用称为替身分配器的特殊推子（作用与连线
开关类似）完成此任务。

若要创建替身分配器
µ 请选取“新建”>“推子”>“特殊”>“替身分配器”。

958 第 37 章 环境对象参考



这会创建 -1- 定义设定为 46 的元推子。

若要使用替身分配器，请将其顶部输出连接到替身，并将随后的输出连接到您要分
配给替身的各种原件。如果您将替身分配器的最大范围设定为原件的数量，最小范
围设定为 1，您可以之后将下一条电缆连接到新的替身，并将后面的电缆连接到替
身的原件。这样，就可以使用替身分配器同时分配多个替身。

如果在不同原件（不同的延迟线对象）之间切换延迟线替身，且这些原件均设定为
不同的延迟时间，则您可能需要使用替身分配器。这种方法是提供对延迟时间的
MIDI 控制的方法之一。

如果您拷贝替身，则会创建同一原件的新替身。如果您同时选择和拷贝替身及其原
件，您将创建一个原件的副本及其自身的独立替身。

替身参数
替身共享它们的父级（原来的）对象的参数，但是它们也有自己的特殊参数。

引用
“引用”菜单用于选定替身依据的原件。

通道
通道参数将所有事件（除推子事件）重新通道化，同时为所选通道保留替身。如果
“通道”设置为“全部”，现有的已通道化事件将不改变。

对于推子，通道参数会使替身的操作与原推子的“输入”和“输出”定义都设定为指定
通道时的操作相同。（“全部”设置不导致变化。）

共享名称和共享大小
选择替身后，替身会共享原件的大小和名称。如果未选择，则可调整替身的大小，
并给它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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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音”对象
装饰音只是其他环境对象后的实体背景。装饰音从不覆盖其他对象，因此您可以通
过拖移它们选择多个对象，而不选择装饰音自身。

若要创建装饰音
µ 请选取“新建”>“装饰音”。

“通用 MIDI 调音台”对象
通用 MIDI 调音台是 16 个推子模块的集合，配置用于模拟 16 个 MIDI 通道的虚拟混
音台。每个模块包括音量、静音、预置和音色库控制以及四个可分配的旋钮（其中
一个通常用于声相）。存在标准 XG 和 GS 效果的可选控制。

若要创建新的通用 MIDI 调音台
µ 请选取“新建”>“通用 MIDI 调音台”。

通用 MIDI 调音台旨在用于控制符合 GM、XG 或者 GS 标准的 MIDI 设备的 16 个通
道。这包括 128 个音色名称的通用 MIDI 组（具有 XG 或者 GS 的偏差音色库）、
MSB/LSB 音色库选择信息和标准的控制器名称（#1 用于调制旋钮、#2 用于呼吸、
#7 用于音量、#10 用于声相以及 #11 用于表情等）。

通用 MIDI 调音台的参数框
通用 MIDI 调音台的大部分设置都在调音台内执行，但是在其“参数”框中也存在一些
参数。

端口和通道
和乐器与多乐器对象一样，通用 MIDI 调音台也可以有直接的 MIDI 输出连接。它通
过“端口”参数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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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参数决定最低通用 MIDI 调音台模块的通道编号。您可以使用此参数（同时调
整通用 MIDI 调音台大小），为 MIDI 通道（例如，1 至 4）的任何连续字串创建子
调音台。

图例
“图例”参数关闭和打开通用 MIDI 调音台的左侧边缘的图例显示。

图例不仅显示控制行执行的工作，也用于设定顶部四行旋钮的功能。设置通用 MIDI
调音台后，您可以隐藏“图例”，以节省空间。

音色库
音色库参数在通用 MIDI 调音台的底部隐藏或显示音色库 MSB/LSB 显示。除非您需
要以数字方式选择音色库，否则您可以通过隐藏音色库显示以节省空间。

处理通用 MIDI 调音台通道条
MIDI 通道条作为受控声音模块和合成器调音参数（例如，音量和声相）的遥控器。

选取音色或音色库
如果您的声源能理解音色库选择事件，您可以通过每个通道条底部的“音色库”参数
栏（仅当选择“对象参数”框中的音色库参数时才可见），选取音色库编号。请记
住，并非所有的合成器都支持音色库选择事件。您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的音色库选择
格式（请参阅对应的乐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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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色”按钮允许您按名称选择声音。点按它以打开包含所有通用 MIDI 声音名称的菜
单。每个通道有自己的菜单。

调整通道的电平
电平推子控制 MIDI 通道的输出电平。调整电平将通过您的 MIDI 接口发送控制器
7。

若要调整通道的输出电平
µ 向上或向下拖移电平推子。

使通道静音
静音按钮在 0 和当前电平推子位置之间切换通道的音量。实际上，这意味着如果按
钮为下，则通道被静音。如果您关闭静音按钮，则会使用当前电平推子位置（和
值）。

若要使通道静音或者取消静音
µ 点按通道的静音按钮。

将旋钮分配给控制器
您可以将任何控制器分配给每个旋钮。

若要将控制器分配给其中一个旋钮
1 点按旋钮旁的标签。

2 从出现的菜单中选取您想要的控制器。

扩展的通用 MIDI、GS 和 XG 功能
除了通用 MIDI 标准，日本罗兰 (GS) 和雅马哈 (XG) 也制定了扩展标准。

GS 和 XG 模式允许您选定不同的效果音色，并控制混响和合唱效果的电平。

若要显示 GS 或 XG 效果
µ 从调音台的本地“视图”菜单中选取“GS/XG 效果控制”。

GS/XG 配置控制显示在调音台的右上角，允许您选定不同的效果音色。

若要配置 GS 或 XG 效果
1 从调音台右上角的第一个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您想要的标准。

根据您的选择，将出现扩展效果的控制器。

2 从第二个弹出式菜单中选择混响或合唱效果。

3 通过连按“时间”参数来设计混响或延迟时间，然后在输入栏中输入值。

使所有控制器复位
“复位”按钮传输“GS On”或“XG On”命令，并将所有控制器复位到中立位置。这允许
您将所有已连接的声音模块复位为其标准设置，并从头开始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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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C 录音按钮”对象
MMC 录音按钮对象允许您控制与 MMC 兼容的外部录音设备的已启用录音状态。
（请参阅MIDI Machine Control。）

若要创建 MMC 录音按钮对象
µ 请选取“新建”>“MMC 录音按钮”。

通过调整对象大小，您可以决定轨道录音按钮的布局和数量。

选择“参数”框中的“附加”注记格，以显示“V TC A1 A2”附加轨道：

• V 表示视频

• TC 表示时间码

• A1 表示辅助轨道 1（或 A）

• A2 表示辅助轨道 2（或 B）

“键盘”对象
您可以使用键盘对象，以用鼠标创建音符。键盘对象也显示通过它的所有音符。在
这种意义上，您可以将其视为实时的 MIDI 音符开监视器。尽管您可以在 Logic Pro
中录制键盘的输出，其主要目的还是在环境中进行测试和监视。

若要创建键盘对象
µ 请选取“新建”>“键盘”（或使用“新键盘”键盘命令）。

除了图标参数外，您也可以在“对象参数”框中设定下列参数：

• “通道”栏： 设定键盘输出的 MIDI 通道。

• “力度”栏： 决定所有音符的固定力度值。

• “最低”栏： 确定键盘对象上最低音符的八度音程。您可以调整键盘的大小，以将
其范围控制在最低音符以上。

963第 37 章 环境对象参考



“监视器”对象
监视器对象显示通过它的所有事件（MIDI 事件和元事件）。它将记住最后 32 个事
件，并将最新事件显示在列表底部。您可以调整其大小，以显示 1 至 32 个事件。
点按监视器框体的任何地方将清除所有事件。

若要创建监视器对象
µ 请选取“新建”>“监视器”（或使用“新监视器”键盘命令）。

监视器作为测试和扩展设备都非常有用。当与具有功能上不同输出的对象相结合时
（例如，通道分离器和对应的乐器），监视器对象可用于将多条输出电缆链接到相
同的功能。

“宏”对象
宏实际上不是环境对象。而是其他环境对象及其连线的集合。

若要创建新的宏
µ 选择您想要包含的所有环境对象，然后选取“新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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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Pro 将所有选定的对象放入灰色背景的框架中。

如果在创建宏时，一些所选对象有电缆连接到未选定的对象，在创建宏时将删除这
些电缆。将出现警告，通知您有关这些信息。在此情形下，宏将从对象原选择的拷
贝创建，且对象的原集合保持不变。

宏的大小受限制。其限制取决于宏内单个对象的内存用量。此限制通常在 100 至
200 个对象之间。

您可以嵌入宏，宏可以包含其他宏作为对象。

若要解开宏
µ 请连按宏对象的任何空的（空白）部分。

宏会复原到其组件对象和电缆中。

宏与标准的环境对象有许多共同点，您可以将电缆与其连接，可调整其大小，它们
有自己的参数和图标，可将其选取为“编配”窗口轨道列表中的目的轨道，还可在环
境层之间（包括项目之间）拷贝或拖移它们。

定义宏的输入和输出
由于宏是对象的集合，因此需要将单个对象指定为宏的输入和输出。这可以通过两
种方式来实现：  按名称或者按默认。

• 如果您将一个对象命名为“Macro-In”，另一个对象命名为“Macro-Out”，它们将自
动变为宏的输入和输出。

• 如果不存在命名为“Macro-In”的对象，最左上侧的对象将变为宏的输入。

• 如果不存在命名为“Macro-Out”的对象，则最右下侧的对象将变为宏的输出。

引入宏的电缆将事件传递给宏的输入对象，而从宏的出口引出的电缆将事件传递离
开宏的输出对象。

宏参数
宏有下列参数：

• “自动式推子”注记格： 如果您选择一组推子，并从其中创建宏，选择此框将使该
组推子像已串行连接一样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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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全部”注记格： 此注记格决定与宏集成时，哪个对象保留可见。选择时，所
有对象均可见（假设不调整宏的大小以隐藏一些对象）。未选择时，仅推子、监
视器、装饰音和键盘对象可见。您可以在任何时候更改此注记格。

• “没有复位”注记格： 活跃时，此注记格可防止宏对复位信息作出响应（在
“Logic Pro”>“偏好设置”>“MIDI”>“复位信息”中设定）。

• “已受保护”注记格： 激活以保护宏。不能解开受保护的宏，因此在创建受保护的
宏之前，请确保您已经拷贝了对象和连线。

“自动琶音器”对象
自动琶音器对象将和弦变成琶音。它将当前按住的音符以一种可选择的形式（上，
下，任意等），以可选择的速度（全音符到 768 分音符）分别进行演奏。

若要创建新的自动琶音器
µ 选取“新建”>“自动琶音器”（或使用“新自动琶音器”键盘命令）。

自动琶音器具有方向、力度、速度（精度）、音符长度、开始量化（吸附）、重
复、八度音程和力度偏移（渐强）的参数。所有参数可以进行实时 MIDI 控制，这
极大的增强了其通用性。

若要使用自动琶音器对象，您必须将其放在 MIDI 信号路径中，且必须打开 Logic Pro。
（由于技术原因，自动琶音器会在循环返回时复位。）

通常，您要将自动琶音器分配给编配轨道，并将其输出连接到乐器上。当然，您可
以将其插入 MIDI 信号路径中需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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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设置好后，您就可以将自动琶音器与现场 MIDI 输入配合使用，或者用于 MIDI
片段回放。您也可以通过将其连接到“音序器输入”对象录制自动琶音器的输出。如
果您这样做，请务必录制到无输出轨道，或者断开自动琶音器与 MIDI 输出的连接。

自动琶音器参数框
自动琶音器的“参数”框包含下列参数：

• 方向： 决定琶音和弦的方向。您可以在下列设置间选取：

• 上： 最低音符到最高音符

• 下： 最高音符到最低音符

• 上/下： 上和下（重复最高和最低音符）

• 自动： 上或下，取决于第二个和弦音符在第一个和弦音符之前还是之后到达。

• 上/下 2： 上和下（不重复最高音符和最低音符）。

• 随机： 音符按随机顺序播放。

• 全部： 一次性播放所有音符（“重复”打开时比较有用）。

• 力度： 决定已琶音音符的力度值。您可以在下列设置间选取：

• 1 至 127： 固定力度

• 原来的： 保留录制的音符力度。

• 随机： 1 和原始值之间的随机力度

• 调限制： 定义和弦琶音的音高范围。此范围外的任何和弦音符被直接传到输出。
当您要独奏和弦琶音，或者在已琶音和弦下演奏低音线时，这非常有用。

• 精度： 设定琶音的节奏音符值（音符等份的速度）。“无”设置取消激活自动琶音
器。

• 长度： 定义琶音音符的长度。“原来的”设置保留传入的（或者已录制）音符的长
度。

• 吸附到： 除非将此值设定为“无”，否则开始琶音前，自动琶音器将等待 Logic Pro
到达下一个显示的音符等份。这对于将琶音与其他 MIDI 数据按节奏同步非常有
用。

• 重复 ： 选择此选项时，只要按住和弦，便会继续琶音。如果未选择此选项，则
只演奏一次琶音。

• 八度音程 ： 琶音可以重复 1 至 10 个八度音程。

• 渐强： 每次重复琶音时，在此处设定的力度值将增加（如果打开了重复参数）。

• 控制器基础： 可以通过 MIDI 连续控制器事件控制自动琶音器对象的所有 10 个
参数。控制器基础参数决定第一个参数（方向）的控制器编号。其他参数受随后
的控制器编号控制。

将“控制器基础”设定为“关”时，自动琶音器的 MIDI 控制被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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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器”对象
您可以使用变换器对象实时选定、过滤和更改 MIDI 事件。

变换器也可以处理元事件，只要它们不是影响变换器的元事件。这些特定元事件更
改变换器，而不是由其进行处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元事件控制条件和操
作的值。

若要创建新的变换器对象
µ 请选取“新建”>“变换器”（或使用“新变换器”键盘命令）。

变换器对象的工作原理
变换器对象检查传入的事件是否与特定的条件相符。如果相符，则执行特定的操
作。

不满足条件的事件可能会无改变地通过输出，或者被丢弃。

变换器也可以在进行更改前拷贝相符的事件，并能通过其顶部的两条电缆，将所选
的（相符的）事件与未选定的事件分离。

您必须将变换器放在 MIDI 信号路径中，以便使用它。

若要改变乐器的输出
1 将乐器的输出连接到变换器（去掉进程中乐器的内部端口分配）。

2 选取“新建”>“乐器”以创建新的乐器，并将其分配给合适的 MIDI 输出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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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变换器对象的输出连接到此新创建的乐器（它实际上只充当 MIDI 输出端口）。

配置变换器对象
连按变换器图标将打开“变换器”窗口，其中您可以设定条件和操作。

设定操作模式
使用“变换器”窗口顶部的弹出式菜单，以定义变换器处理 MIDI 事件的方式。您可以
在下述操作模式之间选取。

应用操作并让不相符事件通过
与条件相符的 MIDI 事件将被处理。不符合条件的 MIDI 事件将被通过。

应用操作并过滤不相符的事件
与条件相符的 MIDI 事件将被处理。不符合条件的 MIDI 事件不能通过。

过滤相符的事件
会过滤出与条件相符的所有 MIDI 事件。不符合条件的 MIDI 事件将被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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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贝相符的事件并应用操作
将拷贝符合条件的所有 MIDI 事件，并且处理副本。原事件和已变换的拷贝（以及
不符合条件的任何 MIDI 事件）将被通过。先解析（处理）未改变的原事件，然后
解析已变换的拷贝。

拷贝相符的事件并应用操作（倒转顺序）
与上一选项相同，只是先解析处理过的拷贝，然后解析原事件。例如，将音符事件
转换为声相控制器时，您可能要使用它。这导致声相信息在音符前被发送。（许多
合成器不改变当前正在播放音符的声相位置。）

条件分离器（真实 → 顶部电缆）
与条件相符的事件通过操作更改，并被发送到变换器的顶部输出。不符合条件的事
件保持不变，并被发送到变换器的第二个输出。切勿使用其他输出，因为这些输出
对事件不起任何作用。

交替分离
输入变换器的事件在顶部两个出口之间交替。不应用条件或操作。

SysEx 对应器（数据字节 1 → 位置，数据字节 2 → 值）
此变换器模式用于创建和编辑 SysEx 信息。“变换器”窗口操作将由允许您输入 SysEX
信息结构的值栏所替换，其中包括其长度、是否需要校验和，以及不想实时更改的
字节值。

在条件区域中，您选定将影响 SysEx 信息中数据字节的 MIDI 事件类型。（通常，您
将使用 MIDI 控制器事件）。然后，传入的 MIDI 事件将根据下列规则更改 SysEx 信
息数据字节：

• 数据字节 1 的值设定数据字节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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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字节 2 的值设定数据字节的值。

• 通道控制要采取的行动：

• 通道 1： 发送已更改的 SysEx 信息。

• 通道 2： 不发送已更改的 SysEx 信息。

• 通道 3： 发送未更改的 SysEx 信息。

• 通道 4 至通道 16： 无意义（保留为未来使用）。

“过滤不相符”注记格防止收到的 MIDI 事件（不控制 SysEx 信息）被通过。通常，您
需要打开此功能，以防闯入的控制器数据破坏 SysEx 数据流。

轨道自动化分离器（真实 → 顶部电缆）
如果条件符合，在通过“操作”栏后，传入的事件将被发送到连接至变换器顶部电缆
的对象轨道自动化。如果“操作”栏设置适当，传入的 MIDI 数据转换成“推子”事件数
据，以使已连接调音台对象的任何可能的参数自动化。例外：  通道音量和通道声
相使用“控制”事件。

定义条件和操作
条件和操作与“变换”窗口中的条件和操作相同。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变换窗口
中编辑 MIDI 事件。唯一的差别源于变换器对象实时工作，因此位置和音符长度没
有实质意义。

编辑弯音事件
变换器对象可以处理 14 位弯音事件，其中包含两个离散数据字节：  如果更改字节
1（通过添加或者 -1- 操作升级），更改还将影响第二个字节。

将“数据字节 2”操作设定为“直通”，以确保适当处理 14 位弯音数据。

使用元事件控制条件和操作的值
您可以通过使用元事件控制任何变换器条件或操作的值。元事件是 Logic Pro 的内
部信息，其形式与 MIDI 控制器事件相似，但是它们没有 MIDI 意义，从来不离开
Logic Pro，它们控制 Logic Pro 的内部参数。

和 MIDI 控制器事件一样，元事件有两个数据值：  第一个数据值表示元事件的类型
（49 至 127，但并非全部使用），而第二个数据值是事件值（0 至 127）。

元事件 122 至 127 将影响变换器的参数。

• 元事件 #127 设定第一个（顶部）操作值。

• 元事件 #126 设定第二个（底部）操作值（如适用）。

• 元事件 #125 设定第一个（顶部）条件值。

• 元事件 #124 设定第二个（底部）条件值（如适用）。

备注： 变换器也可以除上述以外的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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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使用的所有数值条件和操作参数（条件不设定为“全部”，且操作不设定为
“直通”）将受相同元事件的影响。状态条件和操作不受元事件影响。

如果您要分别设定数值参数，或者将部分参数保留固定值，则串联使用独立的变换
器。

• 元事件 #123 设定变换器对应位置。

• 元事件 #122 设定当前对应位置的变换器对应值。（首先使用元事件 #123 设定位
置。）

备注： 您可以使用变换器的“对应设置”操作，以同时创建这两个元事件。操作状态
设定为“对应设置”时，数据字节 1 参数指定对应位置，而数据字节 2 参数指定此位
置的对应值。（首先发送具有“数据字节 1”值的元事件 #122，然后发送具有“数据字
节 2”值的元事件 #123。）

您可以通过推子对象创建元事件，也可以通过变换器将 MIDI 事件转换成元事件，
并且您还可以将元事件从事件列表添加到 MIDI 片段中。当您使用推子时，将“输出”
定义设定为元，然后将“数据字节 1”值设定为元事件编号。

您可以通过更改任何推子的“输入”定义，对其进行远程控制，以便使用推子（以及
其他变换器）将 MIDI 事件转换为元事件，用于远程控制变换器。

“延迟线”对象
延迟线对象重复（回声）通过它的 MIDI 事件，其时间间隔在 1 个音位到 256 个全
音符之间。

若要创建新的延迟线对象
µ 请选取“新建”>“延迟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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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动琶音器一样，您需要将延迟线对象放在 MIDI 信号路径中，且 Logic Pro 必须
为“回放”模式。每个传入事件的回声被依次发送到延迟线对象的每个连接的输出：  事
件 1 到电缆 1，事件 2 到电缆 2，以此类推。显然，如果只连接了 1 条电缆，则所
有事件都被发送到此输出。

延迟线最多可发送 99 个重复，其时间间隔在 1 个音位到 256 个全音符之间。您也
可以抑制原音符事件。

延迟线的“参数”框
延迟线的“参数”框提供下列参数：

• “原样通过”注记格： 如果打开此参数，原事件保持原样通过。如果关闭此参数，
原事件将被抑制，这意味着将只听到回声。

• “重复”栏： 定义事件重复数。设置为 0 将关闭延迟线。

• “延迟”栏： 各个重复之间的延迟时间。左值以等份为单位，而右值以音位为单
位。

• “变调”弹出式菜单： 定义音符事件每个重复的移调。

• “力度”栏： 定义每次重复时音符事件力度值的变化。

“声部限制器”对象
声部限制器对象限制可以同时按下的 MIDI 音符数（1 至 32）。

它通过音符窃取实现，一旦到达声部限制，新到达的音符将导致（一些）当前按住
的音符关闭。

若要创建新的声部限制器
µ 请选取“新建”>“声部限制器”（或使用“新声部限制器”键盘命令）。

通常，将声部限制器分配给编配轨道，且将其输出连接到您想要对其进行声部限制
的乐器对象。此外，您可以将其连接在您想要进行声部限制的乐器对象与用于表示
“MIDI 输出”端口的乐器对象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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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部限制器的“参数”框
声部限制器的“参数”框提供下列选项：

• “声部”栏： 定义可以同时播放的最大声部数量。

• “优先级”弹出式菜单： 定义按住的音符数超出限制时（由“声部”参数决定），窃
取哪些音符（关闭）。

• 上一个： 首先关闭最早的音符（首先播放的音符）。

• 最上： 首先关闭最低（音高）音符。

• 最下： 首先关闭最高（音高）音符。

“通道分离器”对象
通道分离器按通道路由 MIDI 事件。通道分离器输入处接收的每个 MIDI 事件将自动
路由到与其 MIDI 通道对应的输出。

如果没有电缆连接到相应的输出通道，事件将重新发送到 SUM 输出（在顶部）。

若要创建新的通道分离器对象
µ 请选取“新建”>“通道分离器”（或使用新通道分离器键盘命令）。

“和弦存储器”对象
和弦存储器将各个音符与和弦对应。您可以为每个音高等级（C、C# 和 D 等）分配
一个和弦。

传入的音符的八度音程决定合成和弦的八度音程。和弦中可以有 0 至 12 个音符。
（零音符和单音符和弦在创建音阶滤波器和音阶校正器时有用）。

使用和弦存储器最简单的方法是将其输出连接到您想要演奏和弦的乐器，并将其分
配给编配轨道。当然，您也可以将其放在 MIDI 信号路径的任何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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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创建新的和弦存储器
µ 请从本地“环境”菜单中选取“新建”>“和弦存储器”（或使用新和弦存储器键盘命令）。

和弦存储器的“参数”框
您可以在和弦存储器的“对象参数”框中设定下列参数：

• “通道”栏： 所有和弦音符都被发送到所定义的通道。

• “调限制”栏： 此范围内的音符与和弦对应。超出此范围的音符将保持不变地通
过。

• “变调”弹出式菜单： 输出和弦按此处设定的数量移调。例如，如果您将 C 与由
CEG 组成的和弦对应，并将“变调”设定为 1，则 C 将与 C#FG# 对应。

• “调”栏： 整个和弦对应被以这里设定的数量移调。例如，如果您将 C 与 CEG 对
应，并将“调”设定为 1，则 C# 将与 C#FG# 对应。

• “连线分离”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将通过和弦分配触发的所有音符发送到不
同的和弦存储器对象输出（不同的电缆）。

处理“和弦存储器”窗口
连按和弦存储器将打开“和弦存储器”窗口，您可以在这里设置和弦定义。

顶部键盘用于输入和显示传入的音符，而较低键盘用于输入和显示已分配的和弦。
可用鼠标或者 MIDI 键盘输入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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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住，只使用位于顶部键盘中调限制范围内的音符。也请记住您只可为 12 个音
高等级（C、C# 和 D 等）的每一个定义一个和弦。如果有需要，您可以使用多个和
弦存储器对象为每个音高等级定义更多和弦类型。

若要用鼠标输入和弦：
1 请点按顶部键盘上的输入音符。

相关和弦的所有音符会在底部键盘上反转。

2 点按底部键盘上的音符，直到显示所需和弦的反转音符为止。

您无需保留在与输入音符相同的八度音程内。

在您为和弦输入音符后，请选择另一个输入音符（在顶部键盘上），或者关闭“和
弦存储器”窗口。

若要从 MIDI 键盘输入和弦
1 请演奏输入音符。

2 选择“和弦存储器”窗口中的“聆听”注记格。

较低的键盘被反置，表示其准备好录音。

3 播放所需和弦的音符。

您可以一次播放一个音符，或者整个和弦。如果操作出错，请取消选择“聆听”注记
格，然后再次选择它以开始演奏。

为和弦输入音符后，请取消选择“聆听”注记格并演奏新的输入音符，或者关闭“和弦
存储器”窗口。

“物理输入”对象
物理输入对象表示您的 MIDI 端口的物理输入。在环境中，您只能拥有其中一个对
象。

“物理输入”对象从连接到电脑的 MIDI 接口的输入接收 MIDI 信号。此对象总共有 65
个输出。

输出按照所有已连接的 MIDI 接口的输入分配。顶部输出 (SUM) 为不独立连线的所
有单个输入传递 MIDI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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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控制事件在“物理输入”对象处截取，且不被传递给其输出。由于此截取，远程
控制事件不会到达环境，也不会被录制到“编配”窗口轨道中。

若要创建物理输入对象
µ 请选取“新建”>“物理输入”。

若要使用现有的对象，请将其拖到相关层上。这不会影响其连线。

“音序器输入”对象
音序器输入对象表示 Logic Pro 的 MIDI 输入。在环境中，您只能拥有其中一个对
象。

MIDI 事件通过音序器输入对象到达“编配”窗口轨道。如果没有任何接口连接到“音
序器输入”对象，则不能在 Logic Pro 中进行录制。

通常，“物理输入”对象被直接连接到“音序器输入”对象，但是其间可以插入其他对
象。插入对象包括监视器、键盘或者连线开关对象（用于输入各种处理器，如自动
琶音器和延迟线等）。

您也可以将简单或者复杂环境进程的输出连接到“音序器输入”对象，以录制已处理
的信号。

在默认情形下，“音序器输入”对象在设置键盘或者 MIDI 控制器（正在发送 MIDI 事
件）的 MIDI 通道上进行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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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打开音序器输入对象的通道化参数，将使用并录制分配给 MIDI 对象（属于
所选的编配轨道）的 MIDI 通道。这就表示，如果将键盘设定为 MIDI 通道 7，并将
编配轨道对象设定为 MIDI 通道 3 时，所有传入的数据将通道化为（并录制到）MIDI
通道 3。

若要创建音序器输入对象
µ 请选取“新建”>“音序器输入”。

若要使用现有对象，请将其拖到相关层上。这不会影响其连线。

“MIDI 节拍”对象
MIDI 节拍对象用于以小节、节拍和等份间隔创建音符事件。可将其发送到 MIDI 端
口或者内部扬声器。

若要创建 MIDI 节拍对象
µ 选取“新建”>“MIDI 节拍器咔嗒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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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项目只能有一个“MIDI 节拍”对象。如果创建项目时已有的“MIDI 节拍”对象已经
被删除，您只需再创建一个。

走带控制条上有一个用于打开和关闭 MIDI 节拍的按钮。

按下 Control 键点按此按钮，然后在快捷键菜单中选取“节拍器设置”。这会打开节
拍器项目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节拍器设置。在此面板中，您也可以将 MIDI
节拍设定为在录制或回放过程中播放。此对话框反映“MIDI 节拍”对象“参数”框中的
设置：  “小节”、“节拍”和“等份”注记格允许您分别为小节、节拍和等份生成音符事
件。通道、音符和力度参数用于定义 MIDI 通道、音符数和所生成音符的力度。MIDI
端口参数允许您为节拍器设定直接输出端口。

“内部”对象
内部对象包括位于 Mac 电脑内部的乐器（如软件合成器和其他音乐应用程序）。
尽管电脑内与声源的通信实际上不会使用 MIDI，它仍然遵循 MIDI 通信协议。

内部对象有输入，但没有输出。所以，它们实际上就像硬连线到相关发声器（软件
乐器或应用程序）的外部输出端口。

Apple QuickTime
QuickTime 系统扩展提供基于软件的通用 MIDI 发声器。系统中必须存在 QuickTime
Musical Instruments 文件。

若要创建 QuickTime 合成器的虚拟表示
µ 请从环境的窗内菜单栏中选取“新建”>“内部”>“Apple QuickTime”。

此软件合成器为 16 声部多音色。通常，您可以通过音色变化来切换声音；它们根
据通用 MIDI 表进行编配。通道 10 始终通过通用 MIDI 调分配设定为鼓声。QuickTime
合成器响应音符和音色变化命令，以及弯音（音量控制器 #7）。

第一个音符用于初始化 QuickTime 合成器的相关 MIDI 通道，而不进行播放。

ReWire
您可以使用 ReWire 对象将 MIDI 数据发送给与 ReWire 兼容的应用程序及其软件乐
器。若要连接到与 ReWire 兼容的软件乐器，请首先打开 Logic Pro，然后打开 ReWire
应用程序。关闭时，请首先退出 ReWire 应用程序，然后退出 Logic Pro。

您可以使用资源库自动创建 ReWire 对象。（请参阅处理 ReWire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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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环境中手动创建 ReWire 对象
µ 请选取“新建”>“内部”>“ReWire”。

除了常用参数，Rewire 对象也提供三种设置：

• “设备”弹出式菜单： 此设置指的是 Logic Pro 可以连接的 ReWire 应用程序。如果
打开一个或多个 ReWire 应用程序，则设备参数将显示这些应用程序的名称。

• “总线”弹出式菜单： 让您可从所有可用的 ReWire 总线中选取 ReWire 总线。如果
ReWire 应用程序提供总线名称，则将显示这些名称。如果使用 Reason，将从“总
线 6”开始向上显示 Reason Rack 中可用的乐器的名称，而不是数字。

• “通道”弹出式菜单： 设定 ReWire 对象的 MIDI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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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条”对象
环境的通道条对象是“环境”的“调音台”层、调音台和“编配”通道条的结构单元。有关
通道条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了解调音台中的通道条类型。

您在“编配”窗口中看到的音频和（软件）乐器实际路由到“环境调音台”层上的通道
条对象。

调音台通道条和编配通道条只是“环境调音台”层中的基础通道条对象的遥控器。在
以上其他窗口中的包含这些通道条可以使您的工作流程更加简单快速。

“编配”通道条包含环境中相关通道条对象的简化参数组。调音台窗口中显示的通道
条更具可配置性，但是您只能在“环境调音台”层访问所有通道条选项。

重要事项： 如果“文件”>“项目设置”>“音频”>“通道条对象的自动管理”活跃（默认情
况下，它是打开的），您就不能在环境中创建通道条。活跃时，此设置意味着使用
“编配”窗口中的轨道和通道创建选项，将自动在环境中创建相应的通道条对象（因
此，也远程控制调音台和检查器中的通道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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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音乐制作中，您无需访问环境中显示的基础通道条。事实上，您只有在需
要在系统层面重新配置通道条时才会打开“环境调音台”层，将它重新发送到不同的
音频硬件或者其他应用程序。

尽管通道条对象不是 MIDI 信号流的一部分，但是它们仍然允许 MIDI 信息控制
Logic Pro 中音频和软件乐器回放的各个方面。任何 MIDI 对象可被连接到通道条对
象，以便对其输入控制数据。

通道条参数
当您点按任何类型的通道条（音频、乐器、辅助、输出、主、输入或者总线）时，
可以访问下列常用参数：

图标
选择此注记格，以便可以在“编配轨道分配”菜单（按住 Control 键点按轨道列表）
中访问通道条。

从点按图标时出现的菜单中选取通道条的图标。

设备
点按可见的设备名称（例如，Core Audio），以将所选通道条重新分配给不同的硬
件设备。

通道
点按可见的通道名称（例如，音频 1），并从子菜单选取通道条类型。这是您可以
将（新创建或现有的）通道条对象（新对象默认为音频通道条）重新分配给其他通
道条类型的方式。您可以选取以下选项：

• 音频： 默认通道条类型，用作编配音频轨道的目的轨道。

• 输入： 主要用于与在较早版本的 Logic Pro 中创建的项目兼容输入通道条。

• 辅助： 辅助通道条，用作所有通道条（通过“发送”）的发送返回、子组通道，也
用作多通道软件乐器（例如，EXS24 mkII）的独立输出目的位置。

• 乐器： 用作编配（软件）乐器轨道的目的位置。

• 输出： 这些通道条表示您音频接口的物理输出。您可以选取单声道或立体声（成
对）输出。

• 总线： 主要用于与在较早版本的 Logic Pro 中创建的项目兼容。总线对象的功能
现在由 Logic Pro 中（更灵活的）的辅助通道条实现。

• 主： 项目中只能存在一个主通道。这是所有通道条类型（除了外部 MIDI 通道
条）的主音量控制。

MIDI 通道
允许您选取可用于控制通道条的 MIDI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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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引用
可让您使用通道条上的片段瞬变进行音频量化（如果是编辑组的一部分）。否则，
此注记格不可用。

伸缩模式
使您可以选取可用于处理所选通道条上的音频素材的时间伸展算法。

显示选项
选择相应的注记格，以在所选通道条上显示“均衡器”、“插入”、“发送”和“I/O”。

输入通道条
您只能在“环境”中创建“输入”通道条对象。通常，您无需这样做，因为可以通过音
频通道条自动查看所有音频硬件输入，并能进行监视和录制。

包括输入通道条主要是为了与较早版本的 Logic Pro 兼容，以及用于特定的音频硬
件设备。输入通道条允许您直接发送和控制您音频硬件的输入中的信号。输入通道
条一旦被分配给音频通道条，就可以与其效果插件一起，接受监视，并直接录制到
Logic Pro。

即使 Logic Pro 没有工作，也能处理信号，包括插件。换句话说，输入通道条可以
像外部硬件处理器那样操作。“辅助”发送可用于推子前或推子后。

输入通道条可用作现场输入，这些输入可从外部源（如 MIDI 合成器和声音模块）
将音频信号流入立体声混音（通过并轨输出通道条）。

备注： 若要通过这种方式使用输入通道条，还可以使用 I/O 插件；您也可以点按
音频通道条上的“输入监视”按钮，并通过“输入”插槽选取您想要监视或录制的输入。

总线通道条
您只能在环境中创建总线通道条对象。通常，您无需这样做，因为所有音频总线是
（通过通道条的“发送”插槽发送/返回路由）由辅助通道条处理。

包括总线通道条主要是为了与较早版本的 Logic Pro 兼容，以及用于特定的音频硬
件设备。

备注： 如果您想要创建输入通道条，则必须取消选择“文件”>“项目设置”>“音频”>“通
道条对象的自动管理”。（默认情况下，它是打开的。）

试听通道条
“环境”的试听音频通道条用于监视样本编辑器、音频媒体夹、循环浏览器和浏览
器。它是每个项目中自动创建的（显示在最高编号的音频通道条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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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Pro 允许您同步查看 QuickTime 影片文件，从而简单快捷地为电影和 TV 配乐。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打开影片 (第 985 页)

• 使用“影片”窗口 (第 987 页)

• 使用视频轨道 (第 988 页)

• 处理影片场景标记 (第 989 页)

• 处理 QuickTime 影片音频轨道 (第 990 页)

打开影片
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影片”窗口中打开 QuickTime 影片，或在全局视频轨道中显示
QuickTime 影片单个的帧。在项目中打开影片时，检查器的上部会显示一个关闭的
影片区域，可以通过点按显示三角形打开它。

影片回放跟随检查器影片区域和“影片”窗口中播放头的位置，反之亦然。

备注： 您需要一个快速硬件处理器，以确保顺利进行影片回放。如果您想要从摄
像机或数码相机录制和编辑自己的 QuickTime 影片（使用 iMovie、Final Cut Pro 或
Final Cut Express），您可能需要专门的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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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 不能在 Logic Pro 中录制或编辑视频。但是，您可以使用在 Logic Pro 中
编配的音乐、动效和对白来替换影片文件的声音轨道。

若要打开 QuickTime 影片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从主菜单栏中选取“文件”>“打开影片”（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Option-Command-O）。

µ 点按全局视频轨道中的“打开影片”按钮。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全局视频轨道区域，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
“打开影片”。

µ 使用铅笔工具点按视频轨道上的任意位置。

µ 在浏览器中定位并选定影片文件，然后点按“打开”按钮。

视频会在浮动“影片”窗口中以正确的宽高比打开。

备注： 在项目中，一次只能打开一个 QuickTime 影片。在已经包含影片的项目中，
使用“打开影片”命令会重新打开一个带有相同视频片段的“影片”窗口。如果您想要
在不同的屏幕设置中打开视频片段，这会特别有用。“影片”窗口打开时选取此命
令，会打开一个对话框，您可以选取一个新的影片文件。

若要从项目中去掉影片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从主菜单栏中选取“文件”>“去掉影片”（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全局视频轨道区域，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
“去掉影片”。

影片的所有参考都会从项目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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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影片”窗口
您可以拖移“影片”窗口底部的位置滑块，或使用右侧的 QuickTime 走带控制按钮，
以导航到视频文件的任何位置。Logic Pro （播放头）会“追踪”到相应的项目位置。
所有 QuickTime 走带控制功能都能与 Logic Pro 的走带控制功能交互使用。

若要调整“影片”窗口的大小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拖移其右下角。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影片（实际的图像），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以下一种图像
格式。

• 0.5 大小： 将影片的大小缩小到其原始大小的一半。

• 原始大小： 以原始大小显示影片。

• 2x 大小： 将影片的大小扩大到其原始大小的两倍。

• 3x 大小： 将影片的大小扩大到其原始大小的三倍。

• 全屏： 将“影片”窗口扩展到填充全屏幕。

• 保持宽高比： 如果启用它，调整“影片”窗口大小时图像的比例保持不变。

• 中： 选取这个选项会将视频图像放在您的屏幕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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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视频轨道
全局视频轨道以缩略图显示载入的 QuickTime 影片。如果视频轨道不可见，请参阅
显示全局轨道。

视频轨道中显示的帧数取决于轨道高度和窗口的缩放比例。所有帧都沿左侧对齐，
只有最后一帧沿右侧对齐。这样可以保证不管当前缩放水平如何，您至少总能看见
视频的第一帧和最后一帧。假定帧沿左侧对齐，帧的左边缘将始终显示在特定帧的
准确位置（除影片中的最后一帧外）。

可在“视频偏好设置”窗口中调整视频轨道设置。

有关这些偏好设置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Logic Pro 中的视频偏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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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影片场景标记
场景标记是锁定 SMPTE 的标记：  不管速度怎么改变，它们都保持在相同的绝对时
间位置，并且如果从项目中去掉当前影片，它们也会自动删除。场景标记用影片帧
符号标识。

创建和删除影片场景标记
您可以使用“创建影片场景标记”功能来搜索影片中明显的内容改变（场景剪切点），
并为每个改变自动生成场景标记。

“创建影片场景标记”功能使用固定的门限值，对大多数类型的影片（卡通、现实生
活、CGI 等）都很适合。

若要搜索影片的场景剪切点
µ 在“选项”>“标记”>“创建影片场景标记”菜单中，选取影片范围。

当确定要评估哪部分时，“自动范围”设置遵循下面列出的决策路径：

• 选择框

• 循环的项目部分

• 选定的片段

• 全部（如果以上标准都不满足）

若要快速搜索影片的剪切点，请使用“自动范围”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点按视频轨道中的“检测剪切点”按钮。

µ 使用“创建场景标记（自动范围）”键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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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去掉场景标记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在“选项”>“标记”>“删除影片场景标记”菜单中选取相应选项。

µ 使用“去掉场景标记（自动范围）”键盘命令。

转换影片场景标记
您可以使用标记列表将场景标记转换成标准标记，反之亦然。

若要将场景标记转换成标准标记
µ 在事件列表中选定场景标记，选取“选项”>“转换成标准标记”。

若要将标准标记转换成场景标记
µ 在事件列表中选定标记，选取“选项”>“转换成场景标记”。

处理 QuickTime 影片音频轨道
一旦在项目中打开影片，您就可以使用“文件”菜单中的“从影片导入音频”或“将音频
导出至影片”命令。

您可以在视频项目设置中调整音频电平和输出设备（请参阅视频项目设置）。

从 QuickTime 影片导入音频轨道
您可以将音频从 QuickTime 影片导入到您的项目。

若要从影片导入音频
1 选择所需的音频轨道。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从主菜单栏中选取“文件”>“从影片导入音频”（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全局视频轨道区域，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
取“从影片导入音频”。

3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点按“好”。

选定的音频轨道会被并轨到 AIFF 文件，并放置在音频媒体夹中。在编配区域的顶
部还会创建一个新的音频轨道，影片中的导入音频会添加到此轨道。影片名称会被
保留，并将用于生成的音频文件。

将音频轨道导出到 QuickTime 影片
您可以将音频从 QuickTime 影片包含的项目部分中导出到影片文件本身，有效地覆
盖原始影片声音轨道。例如，将您的影片声音轨道的未加工混音发送给制作小组中
其他成员时，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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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将您的项目导出到 QuickTime 影片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声音设置”对话框：

• 从主菜单栏中选取“文件”>“将音频导出至影片”（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或右键点按）全局视频轨道区域，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
取“将音频导出至影片”。

2 选取并轨后音频文件的格式选项，并点按“好”。

3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输入影片的名称和目标文件夹，并点按“存储”。

会打开另一个对话框，可让您选取新影片中应使用原始影片的哪些音频轨道。

4 选择您想要在新影片中保留的音频轨道，然后点按“好”。

QuickTime 影片会被导出至选定的折叠夹；它包含所有选定的音频轨道，以及您项
目中 QuickTime 影片的开始点和结束点包含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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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Pro 提供了众多环绕声处理和混音功能，适用于所有主要的环绕声格式。所有
音频信号均可定位混音，这就允许您将它们置于环绕声场的任意位置。您可以在音
频和乐器通道条中插入环绕声插件，它可以被发送到环绕声辅助或输出。

创建环绕声项目时，Logic Pro 会将传入的多通道音频录制成间插多通道文件。导入
的分离多通道文件会被自动转换。您也可以上混或下混不相符的信号（例如，单声
道变多声道，或立体声变环绕声），从而可以在环绕声项目中使用任何音频素材。
大多数情况下，上混或下混是自动进行的，但根据需要，也可手动执行。您可以将
多通道项目并轨成分离式间插环绕声文件。

Logic Pro 无法对环绕声执行编码或解码。然而，您可以使用 Compressor 对环绕声
文件进行编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Compressor 文稿。

重要事项： 若要在 Logic Pro 中使用环绕声，您将需要一个具有所选环绕声格式要
求的输出通道数量的音频接口；例如，采用 5.1 环绕声格式则需要 6 个输出通道。
您也将需要相同数量的扬声器（配合适当的扩音）以便在混音时能听辨通道。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了解 Logic Pro 支持的环绕声格式 (第 994 页)

• 了解环绕声格式所使用的通道 (第 997 页)

• 将 Logic Pro 配置为环绕声 (第 998 页)

• 设置项目环绕声格式 (第 1002 页)

• 设定通道条的输入格式 (第 1003 页)

• 设定通道条的输出格式 (第 1004 页)

• 改变环绕声电平指示器的外观 (第 1005 页)

• 使用环绕声声相器 (第 1006 页)

• 插入环绕声效果插件 (第 1010 页)

• 使用 Down Mixer 插件 (第 1011 页)

• 使用多通道效果 (第 1011 页)

• 使用环绕声主通道 (第 10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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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轨环绕声音频文件 (第 1014 页)

• 放置扬声器 (第 1015 页)

• 对环绕声并轨文件进行编码 (第 1018 页)

了解 Logic Pro 支持的环绕声格式
本节将概述受支持的环绕声格式。

• 四声道环绕声格式

• LCRS 环绕声格式

• 5.1 (ITU 775) 环绕声格式

• 6.1 (ES/EX) 环绕声格式

• 7.1 (3/4.1) 环绕声格式

• 7.1（SDDS - Sony 动态数字环绕声）环绕声格式

四声道环绕声格式
四声道环绕声格式包含四个全带宽通道，分别排列于前端左右两侧和后端左右两侧
（左环绕和右环绕）。它是用于传输音乐的旧格式。Mike Oldfield 的“Tubular Bells”
大概是采用此格式的最流行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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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RS 环绕声格式
LCRS 表示左、中、右和环绕声通道。这是最原始的 Dolby Pro Logic 格式。环绕声
通道（位于聆听者的正后方）是一个有带宽限制的（高音部分有削减）单音通道。

5.1 (ITU 775) 环绕声格式
5.1 (ITU 775) 用于少数环绕声标准。这是最常用的环绕声格式，也是您最可能会用
到的格式。5.1 通道分别为左、中、右、左环绕（左后方）、右环绕（右后方）和
超低音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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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ES/EX) 环绕声格式
6.1 (ES/EX) 格式用于 Dolby Digital EX 或 DTS ES。6.1 通道分别为左、中、右、左环
绕、环绕（正后）、右环绕和超低音声道。

7.1 (3/4.1) 环绕声格式
7.1 (3/4.1) 采用的扬声器配置与 5.1 的相同，只是增加了两个附属侧通道（中左和中
右），位于聆听席的正左侧和正右侧。换句话说，它是专为大型影院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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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SDDS - Sony 动态数字环绕声）环绕声格式
7.1（SDDS — Sony 动态数字环绕声）给 5.1 增加了两个附属扬声器（中前左和中前
右）。与其他 7.1 格式一样，这种格式是专为配有 Sony 解码和回放硬件的大型影
院设计的。

了解环绕声格式所使用的通道
本节将详述各种受支持的环绕声格式所使用的通道。

使用的通道“环绕声格式”

L - R - Ls - Rs四声道

L - C - R - SLCRS (Pro Logic)

L - C - R - Ls - Rs - LFE5.1 (ITU 775)

L - C - R - Ls - S - Rs - LFE6.1 (ES/EX)

L - C - R - Lm - Rm - Ls - Rs - LFE7.1 (3/4.1)

L - Lc - C - Rc - R - Ls - Rs - LFE7.1 (SDDS)

表格键值
µ L =（前端）左

µ Lc = 中前左

µ C = 中

µ Rc = 中前右

µ R =（前端）右

µ Lm = 中左

µ Rm = 中右

µ Ls = 左环绕（左后方）

µ S = 环绕声（中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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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Rs = 右环绕（右后方）

µ LFE = 低频音效

将 Logic Pro 配置为环绕声
在创建环绕声项目之前，您必须告诉 Logic Pro 哪个输出接口连接了哪个扬声器。
如果是录制环绕声，则还需定义要用到哪些音频输入接口。这可以在“音频”>“I/O 分
配”偏好设置的“输入”和“输出”面板中完成。

打开环绕声偏好设置
您可以使用多种方法在 Logic Pro 中打开“I/O 分配”偏好设置。

若要打开“I/O 分配”偏好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音频”，然后点按“I/O 分配”标签（或使用“打开环绕声
偏好设置”键盘命令）。

µ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从菜单中选取“音频”，然后点按“I/O 分配”标
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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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环绕声偏好设置
“I/O 分配”标签有三个子标签：  “输出”、“并轨扩展名”和“输入”。三个标签是相关联
的，但可单独调节。

备注： 通常，除极少数情况外，各种环绕声格式的默认设置都可满足您任何情况
下的需求。

若要设定环绕声通道分配
1 点按“输出”或“输入”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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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显示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您要使用的环绕声格式。

这样便会在“输出”和“输入”标签中的分配部分自动设定输入和输出通道弹出式菜单。

备注： 这里选取的环绕声格式只会改变分配部分的扬声器通道的布局/路由。实际
的项目环绕声格式由音频项目设置中的环绕声格式设置决定（请参阅设置项目环绕
声格式）。

若要在“输出”标签中确定 Logic Pro 输出发送至哪些扬声器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从各活跃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音频输出接口：  左、中、右等。

您可以选取不适用于您的硬件的输出，使您能够利用无法回放环绕声的计算机处理
或创建环绕声项目。这些内容显示在圆括号中。比如说：  （输出 17）或（输出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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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点按“显示为”弹出式菜单下的三个“初始化”按钮之一。

• 默认： 点按以激活 Logic Pro 的默认设置。例如，对于 5.1 格式，此设置意味着
输出 1 接至左扬声器，输出 2 接至右扬声器，输出 3 分配给左环绕，输出 4 分配
给右环绕，输出 5 分配给中置扬声器，输出 6 分配给 LFE 通道。

• ITU： 点按可分配众多行业所采用的国际通讯联合标准。

• WG 4： 点按可采用 DVD 论坛针对 DVD 音频设定的 WG4 标准。

若要确定各环绕声通道所使用的输入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从各活跃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音频输入接口：  左、中、右等。

µ 点按“显示为”弹出式菜单下的三个“初始化”按钮之一。

• 默认： 点按以激活 Logic Pro 的默认设置。例如，对于 5.1 格式，此设置表示输
入 1 接至左扬声器，输入 2 接至右扬声器，输入 3 分配给左环绕，输入 4 分配给
右环绕，输入 5 分配给中置扬声器，输入 6 分配给 LFE 通道。

• ITU： 点按可分配众多行业所采用的国际通讯联合标准。

• WG 4： 点按可采用 DVD 论坛针对 DVD 音频设定的 WG4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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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更改并轨扩展名
1 点按“并轨扩展名”标签。

2 在任意活跃栏中输入新的扩展名。

例如，默认左扩展名“.L”可重新命名为“.Left”，或者左环绕扩展名“.Ls”可更改为
“.LSurr”。别忘了扩展名前面的句点。

如果您改变了主意，点按“还原扩展名”按钮，以复原到默认条目。

备注： 更改扩展名对文件没有影响，它只是使它们变得更易识别。如果您可以很
轻易地找到默认置，则没必要更改它们。

设置项目环绕声格式
您可以在音频项目设置中确定您的项目要使用的环绕声格式。默认情况下，新项目
会被设置成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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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确定项目环绕声格式
1 通过执行以下一项操作来打开音频项目设置：

•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音频”（或使用“打开音频项目设置”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Option-U）。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设置”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音频”。

2 从“环绕声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种格式。

提示： 将已设置环绕声格式的项目存储为模板。这样，您就不需要每次创建新的
环绕声项目时都设置环绕声格式。打开现有模板，根据需要进行修改，并将其存储
为您自己的模板。

设定通道条的输入格式
通道输入格式决定通道条的单声道、立体声或环绕声状态。

按钮上的符号表示当前的状态，如下所示：

• 单声道： 一个圆圈代表一种单声道输入格式。电平指示器会显示一个单独的栏。

• 立体声： 两个互锁圆圈代表一种立体声输入格式。选取一种立体声输入格式后，
电平指示器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栏。

• 左声道： 两个圆圈，左边的被填满，则表示左通道输入格式。选取此输入格式
时，只回放立体声音频文件的左通道。电平指示器会显示一个单独的栏。

• 右声道： 两个圆圈，右边的被填满，则表示右通道输入格式。选取此输入格式
时，只回放立体声音频文件的右通道。电平指示器会显示一个单独的栏。

1003第 39 章 使用环绕声



• 环绕声： 五个圆圈表示环绕声通道输入格式。选取环绕声输入格式后，电平指
示器将分为多个相连的栏（其数量与项目环绕声格式相符）。

若要设定通道条的输入格式
µ 点按并按住编配通道条电平指示器正下方的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种输

入格式。

设定通道条的输出格式
您可以手动将所有音频、乐器、辅助及输出通道条的输出设定为选取的项目环绕声
格式。Logic Pro 也有一组规则来自动确定特定通道条类型的输出格式。

手动设定通道条的输出格式
您可以将单个或多个选定的通道条的输出格式设定为环绕声（或其他格式）。

若要将通道条的输出格式设定为环绕声
µ 点按并按住通道条的“输出”插槽，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环绕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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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条的声相控件替换成了二维环绕声控件。扬声器用彩色点代表，声相位置用可
以抓取和移动的白点表示。

若要将多个通道条的输出格式设定为环绕声
1 选择所有您要设定为环绕声输出的通道条。

2 点按其中一个选定通道条的“输出”插槽，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环绕声”。

自动设定通道条的输出格式
Logic Pro 会根据各种特定通道条类型的一组规则，自动设定其输出格式。

音频通道条
空音频轨道的通道条会自动设定成首次添加的音频文件的格式。

如果您向一个分配给别的输出格式的轨道添加音频文件（例如，向发送给环绕声输
出的轨道添加立体声文件），则该音频文件将自动向上或向下混音以符合通道条的
输出格式。

备注： 最可能的环绕声格式由项目环绕声格式决定。

乐器通道条
乐器通道条会自动采用所插入乐器的通道格式。

如果您插入一个立体声乐器，则通道条输出就是立体声。

如果您插入软件乐器（例如 ES2 或 Sculpture）的环绕声实例，则通道条输出将与项
目环绕声格式相符。

辅助通道条
自动创建的辅助通道条采用其输入源的格式（如果将立体声通道发送至辅助通道
条，则辅助通道条为立体声）。如果您手动改变辅助通道条的输出格式，则 Logic Pro
会自动将信号向上或向下混音以变成所需的格式。

改变环绕声电平指示器的外观
您可以使用调音台“显示”偏好设置中的“通道顺序”菜单来确定多通道（环绕声）电
平指示器中的通道顺序。您可以选取以下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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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 6指示 5指示 4指示 3指示 2指示 1通道顺序

超低音声道中右环绕左环绕右声道左声道内部

右环绕左环绕超低音声道中右声道左声道ITU

超低音声道右环绕右声道中左声道左环绕居中

超低音声道右环绕左环绕右声道中左声道左中右编组

若要更改多通道电平指示器顺序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打开“显示”偏好设置：

•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显示”（或使用“打开显示偏好设置”键盘命令）。

•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显示”。

2 点按“调音台”标签，并从电平指示器区域的“道通顺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选项。

备注： 您在此处选取的设置不会应用于指示插件，如 Levelmeter 或 Multimeter。

使用环绕声声相器
您可以使用环绕声声相器将轨道输出信号定位至特定的扬声器位置。您可以直接在
调音台或编配通道条中操作环绕声声相器，但最好是在单独的窗口中打开它。

若要打开“环绕声声相器”窗口
µ 连按通道条的环绕声声相器。

“环绕声声相器”窗口提供了通道条的环绕声声相器的放大视图，还包含有附加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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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同时打开多个“环绕声声相器”窗口，并将它们保存到屏幕设置中。“环绕声声相
器”窗口还提供了一个链接按钮。如果启用，窗口将更新以反映选定通道条的环绕
声设置。

环绕声声相器在单声道到环绕声和立体声到环绕声通道方面提供了众多功能。当用
于环绕声到环绕声通道时，它起着平衡控制的作用。

使用单声道到环绕声声相器
如果源输入被设定为单声道，则会出现单声道到环绕声声相器。

“环绕声声相器”窗口最显眼的部分就是环绕声栏。您可以通过它来控制输入信号到
扬声器输出的环绕声路由。音量滑块和音量栏（位于环绕声栏下方）提供了对中通
道和超低音通道音量的独立控制功能。扩展参数可让您精准地控制通道分离。

环绕声栏
环绕声栏由下列部件组成：

• 两个实时显示栏，用于显示角度和远近。您可以直接通过鼠标像操纵滑块一样操
纵这些栏。

• 一个圆形网格，由四个同心圆组成，分为八个部分，每部分是 45 度。最外面的
圆表示最近，而最里面的圆则表示最远。

• 一个圈住网格的更大的圆。这实际上远近/角度显示器（或者如果您喜欢，也可
以称作指示器）。随着远近（或角度）的变化，远近显示的一部分将高亮显示。

• 一个覆盖于网格之上的正方形。这是左右通道或前后（环绕声）通道间的分离指
示器。您可以直接通过拖动来处理此分离正方形的边或角。另外，您也可以使用
“环绕声声相器”窗口底部的滑块或显示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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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布于圆形网格周围的一些扬声器图标。您可以通过点按扬声器图标直接在“环
绕声声相器”窗口中更改通道环绕声格式。这会激活或取消激活相应的通道。蓝
色扬声器表示活跃的通道，而灰色扬声器图标则表示非活跃的通道。

• 用于控制信号到扬声器输出的路由的蓝色圆点。您可以在环绕声栏中拖动蓝色圆
点。

借助以下功能，移动环绕声位置（蓝色圆点表示）变得更加容易：

• 按住 Command 可锁定远近。

• 按住 Command-Option 可锁定角度。

• 按住 Option 同时点按蓝色圆点可复位角度和远近。

音量控件
中间的音量滑块和音量栏，用于确定（前端）中通道（通常用于电影和电视作品中
的对话）的音量关系。

超低音音量滑块和音量栏，用于控制超低音输出的音量。由于超低音输出通常被发
送至低音炮通道，因此该缩写表示低频增强或低频音效。低音炮扬声器的使用并不
是必须的。

提示： 如果您只需要输出低频信号，可在环绕声主通道中插入一个多声道环绕声
EQ。可使用此方法设定超低音（或低音炮）输出。截除 120 Hz 的频率是大多数环
绕声应用所采用的标准。

分离控件
“环绕声声相器”窗口底部的滑块可确定各通道间的分离量。当您将这些参数更改为
非 1.00 值时，分离正方形也会在环绕声栏中发生变化（变为梯形或矩形），直观
地反映了通道是如何受影响的。

• 分离 XF： 应用于左右（前端）通道。将分离值从 1.00 降至 0.00 可将右信号混音
到左通道，反之亦然，直到两个通道都输出单声道信号为止。

• 分离 XR： 应用于左右环绕（后端）通道。原理同上述相同，适用于环绕声扬声
器。

• 分离 Y： 可影响前后通道（换言之，聆听席前方或后方）的混音关系。它可以混
音左/左环绕和右/右环绕通道。当分离 Y 被设为 0.00 时，前后通道将以单声道输
出。

如果扩展参数部分是打开的，则分离正方形可见。如果扩展参数部分关闭，并且有
分离值不等于 1.00 时，则它仍然可见。当通过图形方式编辑正方形并达到默认值
时，它也会保持可见。关闭扩展参数部分（所有分离值为 100%）会使正方形消失。

您可以通过按住 Option 键并点按扩展参数中显示的值栏或滑块（或点按分离正方
形的线条）来将它们还原为默认值。

1008 第 39 章 使用环绕声



备注： 在 7.1 ITU 环绕声格式中，中左和中右的分离由前后通道的平均分离值决
定。

使用立体声到环绕声声相器
如果源输入被设定为立体声，则会出现立体声到环绕声声相器。

它类似于单声道到环绕声声相器，但它具有三个声相圆点：  一个圆点代表左 (L) 信
号，一个圆点代表右 (R) 信号，第三个圆点则同时控制 L 和 R 圆点。它还在右上角
提供了一个“展开”栏，用于控制信号的立体声宽度。

在环绕声栏中移动 L 或 R 圆点会使第二个圆点相应的移动。当以一定的速度拖动第
三个圆点时，会使 L 和 R 圆点都移动。

向左/右移动会改变二者的角度，向上/下移动则会改变其远近。声相器周围的圆形
棒表示哪些扬声器会传送各自的信号源，圆点离中心越近，相应的圆形棒则越宽
（换言之，远近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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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环绕声平衡器
如果源被设定为环绕声，则环绕声声相器将起着环绕声平衡器控件的作用。

源通道可被传递到各自的输出通道，无需任何交叉定位或混音。声相控件用一个圆
点表示，它将多通道源信号当作一个整体来影响。换言之，只有源信号的相关音量
均衡才会改变。

分离参数在此环绕声声相器模式下不可用。

插入环绕声效果插件
Logic Pro 提供了许多环绕声效果插件，同时也包括环绕声版的 Sculpture 和 ES2 合
成器。您的 Audio Unit 乐器和效果也同样支持环绕声。

重要事项： 项目环绕声格式决定了插件的环绕声格式。

若要插入环绕声效果插件
1 将通道条的输出设定为环绕声。

2 点按任何“插入”插槽，然后浏览至“单声道 → 环绕声”（在单声道通道上）、“立体
声 → 环绕声”（在立体声通道上)，或所需插件的“环绕声”版本（在环绕声通道上）。

例如，在立体声格式通道条上，浏览至“延迟”>“Delay Designer”>“立体声 → 5.1 (ITU
775)”。如果项目环绕声格式被设定为 7.1 (SDDS)，则这样显示立体声通道条的“插件”
菜单：  “延迟”>“Delay Designer”>“立体声 → 7.1 (SDDS)”。

提示： 可以在插件名称上松开鼠标指针，而无需打开整个层级进入通道格式。这
样会自动使用默认通道条格式打开插件。

若要插入与通道格式不符的插件
µ 按住 Option 键并点按通道条的“插入”插槽。

“插件”菜单将显示插件必须提供的所有格式，而不局限于匹配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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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必需的向下或向上混音将自动进行。

• 软件乐器的默认格式是立体声（如可用）。单声道和项目环绕声格式作为附加格
式提供。

• 效果插件的默认格式为当前通道条格式（在信号路径中的插入点）。

• 另外，提供了所有插件格式变量（根据当前通道条输入格式，提供所有可用插件
输出格式），最多为项目环绕声格式允许的最大变量数目。

• 根据项目环绕声格式，Logic Pro 效果插件也可在多声道配置中工作。

只要输入和输出通道的格式不相符，Logic Pro 便会自动执行环绕声向下和向上混
音。例如，如果您在 5.1 总线上插入了一个四声道插件，Logic Pro 便会执行一次从
5.1 到四声道的向下混音，随后再执行一次返回 5.1 的向上混音。

使用 Down Mixer 插件
您可以使用 Down Mixer 插件来调整环绕声主通道条的输入格式。例如，这可让您
快速检查立体声中的环绕声混音。

通道映射、移动和混音均在后台处理。但您也可以对混音进行一些控制：

• “目的格式”弹出式菜单： 此弹出式菜单可让您选取环绕声目的格式：  四声道、
左中右环绕、立体声。

• 通用音量滑块： 这些滑块可控制各通道的音量。滑块的数量和名称取决于选取
的插件格式。

使用多通道效果
非可用环绕声效果可作为多通道效果插入到环绕声通道上：  Logic Pro 可通过自动
提供所需数量的立体声和单声道插件实例来与通道的环绕声格式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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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高级插件标头
多通道效果插件提供了一个高级插件标头。

它可以包含各个效果实例的标签，一个“超低音声道”标签和一个“配置”标签。效果
标签上的标签指示载入的效果实例是立体声还是单声道。带“–”的通道是作为立体
声实例载入的。用“|”隔开的通道是单声道。说明：

• L-R|Ls-Rs|C 表示左/右立体声、左/右环绕立体声、中单声道。

• L-R|Rs|C（单独显示左环绕标签）表示左/右立体声、单声道右环绕、中单声道。

• 三个分开的标签上显示的 LR、C 和 Ls-Rs 分别表示：左/右立体声、中单声道、左/
右环绕立体声。

每个效果标签实际上都是各通道（或通道条）的一个独立效果。因此，您可以为
“LR”标签、“C”标签、“Ls-Rs”标签和“超低音声道”标签分配不同的插件参数。当您保
存插件设置时，各标签的参数值也将保存。

您可以在“配置”标签中分配这些不同的单声道或立体声配置。

配置多通道效果
“配置”标签可让您确定参数的更改如何影响插件实例。

• “链接”菜单： 决定链接哪个效果。如果您链接了效果，参数更改将应用到链接组
中的所有效果。您可以在三个组中选择：  A、B 和 C。设为无 (“–”) 的通道独立工
作。每个组都有其自己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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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通按钮： 点按可旁通通道：  绕过效果发送。当要免除个别通道受某特殊插件
处理时，该按钮很有用。

备注： 如果点按了某编组通道的旁通按钮，则该组内的所有通道都将绕过效果发
送。

当某多通道插件是首次插入环绕声通道时，它将被自动预配置为与该通道的环绕声
格式相符，以最大程度地利用插件的功能。例如，将一个带单声道和立体声功能的
插件插入到 5.1 总线上。它将被预配置为两个立体声对，附加一个中单声道和超低
音单声道通道。必需的链接和标签也将自动创建。

链接通道时，请牢请以下几点：

• 如果您将两个通道作为一个立体声对来链接，则左通道通常会被分配为主通道。

• 如果向现有组添加一个或多个通道，则新成员将采用组的值。

• 如果您向一个未使用的组分配几个通道，则所有组成员都将使用（前端）左通道
的设置。

使用侧链
当插入一个侧链功能插件时，侧链源（在插件标头中选定）会被发送到所有环绕声
实例。

编组插件实例的检测电路会被链接，并像一个整体一样工作。这样可确保空间环绕
声图像不倾斜或变形。

备注： 即使未选定侧链输入，这一点依然成立。在这种情况下，组的组合输入将
用于指向链接的检测电路，实际上就起着侧链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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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环绕声主通道
当您将某通道条的输出设定为环绕声时，环绕声主通道条将在调音台中自动创建。
环绕声主通道条将根据“环绕声”偏好设置（当然，也会考虑到项目的环绕声格式）
中的配置来处理发送到输出的信号。

您可以在此主通道条中插入环绕声效果插件。

重要事项： 一旦主通道条出现，单个输出通道的插入插槽便会隐藏，并且插入插
槽（输出通道条的）中的任何现有效果也不再被处理。Logic Pro 将记住插入配置，
这样，即使您删除所有环绕声输出，也可以恢复原始输出通道配置。

并轨环绕声音频文件
相对常规立体声并轨，并轨环绕声混音可以创建更多音频文件。每个文件都用唯一
的扩展名标识。

备注： 使用“并轨扩展名”偏好设置标签来定义添加给环绕声并轨产生的文件的扩展
名。有关进一步详细信息，请参阅设置环绕声偏好设置。

若要对 CDDA（CD 数码音频）执行环绕声并轨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点按任何输出通道条（或环绕声主通道条）右下角的“并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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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主菜单条中选取“文件”>“并轨”（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无论点按了哪个输出通道条“并轨”按钮，在环绕声设置中选定的所有输出都将同
时并轨。

2 点按“环绕声并轨”注记格，位于“并轨”窗口中的“添加假噪声”弹出式菜单下方。

3 选择“目的”面板中的“刻录：  CDDA”注记格。

4 根据需要，选取其他并轨设置。

5 点按“并轨”按钮。

备注： 您不能使用“并轨”命令来创建压缩环绕声文件（AAC、ALAC、MP3）。

Logic Pro 可以将当前项目的环绕声混音刻录成 DVD-A (DVD-Audio) 光盘。这可以是：

• 多达 6 个 24 位长度、48 kHz 采样速率的通道 (5.1)

• 24 位长度、192 kHz 采样速率的高清晰度立体声

若要对 DVD-A 执行环绕声并轨
1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点按任何输出通道条（或环绕声主通道条）右下角的“并轨”按钮。

• 从主菜单条中选取“文件”>“并轨”（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

无论点按了哪个输出通道条“并轨”按钮，在环绕声设置中选定的所有输出都将同
时并轨。

2 选择“目的”面板中的“刻录：  CDDA”注记格。

3 从“模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DVD-A”。

4 根据需要，选取其他并轨设置。

5 点按“并轨与刻录”按钮。

有关并轨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并轨项目。

放置扬声器
扬声器的实际位置对创建可顺利转换到其他环绕声回放系统中的混音至关重要。由
于人们广泛采用 5.1 格式，因此本节仅涉及 5.1 扬声器的布局。此信息对于其他格
式也基本适用。

放置前置扬声器
国际电信联盟 (ITU) 制定了 5.1 定义，指明前置扬声器应排列为左、中和右，而左
（或右）和中置扬声器之间的角度为 30 度。

建议在电影系统中使用较小的角度（22.5 度），以便与另一要求相符：左扬声器和
右扬声器和屏幕边缘的角度应在四度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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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 标准主要针对仅限音乐的系统，但您应该考虑使用较大的 30 度角（即使是为电
影配乐）。使用此角度还可让您仅使用左右扬声器正确试听立体声信号，而不用每
次在录音室中切换立体声和环绕声时四处移动这两个扬声器。

三个前置扬声器（左、中和右）应该呈弧形（而不是直线）放置，它们与聆听位置
的间距相等。换句话说，如果在左扬声器和右扬声器之间画一条线，则中置扬声器
应该稍微靠近此线的后面。如果不能达到此效果，请确保不要将中置扬声器放在比
左右扬声器更靠近聆听位置的地方。

如果可能，您的聆听环境中应包括这样一个位置，左扬声器和右扬声器与理想的中
间“观赏”位置之间的角度为 45 度到 60 度。

如果是观看电影，则此角度最好接近 45 度，因为它接近混合和监视电影声音轨道
的情形。如果您通常使用系统来聆听音乐而不是观看电影，则推荐使用较广的角
度，即将左扬声器和右扬声器远远分开。

您不必在录音室中进行此操作。如果您拥有家庭影院设备，则可以在录音室中制作
环绕声混音，而在放置家庭影院设备的房间里聆听它/观看 DVD（假设所有扬声器
都放置在观看电影的“理想”位置）。

三个前置扬声器应该尽可能接近同一高度，与耳朵保持或接近同等水平。因为通常
来说，将中置扬声器放在固定高度的电视机上面最为简单，然后考虑将左右扬声器
安装在可调支架上，这样您就可以使它们的高度和中置扬声器的高度保持一致。

放置环绕声扬声器
理想状态下，后置扬声器（环绕声通道）和聆听位置之间的距离应与前置扬声器和
聆听位置之间的距离相等，与中前置扬声器之间的倾斜角度为 110 度左右。此角度
既能听到所有音场（在 90 度），又能获得最佳后象限图像（在 135 度）。

环绕声扬声器应放置在和聆听位置并排稍微靠后（但不在它后面）的位置，高于耳
朵高度，以帮助将位置影响减少到最小。它们应该对准整个聆听区域，而不是直接
对准聆听位置。

这样放置可在整个聆听区域营造较大的环绕声场，效果接近电影院的扬声器系统。
如果扬声器位置太过靠前，您将不能获得充足的后方位效果，而如果扬声器位置太
过靠后，环绕声信息将不能与整体音场整合在一起。

您的录音室墙上可能没有理想的位置来安装环绕声扬声器。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请
尝试以下方法：

如果房间是租来的，请将环绕声扬声器安装在高于耳朵水平方位的支架上。

通常，不宜将环绕声扬声器放在聆听位置正后方的墙上。如果没有其他选择，请将
它们安装在远高于耳朵上方位置，并尝试将它们相对放置，朝向前方，或反射侧面
的墙。

您也可以尝试将它们朝上放在侧面或后面的地板或高于地板几英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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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改变扬声器位置和朝向，直到环绕声场听起来似乎将您“包围”起来，而不是从
您身后传来。

放置超低音（低音炮）扬声器
如果您以“传统”方式进行混音，即将带宽受限的超低音信号（所有通道的所有频率
低于 120 Hz）发送到环绕声扬声器设置的低音炮中，则无需担心超低音（低音炮）
扬声器的放置问题。

低音频率的传输速度比高音频率慢很多，并且不太有“方向性”，因此将低音炮放在
桌子或房间的左边或右边（但要在聆听位置的前方）就可以了。

扬声器时序和电平
您可能想或不想了解以下问题：为什么将前置扬声器以弧形排列最为理想，为什么
低音炮的位置不太重要，以及为什么特定角度对于环绕声扬声器比其他角度更好。

简单地讲，原因在于人类“聆听”声音的方式。大部分听力未受损的人可以轻松确定
声源的方向：  左、右、前或后。

但是，某些声音非常难以“定位”，这与聆听位置有关。例如：

• 枪击声或引擎逆火声：  因为这些声音响亮且急促，所以很难定位它们。开始时，
您可能会辨别出它是来自左侧还是右侧，但是大脑会逐渐混淆方向，尤其辨别不
出声音来自左侧还是右侧。这是因为早期反射（回声）会迅速形成，并进行传
播，这使其难以与初始声音峰值区分开来。

• 喷气式飞机引擎：  通常，这种低隆隆声很难定位，直到飞机直接飞过头顶。出
现此情况时，您可以从左到右或从前到后听到喷气式飞机引擎陡高的音量和高
频。

易于定位的声音包括：

• 卡车、汽车和摩托车：  当它们移动时，您总是会听到低频和高频声音的混合，
这让您可以追踪它们的移动。

• 人声：  这是人最熟悉的声音，包含了大量的高频内容。有趣的是，一群人的声
音（例如运动场上的人群）则变得非常没有方向性。这是由于场地的反射和回声
所造成的。

在创建混音时，您可以尝试接近某些声音的“真实”特征，或者人为地加强这些声
音，正如在许多好莱坞大片里所听到的那样。

不管采用哪种方法，您会在扬声器之间察觉到“延迟时间”（延迟），这与聆听位置
有关。

为了补偿该感知延迟时间，大多数环绕声扩音器都提供了校准程序，这可让您为各
个扬声器设定不同的电平和延迟时间。

1017第 39 章 使用环绕声



在设定电平和延迟时间时，请特别小心，因为（尤其是）电平可以改变您对声音
“接近”程度的感知，所以理想状态下，您应该为左扬声器和右扬声器设定相同的电
平。左前扬声器和右扬声器通常用于“配乐/效果”轨道和“主背景音乐”，也经常带有
一定量的“对白”轨道（电平略低于中置扬声器）。它们也会用于“环绕声效果”，例
如人群的噪音或主要角色置于人群中的现场气氛。

中置扬声器通常用于电影中的“对白”和“配乐/效果”轨道。它的电平应相当接近左扬
声器和右扬声器的电平，但是您可以稍微增大它的电平，以增强对话的清晰度。

一般来说，您应该致力于让所有前置扬声器的声音同时“均匀”地到达聆听位置。

环绕声扬声器和低音炮（超低音）的电平也很重要。您想要将这些电平设定为“沉
浸式”，以及环绕声阶段的一部分，而不是前置扬声器的“补充”。一般来说，环绕声
扬声器用于“环绕声效果”、“主背景音乐”和“配乐/效果”轨道。

延迟时间对环绕声和低音炮通道也很重要。遗憾的是，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
环绕声扬声器与聆听位置的距离等，所以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则能够应对所有的聆
听环境。

假设所有扬声器的电平都适合，但环绕声（和超低音）扬声器与前置扬声器的时序
可能会稍微“不一致”。大多数环绕声扩音器可让您负向或正向调整这些扬声器的“延
迟”。

在 Logic Pro 中进行混音时，您应在以上讨论的因素之间达到恰当的平衡。

环绕声编码过程（在 Compressor 中执行）根据选取的格式，为环绕声扬声器写入
“环绕声编码标志”。这些“标志”由环绕声解码器（AV 接收器、解码软件或环绕声扩
音器）所识别。

使用 Logic Pro 时，您无需担心在不同轨道之间设定少许延迟。环绕声编码标志专
用于处理此问题。

对环绕声并轨文件进行编码
Logic Pro 环绕声并轨没有编码。然而，环绕声并轨文件可以在 Compressor 中进行
编码。有关环绕声编码的说明，请参阅 Compressor 文稿。

Dolby Digital
Dolby Digital（也称为 AC3）包括超低音通道。它是一种压缩格式，通常用于 DVD
和地面或卫星数码电视广播。它也广泛用于电脑游戏声音轨道。

DVD-A
DVD 音频格式，用于传输音乐。支持 24 位、96 KHz 且多达 6 声道 (5.1) 的回放。此
格式也支持 24 位、采样速率为 192 kHz 的单声道或立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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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D：  超级音频压缩光盘
基本是 Sony/Philips 版本的 DVD-A。SACD 音频是以称为直接数码流的格式进行储存
的，它的采样速率是 2.8224 MHz。SACD 光盘必须包含立体声混音，但它通常也会
提供 5.1 混音（虽然这是可选的）。

Pro Logic II
与原始 Pro Logic (LCRS) 格式不同，Pro Logic II 使用两个完整范围的后通道。但是，
它不使用超低音通道。换句话说，它是 5.0 格式，因此如果您想交付 Pro Logic II 声
音轨道，即可在 Logic Pro 中停用 LFE 通道。

DTS（数码影院系统）
由于声音轨道使用的压缩比为 3:1，Dolby 使用的压缩比为 12:1，因此声音轨道通常
听起来比 Dolby Digital EX 之类的效果要好。显然，压缩率低意味着传输介质需要更
多储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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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多种同步协议，使 Logic Pro 与外部硬件和软件同步。在本章中，您将详
细了解这些协议。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了解同步协议 (第 1021 页)

• 同步主从关系 (第 1022 页)

• 使用外部同步 (第 1022 页)

• 显示和使用 SMPTE 位置 (第 1023 页)

• MIDI Machine Control (第 1025 页)

• 有关同步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第 1027 页)

了解同步协议
Logic Pro 支持以下同步协议：

• MIDI 时间码 (MTC)： 将 SMPTE 时间码信号翻译为 MIDI 标准时间码信号。

• MIDI 时钟： 时钟信号的 MIDI 短信息。它用于在 MIDI 设备之间提供一个正时脉
冲。Logic Pro 可以发送 MIDI 时钟信号，以与外部设备同步。但它不能接收 MIDI
时钟同步信号。

• SMPTE 时间码： 是一个由某些 MIDI 接口（如 Unitor8）转变为 MTC 的音频信号。

• 字时钟： 这是由所有数码音频接口格式（ADAT、FireWire Audio、S/P-DIF、AES-EBU
和 T-DIF）传输的信号。用于保持以数码形式在 Logic Pro 和外部硬件或软件之间
传输的音频信号中采样字的时序完整性。

• ReWire： Logic Pro 可以作为 ReWire 主机。它作为启用 ReWire 的应用程序（如
Reason 和 Ableton Live）的主同步源。本章不涉及 Logic Pro 作为 ReWire 主机时的
使用（请参阅处理 ReWire 应用程序）。

提示： 当 Logic Pro 作为从属设备时，也支持手动或“人为”同步。这实际上不是
一个同步协议，但它使 Logic Pro 能够实时随速度改变。例如：它可以追踪一个
鼓手的现场表演。请参阅使用“速度解释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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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主从关系
在所有同步情况下，不管音频配置简单还是复杂，以下规律都适用：

• 只能有一个同步主设备。

• 同步主设备将时间码信息（同步信号）发送到一个或多个同步从属设备。

Logic Pro 与很多设备一样，既可以作为同步主设备，也可以作为同步从属设备。

重要事项： 在很多（如果不是多数）情况下，您需要手动将每个能够同步的设备
（包括 Logic Pro 自身）设定为同步主设备或同步从属设备。如果您不这样做，您
的系统中会有多个主设备，会导致同步错误。

使用外部同步
首次打开 Logic Pro 时，系统会自动关闭手动同步模式，而且 Logic Pro 处于“内部同
步”（主）模式下。激活走带控制条上的同步按钮会使 Logic Pro 与选取的同步源同
步。

如果 Logic Pro 自己运行（未使用能够同步的设备或应用程序），或者作为同步源，
那么它就是同步主设备。这种情况下，不应该激活走带控制条上的同步按钮。

默认情况下，不显示走带控制条同步按钮。

若要查看走带控制条上的同步按钮
1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走带控制条，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自定走带控制条”。

2 选择“模式和功能”栏（右侧栏）底部的“同步”注记格，并点按“好”。

使用同步按钮
您可以用同步按钮随时打开或关闭外部同步，而不改变选定的同步源。这样，您就
可以使 Logic Pro（作为从属设备运行）暂时脱离外部同步主设备。例如，如果您需
要在外部同步源（如磁带录音机、VTR 等）仍在运行时，快速编辑 MIDI 片段，使
用同步按钮会很有帮助。

当 Logic Pro 作为从属设备运行时
走带控制条上的同步按钮活跃时，它是亮起的或按下去的。

接收外部同步信号时，点按“MIDI 活动”显示的上半部分（“MIDI 输入”），以查看收
到的 MIDI 时间码的帧速率。

备注： 当您在外部同步过程中点按录音按钮时，Logic Pro 进入录音模式，但是并
没有实际开始录音，直到它检测到一个外部时间码信号时，才开始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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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同步按钮访问同步设置
按下 Control 键，并点按走带控制条同步按钮，可以打开一个快捷键菜单，其中包
含以下选项：

• 设定外部同步的类型。

• 确定 MMC 命令（请参阅MIDI Machine Control）是否应由 Logic Pro 的走带控制按
钮传输，从而允许您远程控制受 MIDI 控制的录音机。

• 直接访问同步设置。

• 直接访问速度编辑器（请参阅高级速度操作）。

MTC 解释
由于 MIDI 标准仅支持六种常用时间码格式中的四种（在 MIDI 规格中，30 fps 和
29.97 fps 这两种格式没有区别），因此，当 Logic Pro 遇到传入的时间码时，它需
要确定用哪种格式。

传入的 MTC（MIDI 时间码）解释如下：

• 24 fps 解释为 24 fps。

• 25 fps 解释为 25 fps。

• 30 fps 丢帧解释为 29.97 fps 丢帧。

• 30 fps 解释为 29.97 fps。

然而，您可以在“文件”>“项目设置”>“同步”>“通用”>“帧速率”弹出式菜单中手动设定
格式。

备注： MIDI 时间码 (MTC) 就是 MIDI 方面基于音频的 SMPTE (电影与电视工程师协
会）时间码格式。

显示和使用 SMPTE 位置
每个线性编辑窗口的小节标尺都可以单独显示 SMPTE 时间标尺或小节/节拍标尺。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调整小节标尺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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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件列表中选取“视图”>“以 SMPTE 为单位的事件位置和长度”，会将所有位置和
长度的显示切换到 SMPTE 时间，而不是小节/节拍值。

将对象定位到帧（获得时钟点）
您可以使用“获得时钟点（将事件移到播放头位置）”键盘命令，将选定的对象（如
单个事件、速度事件、或一个片段）移到当前播放头位置。

若要将对象定位到帧
1 例如，通过转到视频轨道中电影的特定帧上，将播放头位置设定到需要的 SMPTE

时间。

备注： 除了常用的定位命令，您还可以使用“倒回 1 帧”和“前进 1 帧”键盘命令向前
或向后移动一帧。

2 选择您想要放置在该时间位置的对象。

3 使用“获得时钟点（将事件移到播放头位置）”键盘命令，以使对象的起点与该时间
位置对齐。

“获得时钟点并选定下一个事件”键盘命令用来在移动第一个对象之后，选定下一个
对象。

备注： 在对音频片段使用“获得时钟点”命令时，移到播放头位置处的是片段的锚点
（而不是片段起点）。

将对象修正到帧
当您处理同步电影时，您通常会希望特定声音效果在特定的 SMPTE 时间播放，而
不是在特定的小节位置播放。

如果需要稍后修改电影的速度，已定位事件的 SMPTE 时间位置会改变。锁定 SMPTE
位置功能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您可以锁定事件列表中单个事件，或所有片段（及其包含的所有事件）的 SMPTE
位置。锁定到 SMPTE 位置的对象名称前面显示一个挂锁小符号。

若要将一个对象锁定到其当前 SMPTE 位置
1 选择对象。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事件列表、Hyper Editor 和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  选取“功能”>“锁定 SMPTE 位
置”。

• 在编配窗口：  选取“片段”>“锁定 SMPTE 位置”。

• 使用“锁定 SMPTE 位置”键盘命令。

备注： 不管是通过夹纸板还是按下 Option 键拖移进行的拷贝或粘贴，锁定对象的
拷贝不保留其锁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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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解锁锁定对象的 SMPTE 位置
1 选择对象。

2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事件列表、Hyper Editor 和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  选取“功能”>“解锁 SMPTE 位
置”。

• 在编配窗口：  选取“片段”>“解锁 SMPTE 位置”。

• 使用“解锁 SMPTE 位置”键盘命令。

就像正常事件一样，所有选定并锁定到其 SMPTE 位置的对象都被修正到其当前小
节位置。这意味着，以后对速度所做的任何更改都可以移动这些对象。名称前面的
挂锁符号会消失。

将小节定位到帧
如果您希望项目中某特定小节的位置与特定 SMPTE 时间重合，您需要修改前一段
落的速度。

若要避免反复尝试执行操作以及避免出错
1 打开速度列表（请参阅使用速度列表）。

2 在所需的小节位置创建一个速度事件。

3 在“SMPTE 位置”栏中为该速度事件设定时间位置。

系统自动调整前一速度事件，以便为插入的速度事件生成正确的小节和时间位置。

4 如果您希望后一段落保持相同的速度，您可以删除插入的速度事件。

MIDI Machine Control
MMC 是一系列 MIDI 命令，Logic Pro 用它们来控制任何允许 MMC 的录音机的走带
控制功能。录音过程也可以由 Logic Pro 通过 MMC 进行控制和自动化。然后，这种
录音机就可以提供被 Logic Pro 用作同步源的 SMPTE 信号（Logic Pro 作为从属设
备）。

您可以使用一般的走带控制功能（包括直接定位和循环返回），从 Logic Pro 控制
连接的设备。不要忘记，Logic Pro 需要等待连接的设备来结束倒回或前进。启用
“MIDI 机器控制”后拖移播放头，会持续发送 MMC 定位命令，直到释放鼠标按键。

若要打开 MMC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走带控制条上的同步按钮，选取快捷键菜单中的“MIDI 机器控制
(MMC)”设置。

µ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同步”，并选取“MIDI”标签中的“传输 MMC”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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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Pro 最多支持 64 个 MMC 轨道，允许通过 MIDI 机器控制操作 Alesis ADAT 等设
备。

通过选择带有磁带走带设备图标 (#305) 的乐器，每个编配轨道都可以作为一个磁带
（控制）轨道。

您只需创建一个带有磁带走带设备图标的乐器，然后根据需要将相同的乐器分配到
任意多的轨道，以控制您的外部录音机。将这些轨道在各自的折叠夹中编组是个不
错的主意。这些轨道必须放置在编配窗口轨道列表的顶部。如果您将这些轨道打包
成一个折叠夹，这必须是列表中的第一个轨道。

实际上，磁带走带设备图标是影响对象操作的唯一图标。所有其他图标在本质上都
只是图形。

如果磁带轨道是当前录音轨道，以下功能适用：

• 选定磁带轨道，会将录音机上的相应轨道切换到录音准备好状态，并取消激活所
有其他轨道的录音准备好状态。若要选择多个轨道进行录音，请在进行点按时按
下 Shift 键。

• 走带控制条上的录音按钮会向录音机发送录音频闪命令。这也会使 Logic Pro 进
入 MIDI 录音模式，并向录音机发送 MMC 播放命令。在接收到 MMC 设备返回的
时间码之前，Logic Pro 不会启动。

• 如果您使用自动插入功能，录音机在入点定位符处进入录音模式，在出点定位符
处停止录音。

• 如果您点按任一轨道（而不只是磁带轨道），同时按住 Control-Shift，您就可以
单个开关录音机每个轨道的准备好录音状态（选定的轨道被打开，未选定的轨道
被关闭）。按住 Control 键点按一个轨道，可以使所有其他轨道脱离准备好录音
模式。如果为当前录音轨道分配一个磁带走带设备图标（参阅上文），请不要使
用 Control 修饰键。

• 如果磁带轨道是当前选定的录音轨道，使用“录音开关”键盘命令来开关录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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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一个受 MMC 控制的录音后，Logic Pro 会自动在磁带轨道上创建一个空的
MIDI 片段。这是要让您知道录音机正在录音。这适用于所有 MMC 录音，包括自
动插入功能控制的录音。如果您（通过按住 Shift 键点按）激活多个磁带轨道，
会创建相应数量的片段。如果磁带轨道上已有一个起点相同的 MIDI 片段，就不
再在该轨道上创建新 MIDI 片段。这样会避免重叠的片段。

• 两次执行停止命令会将项目设定到开头的位置。

MMC 录音按钮也提供了一种简单方法，通过 Logic Pro 使录音机上的轨道做好录音
准备（请参阅MMC 录音按钮”对象）。

您应该通过停止命令或空格键结束所有 MMC 控制的录音。某些录音机对一系列
MMC 录音命令的反应不同。有时，这会导致在磁带实际回放过程中，Logic Pro 将
轨道显示为录音（或者更糟，出现相反的情况）。因此，为了安全起见，您应该总
是使用停止命令或空格键结束录音。

有关同步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由于存在多种可用的同步类型，并且各个制造商的操作不同，您可能会在 Logic Pro
与其他设备或应用程序同步运行时，遭遇时序问题。本节帮您解决一些常见的同步
问题。

错误的数码同步
如果 Logic Pro 与外部字时钟同步（“音频同步模式”：  “外部或任意”），您必须确保
总是存在有效的数码信号。如果您遇到错误信息，如“识别到采样速率 xxx kHz”，这
可能是 DAT 录音机（或者其他任何连接到音频硬件数码接口上的时钟源）没有在
停止或暂停模式下传输字时钟（或者设备自身已经关闭）。

与外部录音机同步发生错误
创建一个新项目，进行新的录音，并查看是否出现错误。为什么？如果磁带上的旧
录音不能很好地与时间码同步，您不能使用该录音。一个基本的准则：  回放情况
必须与录音情况一致。

如果新录音一切正常，就意味着当前的设置没有问题。下一步，检查全局设置中设
置是否改变。帧速率改变了吗？磁带速度改变了吗？如果您改变了一个 30 fps 的设
置，尝试一下变量，如 30 丢帧或 29.97。

如果 MIDI 和音频没有同步
打开“文件”>“项目设置”>“同步”>“音频”标签，并选定“MTC 连续”或“MTC 触发器 + 自
动速度检测”模式。

如果您的音频硬件不支持这两种模式，您应该将很长的片段剪切成短一些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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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MIDI 和 SMPTE 没有同步
检查所有的帧速率设置。连接的所有设备的帧速率都必须保持一致，包括录音机、
同步装置以及 Logic Pro 中的时间码。

有些同步装置在 MTC 中编码的帧速率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打开速度编辑器，关
闭“检测”选项，并手动设定正确的帧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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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插件处理的音频会有一小段时间延迟，称为延迟时间。幸运的是，Logic Pro 提
供一些高级功能，可以用来补偿这些时间差，从而确保所有轨道和通道条输出完全
同步。本章讨论插件延迟技术方面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 Logic Pro 中的时间异常
问题。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了解 Logic Pro 中的插件延迟 (第 1029 页)

• 在“低延迟”模式下工作 (第 1030 页)

• 处理插件延迟补偿 (第 1031 页)

了解 Logic Pro 中的插件延迟
每个数码处理过程（插件处理、音量或声相电平改变，等等）都会增加一定的延迟
时间（一小段延迟）。每次处理的延迟时间值都会累加起来。

解释说明：在 Logic Pro 内部运行的软件乐器只有输出延迟，因为它是在应用程序
内部生成的。一个受到实时监视的音频录制既有输入延迟时间，又有输出延迟时
间。这两个值加起来，就是总的监视延迟时间数值。

每个过程（如使用效果插件）都会增添一些延迟时间，而且会与输入和输出延迟时
间数值相加，具体取决于使用的是软件乐器还是音频通道条。例如：如果通过压缩
效果路由录制的声乐（延迟时间为 10 毫秒），并且音频接口输出延迟时间为 40 毫
秒，那么总的延迟时间数值将是 50 毫秒 (10 + 40 = 50)。如果该轨道使用三个延迟
时间为 10 毫秒的插件（比如 reverb、chorus 和 compressor），那么延迟时间将是
70 毫秒 (10 + 10 + 10 + 40 = 70)。

通过 Logic Pro >“偏好设置”>“音频”>“设备”面板上的设置处理音频接口输入和输出延
迟（请参阅配置音频硬件）。由插件引起的内部延迟处理方式不同，本章进行集中
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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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延迟”模式下工作
“低延迟”模式允许您限制插件引起的最大延迟时间。插件会被旁通，以确保发生在
（当前轨道的）整个信号流上的最大延迟低于选取的值。如果选定的轨道或通道已
使用有很长延迟时间的插件，而您又需要在其信号流的任意点上播放一个软件乐器
（或通过一个音频通道进行监视），这时采用“低延迟”模式会非常有帮助。

若要激活“低延迟”模式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点按走带控制条上的低延迟模式按钮。

µ 在“通用音频”偏好设置面板（Logic Pro >“偏好设置”>“音频”>“通用”）中选择“低延迟
模式”注记格。

这会将插件产生的延迟时间限制到“限制”滑块上设定的值。插件会被旁通，以确保
在（当前轨道信号路径的）整个信号流上发生的最大延迟低于“限制”滑块上设定的
值。

• 被旁通的插件可以在选定的轨道上，信号路径的任何辅助通道上，甚至在输出通
道上。

• 延迟时间最长的插件首先被旁通。

备注： 在“低延迟”模式下，声音可能改变。改变可以是微小的，也可以是巨大的，
视使用的插件而定。如果使用的插件不超过总的延迟限制，听起来就没有什么差
别。

若要设定“低延迟”模式下允许的最大延迟时间
1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音频”，然后点按“通用”标签。

2 将“限制”滑块设定到所需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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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插件延迟补偿
使用“Logic Pro”>“偏好设置”>“音频”>“通用”面板上的“补偿”弹出式菜单，您可以停用
或激活插件延迟补偿：

• 音频和软件乐器轨道

• 所有通道（音频、乐器、辅助、输出、总线和 ReWire）

了解插件延迟补偿
Logic Pro 为所有通道提供插件延迟补偿：  如果激活，Logic Pro 可以补偿插件引起
的延迟时间，以确保通过这些插件发送的音频与所有其他音频同步。

Logic Pro 通过计算插件引起的延迟时间，然后将音频流延迟适当的时间或使乐器和
音频轨道提前，可以达到此目的。补偿方法视引起延迟的插件插入的通道类型而
定。

• 如果将引起延迟的插件插入到辅助通道或输出通道（或 ReWire 通道，如果使
用），Logic Pro 会将所有其他音频流延迟适当的时间。

• 如果引起延迟的插件插入到音频或乐器通道，Logic Pro 会自动将这些轨道提前一
段时间。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其他通道（不包含延迟的插件）不必被延迟。

例如：  假设一首简单的乐曲，包括一些低音、吉他、声乐和鼓轨道。低音轨道通
过一个音频通道路由，该音频通道包含一个引起 10 毫秒延迟时间的效果。所有吉
他轨道被路由至包含多个插入的效果的辅助通道。由这些效果引起的总延迟时间为
30 毫秒。声乐通过其他辅助通道路由，这些辅助通道包含一套引起 15 毫秒延迟时
间的效果。鼓轨道被直接路由至主输出，不通过任何效果路由。如果不对延迟时间
进行补偿，那么鼓轨道会比吉他轨道提前 30 毫秒播放。低音轨道会比吉他轨道提
前 20 毫秒播放，但是比鼓轨道落后 10 毫秒。声乐会比吉他轨道提前 15 毫秒播放，
但是比鼓轨道落后 15 毫秒，比低音轨道落后 5 毫秒。无需多说，这样的效果很不
理想。

将插件延迟补偿设定为“全部”，Logic Pro 会使低音轨道提前 10 毫秒，从而使低音
轨道和鼓轨道同步。Logic Pro 继而将发送至输出通道的两个流都延迟 30 毫秒，使
它们与吉他轨道对齐。声乐流向的辅助通道也被延迟 15 毫秒，从而与鼓流和吉他
流对齐（换句话说，15 毫秒的延迟被增加到 30 毫秒）。每个流所需的精确计算都
是系统自动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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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的未补偿的轨道

10 毫秒 →（音频通道）然后
← 30 毫秒（输出通道）

10 毫秒延迟低音（直接插到音频通道的效
果）

没有变化30 毫秒延迟吉他（路由至辅助通道 1）

30 毫秒 ←（输出通道）没有延迟鼓（直接到输出）

15 毫秒 ←（辅助通道 2）15 毫秒延迟声乐（路由至辅助通道 2）

从表中可以看出，所有输出都被有效延迟 30 毫秒，以与（吉他轨道路由至的辅助
通道 1 中的效果）所需的最大补偿时间相符。这样就可以使路由至输出通道的所有
轨道完全对齐，解决了由插件引起的任何延迟，不管插件在信号路径的什么地方使
用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了解插件延迟补偿的限制
插件延迟补偿在回放和混音过程中可以完美实现。为了补偿输出和辅助通道上会引
起延迟时间插件而引进的延迟，可以在回放之前应用到没有延迟的流上。（包含引
起延迟时间插件的）乐器和音频轨道也可以在回放开始前，向前推移一段时间。

然而，如果您对现场轨道应用插件延迟补偿，会有一些限制。当对音频进行现场流
操作时，您可以将预录制的乐器和音频轨道向前推移一段时间。因此，将插件延迟
补偿设定为乐器和轨道时进行录音，效果很好，只要您不尝试通过引起延迟时间插
件进行录音：  现场轨道不能在时间上被提前（因为 Logic Pro 不能在现场音频开始
前给其定位）。

重要事项： 因此，延迟现场流，使其与其他延迟的音频通道同步是不可能的。

如果您决定在将插件延迟补偿设定为“所有”之后再进行录音，并且将引起延迟时间
的插件插到辅助通道和输出通道中，会出现问题。如果 Logic Pro 需要延迟流，以
补偿插件延迟时间，您会在录音时听到延迟的音频流。因此，您的录音会推迟，推
迟时间为导致音频流延迟的样本数量。

同样，您也可能在将插件延迟补偿设定为“所有”，并现场播放软件乐器轨道时，遇
到延迟时间增加的问题。采用“低延迟”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问题（请参
阅在“低延迟”模式下工作）。

处理延迟问题
为了避免这些潜在的弊端，您应该尽量在插入引起延迟时间的插件之前，完成所有
音频和软件乐器录制。如果您需要在设置引起延迟时间的信号路由之后录制软件乐
器或音频轨道，以下操作会帮助您解决任何可能的问题。

若要在设置引起延迟的信号路由之后进行录音
1 在“Logic Pro”>“偏好设置”>“音频”>“通用”面板上，将插件延迟补偿设置从“全部”切换

到“音频和软件乐器轨”。

您也可以使用“开关插件延迟补偿：  所有/音频和乐器轨”键盘命令，以在“所有”或
仅“音频和软件乐器轨”之间快速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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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和软件乐器轨”插件延迟补偿办法使包含引起延迟的插件的轨道在时间上向前
推移，因此，任何包含这种插件的音频和乐器轨道都与没有延迟的轨道同步。只有
一个例外：  现场轨道不能在时间上向前推移。

下一步就是消除您的录制轨道上由插件引起的任何延迟时间。

2 按住 Option 键点按各个插入插槽，以旁通录音轨道上引起延迟的所有插件。

在“音频和软件乐器轨”插件延迟补偿模式下，旁通插件会消除这些插件创建的延迟
时间。这样，就可以补偿音频和软件乐器轨道上由插件引起的延迟时间。

最后一步是解决辅助通道和输出通道上由插件引起的延迟时间。

3 在辅助通道和输出通道上旁通所有引起延迟时间的插件。

现在，所有音频流都会同步，允许您进行录音。

当您完成录音后，重新启用所有引起延迟的插件，并将延迟补偿设置切换到“全部”。

备注： 在“所有”模式下，旁通总线、辅助和输出通道上的插件不会消除这些插件创
建的延迟时间。您必须实际将这些插件从插入插槽中删除，以消除延迟时间。

如果您在录制音频，另一种办法是取消选择 Logic Pro >“偏好设置”>“音频”>“驱动程
序”面板中的“软件监视”注记格。这样，通过外部调音台监视您的录音就成为必要。
当 Logic Pro 不为传入的音频提供软件监视功能时，它可以正确地定位音频录制，
即使完全延迟补偿活跃时也是如此。显然，您不能在录制软件乐器时，使用外部监
视。

备注： 因为 Logic Pro 不能直接控制外部设备的音频输出，因此插件延迟补偿不能
对触发外部声音模块的 MIDI 轨道起作用。如果您激活完全插件延迟补偿，并插入
引起延迟时间的插件，外部 MIDI 信号将不能与延迟的音频流同步。Logic Pro 让您
可通过外部乐器插件解决此问题：  插入该插件（就像您在乐器通道上插入一个软
件乐器插件一样），以将您的外部 MIDI 设备的音频输出发送至音频硬件输入，并
通过 Logic Pro 监视它们。此操作允许您补偿回放时来自于 MIDI 设备的任何音频流
的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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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将多通道音频储存为间插的或分离的通道音频文件。

间插的音频文件包含所有的通道信息，它们储存在间隔的单个“流”中。对于立体声
文件，这可能是左通道、右通道、左、右，依此类推。对于环绕声文件，这可能是
通道 1、通道 2、通道 3 等等，然后返回通道 1。5.1 声道环绕声混音的情形则是：  六
通道间插文件的左、中、右、左环绕、右环绕、LFE（然后返回左、中，依此类
推）。

分离通道音频文件对将音频文件分隔，可让您单独处理每个通道（文件）。对于立
体声文件，系统会创建两个单独的文件，其中一个文件包含左通道样本，另一个文
件包含右通道样本。这些文件一般用 .L 和 .R 后缀标识。这两个文件是相互链接的
并作为一对来编辑。然而，您可以（在音频媒体夹中）将它们断开，让每个文件可
以被独立处理。对于多单声道（或分离环绕声）文件，系统会创建多个单声道文
件：  每个环绕声通道一个文件。与环绕立体声一样，每个文件都用后缀标识。5.1
声道环绕声混音通常如下：  .L、.C、.R、.Ls、.Rs 和 .LFE。每个文件都是独立的。

使用 Core Audio 硬件时，Logic Pro 以及大多数其他音频应用程序均支持间插文件的
导入和录制。

一些音频应用程序（包括 Pro Tools）仅支持分离文件格式，当您导入它们时程序会
自动分隔分离文件。（Logic Pro 不支持分离的环绕声文件）。

提示： 如果您的音频硬件支持的话，您应使用间插音频文件。分离通道音频文件
需要高得多的硬盘 I/O 性能。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导入分离通道文件 (第 1036 页)

• 处理分离立体声文件 (第 1036 页)

• 导出分离通道文件 (第 10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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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分离通道文件
将分离或间插文件导入 Logic Pro 不需要特别的操作。当此类文件被导入时，它们
会被自动转换为间插文件。如果您想要同时添加多个文件，Logic Pro 会询问您是否
要一次转换所有文件。

处理分离立体声文件
Logic Pro 将名称以 .L 或 .R 结尾的音频文件作为立体声文件处理。这适用于所有文
件管理功能，如重新命名、创建或复原到备份状态。下表概括了 Logic Pro 处理分
离立体声文件的方式：

• 当您在对话框中选择一个独立的单声道文件（分离立体声文件“对”的一边）时，
两个通道都会被导入。分离立体声片段用立体声符号表示：  两个相连的圆形。

• 您可以在音频媒体夹中看到这两个文件。除了通道后缀（L 和 R）之外，它们有
着相同的名称。如果您给分离立体声文件中的一个通道重新命名，则另一个通道
文件也会自动重新命名。这也适用于给与这些文件相关的片段重新命名。

• 在样本编辑器中执行的文件编辑会同样地应用到两个文件中。

• 如果您使用“添加片段”命令创建一个新片段，Logic Pro 会为两个音频文件都执行
此操作。

• 对任一片段所做的任何修改都会自动反映在另一个中。这适用于片段起点、终点
以及锚点位置改变。

• 如果任一文件的片段被移到编配区域中（或在编配区域内移动），那么另一个片
段也会被移动。

断开分离立体声文件
分离立体声文件的两边通常是一起编辑的。然而，有时您可能需要单独编辑某一
边。

若要断开分离立体声文件
1 在音频媒体夹中选定分离立体声文件的任意一边。

2 选取“编辑”>“断开选定的分离立体声文件”。

现在您就可以将录音的两边作为单个的单声道文件编辑了。此功能每次只能断开一
个分离立体声文件。

重要事项： 如果您想要重新连接这些文件，请不要定义任何新片段。

若要重新连接您项目中的所有分离立体声文件
µ 在音频媒体夹中选取“编辑”>“重新连接所有拆分的立体声文件”。

Logic Pro 会重新连接项目中所有断开的立体声文件。只有以前是分离立体声“对”中
一部分的文件才会被重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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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分离立体声文件转换为间插立体声
您可以将两个（分离立体声）音频文件转换为 SDII、AIFF 或 WAV 格式的间插立体
声文件。如果您想要在另一个仅支持间插文件的应用程序中使用分离立体声文件，
这会很有用。

若要将分离立体声文件转换为间插立体声文件
1 在音频媒体夹中选定音频文件。

2 从窗内菜单中选取“音频文件”>“拷贝/转换文件”（也可通过按住 Control 键点按音频
媒体夹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令来访问）。

3 在“立体声转换”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分离到间插”。

4 键入文件名称，浏览到一个文件夹位置，然后点按“存储”。

备注： 这只对分离立体声文件起作用。您不能使用这些命令将两个单声道文件合
并成一个立体声文件。

导出分离通道文件
您可以使用间插或分离立体声格式从 Logic Pro 并轨立体声文件。环绕声文件可以
被并轨为间插文件或多个单声道文件。

实际上，并轨窗口中只有两个参数对创建分离格式文件很重要：

• “文件类型”弹出式菜单： 选取“分离”。

• “环绕声并轨”注记格： 执行环绕声并轨时（间插或分离），请选择此注记格。

有关所有并轨窗口选项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并轨项目。

间插或分离并轨文件？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需要并轨到一个与使用的格式不同的格式。

• 间插的并轨： 当您想要在另一个支持间插文件（多数音频应用程序或设备都支
持）的音频应用程序中使用此文件时，请并轨间插。

• 分离通道并轨： 当您想要在 Pro Tools 软件或另一个只支持“分离立体声”格式的
应用程序中使用此文件时，请执行分离通道并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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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设置”窗口可让您定义 Logic Pro 的许多基本操作参数。本章阐述各个选项。

备注： 除非另行说明，对各个参数的描述均在选择选项旁边的选择框时适用（换
句话说，就是选项活跃时适用）。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访问项目设置 (第 1039 页)

• 存储项目设置 (第 1040 页)

• 同步项目设置 (第 1041 页)

• 节拍器设置 (第 1049 页)

• 录音设置 (第 1052 页)

• 调音设置 (第 1054 页)

• 音频设置 (第 1059 页)

• MIDI 设置 (第 1060 页)

• 乐谱设置 (第 1064 页)

• 视频项目设置 (第 1083 页)

• 资源项目设置 (第 1084 页)

访问项目设置
访问 Logic Pro 中的项目设置有多种方法。

• 通过“文件”>“项目设置”菜单

• 通过编配工具栏中的“设置”按钮

• 通过窗内菜单（例如在乐谱编辑器中）、走带控制条上的控制或快捷键菜单

本章将概述这些方法以及多种其他访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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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设置”窗口具有多个图标和带有标签的面板。它们与菜单和子菜单的功能很相
似。若要调整一个给定的设置，您只需选择所需的图标，再选择合适的标签。一旦
显示面板或窗口后，您就可以激活或取消激活设置，或者从弹出式菜单中进行选
择。选择完成后，关闭窗口。

在某些情况下，在“偏好设置”窗口中，您会发现一个与相关参数链接的按钮（反之
亦然）。点按此按钮将打开“偏好设置”窗口，并自动选择相关面板。例如，“文
件”>“项目设置”>“乐谱”>“全局”面板具有“乐谱偏好设置”按钮。点按此按钮将打开“偏
好设置”>“乐谱”面板。

可以使“项目设置”和“偏好设置”窗口同时可见，使得操作参数的设置更快更清晰。

存储项目设置
项目设置可与各个项目一起存储，这意味着不同的项目可以具有不同的项目设置。
您可以将首选设置存储在默认模板中，当您打开 Logic Pro 时，系统会自动使用这
些设置来创建新项目。有关完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自动打开和创建项目。

您可以通过多个导入功能，在项目之间传输项目设置。这样，您就可以加快模板创
建进程，或者在您想要将另一个项目的某些方面（如乐谱文本风格）融入当前工作
的项目时，可以使用这些导入功能。有关所有项目导入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从
其他项目中导入数据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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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项目设置
“同步”项目设置包含以下四个标签：  “通用”、“音频”、“MIDI”和“Unitor”。

若要打开“同步”项目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同步”（或使用“打开同步项目设置”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Option-Y）。

µ 点按编配工具栏中的“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同步”。

µ 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走带控制条上的“同步”按钮，并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同步
设置”。

1041第 43 章 Logic Pro 中的项目设置



通用同步设置
“同步”项目设置的“通用”面板提供以下同步参数（当 Logic Pro 作为从属设备时使
用）。

• “同步模式”弹出式菜单： 该参数定义要与 Logic Pro 同步的主设备（时间码类
型）：

• 内部： Logic Pro 的内部计时器。Logic Pro 是主设备。可通过 MIDI 时钟或 MTC
来同步外部设备。（在“MIDI”面板中进行相关设置。）

• MTC： “MIDI 时间码”模式。Logic Pro 作为从属设备运行。MIDI 时间码既可以到
达 MIDI 输入端口，也可由 MIDI 接口生成，该接口将传入的 SMPTE 时间码（例
如 Unitor8）转变为 MIDI 时间码。

• 手动： “速度解释器”模式。Logic Pro 作为被“速度解释器”识别为有效节拍的脉
冲从属运行。可以用 MIDI 事件或电脑键盘上的键控制“速度解释器”。请参阅使
用“速度解释器”窗口。

• “自动启用外部同步”注记格： 激活该选项后，Logic Pro 将作为主设备（内部同步
模式）运行，直到它接收到一个同步信号（可以是 MTC 格式的信号，也可以是
来自于“速度解释器”的信号）。

Logic Pro 自动锁定它接收的第一个同步信号。

重要事项： 确保不同的同步信号到达时间不同（切记只能有一个主时间码）。

• “帧速率”弹出式菜单： 选取帧速率（单位为 fps，帧/秒）。帧速率既适用于传输
的时间码，也适用于接收的时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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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在丢帧格式中，某些帧被丢失。（这是常规模式。）若要区分这些格式，
没有丢帧的格式有时称为“nd”或“无丢帧”。

• 24 fps： 电影、高清晰度视频

• 25 fps： PAL 视频/电视广播

• 30 fps（丢帧）： NTSC 视频/电视广播；很少使用

• 30 fps： 高清晰度视频；早期黑白 NTSC 视频；如今已很少使用的较老速率

• 29.97 fps（丢帧）： NTSC 视频/电视广播

• 29.97 fps： 标准清晰度 NTSC

• 23.976 fps： 以 99.9% 运行的 24 fps，使电影到 NTSC 视频的传输更容易

• “自动检测 MTC 的格式”注记格： 该注记格活跃时，用于分析收到的时间码，并
自动设定正确的帧速率。通常，您应该保持该选项被选中。

请注意，系统不能自动区分 29.97 和 30 fps MTC 帧速率：

• MTC 标准不允许区分。

• 如果时间码运行过快，30 fps 测量出来的速率，也可能是 29.97 fps，反之亦然。

Logic Pro 自动将“大约 30 fps”的帧速率解释为 29.97 fps（丢帧）或 30 fps（无丢
帧），这取决于是否使用了丢帧格式。这种解释通常是正确的，因为这两种格式
用作一个标准。

如果事先设定了一个其他的惯例格式，“自动检测 MTC 的格式”选项只能切换到
29.97（丢帧）或 30 fps（无丢帧）。如果您想要使 Logic Pro 与一个不常用的帧速
率同步，您需要手动定义这种格式。这种设置不会被“自动检测 MTC 的格式”功能
修改。

• “验证 MTC”弹出式菜单： “验证 MTC”弹出式菜单可让您指定 Logic Pro 检查传入的
时间码的频率，以确保同步完整性。通常来说，您应该保持该选项为“总是”设置。

为了保持同步，有些设备生成的时间码脉冲需要设定特定数量的帧。如果同步信
号丢失，“从不，堵塞同步”设置基本上将 Logic Pro 设定为自由激发。换句话说，
如果同步脉冲丢失，Logic Pro 会按其自己的内部时钟运行（速度为最近接收的速
度）。该方法确保即使传入的正时脉冲失败时，录音仍会继续。

• SMPTE 偏移（顶部小节位置行）： 在这里设定项目的 SMPTE 偏移。因为乐曲不
必总是恰好从第一小节开始，您可以选定任意小节位置在设定的 SMPTE 时间播
放。

默认小节位置为：  1 1 1 1 作为 SMPTE 01:00:00:00 播放。

通常使用的 SMPTE 偏移为 01:00:00:00（1 个小时），因为它允许您卷前一定量的
时间码。

• “启用单独 SMPTE 视图偏移”注记格： 如果您想在时间显示中查看项目开始以来的
绝对时间，而不是查看实际的 SMPTE 时间，请选择此注记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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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PTE 视图偏移”（下面小节位置行）： 如果您选择“启用单独 SMPTE 视图偏移”
注记格，则这些栏将变得可用。选取作为 SMPTE 00:00:00:00（预置）显示小节位
置 1 1 1 1。如果必要，您可以在这里设定其他视图偏移值。

速度列表总是显示真实 SMPTE 时间，从不显示 SMPTE 视图偏移。“SMPTE 视图偏
移”在所有其他窗口（包括走带控制条）中使用。

提示： 在很多视频（和音频）后期制作室中，通常设定为 1 个小时的 SMPTE 偏
移 (01:00:00:00)。这会避免出现通常称为午夜的问题，其中一个卷前穿过 SMPTE
时间 00:00:00:00，致使某些录音机（如 ADAT）出现问题。

自动同步设置
使用“同步”项目设置中的“音频”面板中的参数，使您的音频和 MIDI 轨道保持同步。

当前同步状态设置
• “MTC”滑块： 这种实时显示体现出传入的 MTC 与其标称值帧速率之间的偏差。如
果偏差很明显，请确保在“同步”项目设置中的“通用”面板中设定正确的帧速率。
如果不确定，请将帧速率设定为 24 fps，并选择“自动检测 MTC 的格式”。如果帧
速率正确，您可以用这个显示将主机器的磁带速度调整到标称值（录制时间码
时，使用相同的速度）。在主机器上调整 varipitch 控制，直到滑块居中。

• “采样速率”滑块： 该显示体现出采样速率与标称值的偏差。请注意，某些音频硬
件不允许采样速率中有任何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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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差”滑块： 该显示体现出字时钟与主时间码当前的相位偏差，即音频和 MIDI
之间的偏差。该显示中变化的时间码信号指出 Logic Pro 如何在“MTC 连续”同步模
式下调整硬件的采样速率。即使时间码差异很大，也不会导致音频和 MIDI 同步
之间出现偏差。若要出现此情况，您的音频硬件必须能够允许持续可变的采样速
率。音频 和 MIDI 之间小的偏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 MIDI 可以（也应该）直接追
随主时间码。

备注： Logic Pro 的实时采样速率转换功能使其能够跟随外部 MTC 信号（“MTC 连
续”），同时保持音频回放音高和速度正确。在 MTC-从属模式下录音时，该功能
也有效。

音频同步状态设置
• “Core Audio”弹出式菜单： 您可在其中定义如何将 Core Audio 硬件与外部主时间
码同步。

• MTC 连续： 音频片段同步开始，并且采样速率持续调整，以与主时间码信号
变量相符。即使非常长的音频片段也在这种模式下保持同步。

• MTC 触发器 + 自动速度检测： 与 MTC 触发器相似（请参阅下文），但在
Logic Pro 打开时，一直监视主时间码的速度。下次启动 Logic Pro 时，它会使用
调整过的采样速率。这种模式虽然不能使同步与“MTC 连续”那么接近，但是能
使长片段与主时间码更好地同步。然而，它确实采用一个恒定不变的采样速
率，该速率在主时间码信号中不受变量的影响。

• MTC 触发器： 音频片段同步开始，然后，不管主时间码信号如何变换，都以
恒定的采样速率播放。Logic Pro 总是使用设定的标称值采样速率（44.1、48、
88.2、96 和 192 kHz）。在保留录音的绝对音高至关重要的情况下，这种模式
很适合。如果主时间码的速度与标称值不同，您可能需要将长音频片段拆分成
几个小部分。

• 外部或任意： Logic Pro 对采样速率没有影响。音频硬件负责确保音频片段的
位置和采样速率相符合。只有当您确定字时钟与主时间码同步运行时（例如，
通过使用一个外部 SMPTE 或字时钟同步装置），才建议采用这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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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I 同步设置
“MIDI”面板将 Logic Pro 配置为通过 MIDI 发送时间码（当该面板处于回放或录音模
式时）。该面板可让您将作为主设备的 Logic Pro 与外部从属设备同步。

MIDI 时钟设置
• 传输 MIDI 时钟：  “目的地 1”注记格： 可让您激活 MIDI 时钟的传输。

每次开始传输 MIDI 时钟时，同时发送“乐曲位置指针 (SPP)”信息。因为不是所有
设备都可以处理 SPP 信息，因此还将发送 MIDI 系统实时“继续”信息。当您从 1 1
1 1 位置处开始时例外。在这种情况下，发送实时“开始”信息。

可以轻易通过其他一般 MIDI 事件（例如，音符和控制器）发送 MIDI 时钟。在使
用多端口 MIDI 接口时（如 Unitor8），将 MIDI 时钟发送到所有端口比发送到多个
单个端口正时效果好得多。

如果将 MIDI 时钟发送到所有端口，事件只从电脑向接口发送一次。如果将 MIDI
时钟发送到单个端口，需要给每个端口发送一个事件，对所有端口的带宽压力更
大。

• 传输 MIDI 时钟：  “目的地 1”弹出式菜单： 可让您确定 MIDI 时钟信号的第一个离
散 MIDI 输出端口。

• 传输 MIDI 时钟：  “目的地 2”注记格： 可让您激活 MIDI 时钟的传输。请参阅前面
更为详细的内容。

• 传输 MIDI 时钟：  “目的地 2”弹出式菜单： 可让您确定 MIDI 时钟信号的第二个离
散 MIDI 输出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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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迟传输”滑块： 可让您延迟 MIDI 时钟信号的传输。负值意味着提前传输 MIDI
时钟信号。该功能可让您补偿在外部从属 MIDI 时钟中的任何反应延迟。

MIDI 时间码 (MTC) 设置
• “传输 MTC”注记格： 可激活 MIDI 时间码的传输。

• “传输 MTC”弹出式菜单： 确定 MTC 信号的 MIDI 输出端口。

备注： 如果可以避免，您就不应该发送 MTC 到所有端口，因为它需要密集的数
据。如果可能，使用一个未使用的 MIDI 端口。

MIDI 机器控制 (MMC) 设置
• “传输 MMC”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启用“MIDI 机器控制”的传输（请参阅MIDI

Machine Control）。每当您使用 Logic Pro 的走带控制功能（开始、停止、倒回
等）时，就会发送这些命令。

当 Logic Pro 作为外部主设备（如 ADAT）的从属设备运行，并且您想要通过
Logic Pro 控制外部主设备的走带控制功能时，通常使用 MMC。因此，Logic Pro
同时用作 MMC 主设备和 MTC 从属设备。如果您想要使用外部同步主设备的走带
控制功能，无需使用 MMC。在此情况下，Logic Pro 会作为 MTC 主设备的从属设
备。您也可以通过 MMC，使 MMC 从属设备上的轨道进入录音启用模式。

• “监听 MMC 输入”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通过 MMC（MIDI 机器控制）和所谓
的全帧信息控制 Logic Pro。

Logic Pro 在监听 MMC 输入时可识别以下命令：

• “播放”

• “推迟播放”

• “停止”

“推迟播放”是一个特殊命令，用于缓慢的同步从属设备，如基于卷的磁带录音机。
不是使机器立即开始播放，而是要求到达所需的 SMPTE 位置后，再开始回放。
Logic Pro 对“播放”和“推迟播放”命令的响应没有可察觉的差异，因为 Logic Pro 几
乎可以立即定位到任何位置。

在检测到传入的外部 MTC（MIDI 时间码）命令时，Logic Pro 会忽略这些信息。

Logic Pro 也遵循全帧信息，并将播放头设定到一个新位置，但不开始回放。如果
收到互相冲突的信息，传入的 MTC 数据再次享有优先权。

某些同步装置发送全帧信息（而不是 MTC）以将从属设备（本例中为 Logic Pro）
定位到一个新位置，并且不会隐式地开始回放。这在视频机器处于“慢速梭动”或
“单帧前进”模式下时很有用，因为未处于回放模式下的从属设备定位极佳。

其他 MIDI 设置
• “MIDI 同步偏好设置”按钮： “MIDI 同步偏好设置”按钮用来打开“MIDI”偏好设置的

“同步”面板。（请参阅Logic Pro 中的 MIDI 偏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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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or 同步设置
“同步”项目设置的“Unitor”标签用来设定 Unitor8 MIDI 接口的主要同步参数。

通用设置
• “SMPTE 模式”按钮： 您可以命令 Unitor8 读写 SMPTE 数据。

• 读： 选择此按钮，以读取 SMPTE 数据。

• 生成： 选择此按钮，以写入 SMPTE 数据。

• “SMPTE 模式刷新”注记格： 可激活刷新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生成新的时间码，
与接收的时间码同步。刷新模式对 VITC 和 LTC 同时有效（参阅下文）。每次需
要拷贝 LTC 轨道时，您都应该使用刷新模式，因为直接拷贝 LTC，会严重降低质
量。在拷贝整个多轨道磁带时，您应该直接将所有轨道作为补丁，但是通过
Unitor8 刷新时间码轨道。

备注： 如果您在拷贝时间码，您应该只使用刷新模式。

• “SMPTE 类型”按钮： 在这里定义您想要使用的 SMPTE 格式。

• LTC： 将纵向（也称为线性）时间码写入磁带轨道。

• VITC： 将垂直间隔（或垂直集成）时间码写入一个视频磁带，该时间码不可
见。

• 关： 未写时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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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激发”滑块： 您可以设定 LTC 和 VITC 的自由激发时间（以帧为单位）。自
由激发参数影响 SMPTE 读取程序，并指定停止读取时间码后，同步装置继续向
音序器传输 MTC 的时间。

即使时间码中有出点，长时间的自由激发也会保持同步，但是它们也会在主时间
码停止后，延长 Logic Pro 的反应时间。实际上，您应该根据需要设定一个足够
大的值（用于延音操作），并设定尽可能小的值（以减少等待时间）。

• “TV 格式”弹出式菜单： 允许您定义刻录时间码的电视格式。

• PAL： 欧洲、南美洲、大多数亚非国家和地区，以及大洋洲使用的视频格式。
如果您要处理 SECAM 格式（法国以及非洲说法语的国家使用的格式）的视频，
请选取“PAL”。

• NTSC： 美国、中美洲、日本以及加拿大使用的视频格式。

• “VITC 第 1 行”和“VITC 第 2 行”弹出式菜单： VITC 被写入视频图片的两行，通常不
可见。这两行不应该相邻，并且通常位于 12 行和 20 行之间。

如果启用“扫描”选项，系统会自动识别 VITC 行。只有当“扫描”模式有问题，您才
应该手动输入这些行。

可见时间码显示设置
• 可视时间码显示：  “大小”弹出式菜单： 可让您设定刻录到视频图片中的时间码
计数器窗口的大小。

• 可视时间码显示：  “风格”弹出式菜单： 可让您设定刻录到视频图片中的时间码
计数器窗口的风格。

• “水平位置”和“垂直位置”滑块： 可让您设定刻录到视频图片中的时间码计数器窗
口的位置。

节拍器设置
“节拍器”项目设置包括所有扬声器节拍、MIDI 节拍和 KlopfGeist（一个虚拟节拍器
声源）的参数。可以将 KlopfGeist 添加到，或代替扬声器和 MIDI 节拍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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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KlopfGeist 是乐器通道条的“插件”菜单中的一个软件乐器。KlopfGeist 默认插
入到乐器通道 256。当选择“软件打击乐器 (KlopfGeist)”注记格时，Logic Pro 将自动
创建乐器通道 256（并插入 KlopfGeist）。理论上来说，可以将任何其他 Logic Pro
或第三方软件乐器用作乐器通道 256 上的节拍器声源。有关 KlopfGeist 的完整详细
信息，请参阅《Logic ProLogic Express 乐器》手册中的“KlopfGeist”章节。

要打开“节拍器”项目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节拍器”（或使用“打开节拍器项目设置”键盘命令）。

µ 点按编配工具栏中的“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节拍器”。

µ 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走带控制条上的“节拍器”按钮，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
“节拍器设置”。

MIDI 节拍设置
• “小节”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为小节生成单独的音符事件。

• “节拍”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为节拍生成单独的音符事件。

• “等份”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为等份生成单独的音符事件。

• “通道”栏： 定义已生成音符的 MIDI 通道。

• “音符”栏： 定义已生成音符的音符编号。

• “力度”栏： 定义已生成音符的力度。

• “MIDI 端口”弹出式菜单： 允许您为节拍器选取直接的 MIDI 输出端口（或所有端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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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打击乐器 (KlopfGeist) 设置
• “软件打击乐器 (KlopfGeist)”注记格： 可激活或取消激活 KlopfGeist 节拍器。

• “小节”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为小节生成单独的音符事件。

• “节拍”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为节拍生成单独的音符事件。

• “等份”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为等份生成单独的音符事件。

• “音符”栏： 定义已生成音符的音符编号。

• “力度”栏： 定义已生成音符的力度。

• “音调”滑块： 将虚拟节拍器的声音从短节拍更改为音高打击乐音色，类似于木板
或响棒。

• 音量滑块： 设定虚拟节拍声音的输出音量。

• “输出”弹出式菜单： 如果 Logic Pro 使用的音频硬件提供两个以上的输出，则该
弹出式菜单可让您将 KlopfGeist 节拍器声音发送至另一组硬件输出。

其他节拍器设置
• “录音时打节拍”注记格： 系统自动打开节拍器节拍以准备录音。这与在录音过程
中激活走带控制条上的节拍器按钮效果相同。

• “仅在预备期间”注记格： 当该选项活跃时，只能在项目预备期间听到录音节拍
声，过了预备时间就关闭。

• “播放时打节拍”注记格： 系统自动打开节拍器节拍以准备回放。这与在回放过程
中激活走带控制条上的节拍器按钮效果相同。

• “复音节拍器”注记格： 节拍器按照为小节、节拍和等份定义的方式发送音符。例
如，在每个小节的开头可以同时发送两个或三个音符。如果取消选择该选项，节
拍器每次只能发送一个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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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设置
“录音”项目设置确定 Logic Pro 在录音模式下的响应。

若要打开“录音”项目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录音”（或使用“打开录音项目设置”键盘命令，默
认：  Option-*）。

µ 点按编配工具栏中的“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录音”。

µ 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走带控制条上的录音按钮，然后从快捷键菜单中选取“录音
设置”。

通用录音设置
• “开始时”按钮： 可让您在开始录音时选取预备期间或卷前期间。

• 预备拍： 如果选择此按钮，则“预备拍”弹出式菜单（请参阅下文）可让您设定
录音前的预备期间。

• 录音卷前： 如果选择此按钮，该参数允许您以秒或毫秒为单位设定卷前时间。
在录音时，从当前项目位置减去此值。

• “预备拍”弹出式菜单： 可让您设定录音前的预备期间。

• 无： 录音没有预备。

• x 小节： 录音以 1 个小节到 6 个小节（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的预备开始。

• x/4： 在此拍处可设定预备拍号。当预备跨小节改变时，这些设置很有用。

• “允许速度改变录音”注记格： 在录音模式下所做的任何速度改变都会被录制下
来。有关编辑这些速度录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高级速度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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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着色的汇整”注记格： 选择此设置后，汇整折叠夹将从调色板中选取用于第
一个汇整录音的颜色，但对于此汇整折叠夹中随后录制的每个汇整则使用其他的
颜色。汇整折叠夹中使用的所有颜色均从调色板的同一颜色行中选取，每个后续
汇整所使用的颜色按照预定义的栏数在调色板中递进。

MIDI 录音设置
• “重叠录音”弹出式菜单： 可让您设定 MIDI 录音重叠时的操作。

• 创建汇整折叠夹： 在现有 MIDI 片段基础上录音时，会创建一个新的汇整折叠
夹。

• 与选定的片段合并： 新录制的数据与选定的所有片段合并，组成一个片段。
当所有录音都完成后，才进行该操作。

• 仅在循环录音中合并： 在“循环”模式下进行录音时，该功能把循环过程中录制
的所有数据合并成一个片段。如果不是在“循环”模式下，每个新录制的 MIDI 片
段都是独立的（未合并的）。

• 在循环录音中创建轨道： 在“循环”模式下录音时，此功能将自动为每个循环重
复创建一个新的汇整轨道。录音时播放所有之前的轨道。

• 在循环录音中创建轨道并静音： 在“循环”模式下录音时，此功能将自动为每个
循环重复创建一个新的汇整轨道。录音时使所有之前的轨道静音。

• “多轨道录音时按通道自动解混”注记格： 该设置在分层录音和多播放器录音模式
之间切换。请参阅连续录制多个 MIDI 轨道。

• “MIDI 数据减少”注记格： 在录音过程中，控制器事件稀疏化，以减少回放时载入
到 MIDI 总线上的数据。这会在使用只带有几个 MIDI 端口的接口时，改进密集编
配的正时。实际上，该功能减少控制器事件的持续时间，通过使用在一系列控制
器信息结尾保留此值的智能算法完成。

Core Audio 录音设置
• 录音文件夹文件路径： 使您可以将所有音频数据录制到单个位置。如果您的工
作方式是为项目而设，所有的录音（和其他项目资产）都存储在项目文件夹本身
中。

• “设定”按钮： 点按此按钮，以设定一个通用录音文件夹，并在对话框中选取或创
建一个新文件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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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音设置
Logic Pro 包括实时调音系统，与内置的软件乐器一起使用。您可以在“调音”项目设
置中配置调音系统。

若要打开“调音”项目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调音”（或使用“打开调音项目设置”键盘命令）。

µ 点按编配工具栏中的“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调音”。

软件乐器音高设置
• “调音”滑块： 可确定所有软件乐器的全局调音。默认值为音乐会音高 A (440 Hz)。
以音分（半音的 1/100）为单位去谐。

软件乐器音阶设置
• “软件乐器音阶”按钮： 在“软件乐器音阶”部分选择适当的按钮，以激活备用的调
音音阶。在存储项目时存储选定的调音音阶，下次打开项目时重新载入该音阶。

• “平均律”： 停用所有调音，并使用一个平均律音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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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 可激活很多固定的调音音阶和调。固定调音模式（在不同程度上）调
整缩放调音系统的乐调，并传达调号特征。当主要是弹奏白键时（在“纯音”设
置中，C 为调的主音），C 大调会是主要焦点，调音会调整到该和弦。紧接着
C 大调后面弹奏的 A 大调和弦（因此受制于 C 大调缩放调音）会在某种程度上
受到缩放调音效果的影响，但是它并不完全是平均律的声音。如果您通常弹奏
复音音乐，那么这种模式（在使用“纯音”设置时）听起来最悦耳。固定调音音
阶对很多巴洛克和中世纪乐器和音乐风格来说都是理想的选择。

• “用户”： 可让您按步长来去谐（去掉）每个半音。

• “和声调音 (HMT)”： 由于任何一种“和声调音”设置都不能同时满足所有调音要
求，因此您可以设定不同的“和声调音”模式和效果程度。

• 固定：  “类型”弹出式菜单： 可提供最重要的历史调音音阶，以及一些其他音阶。

• 固定：  “调的主音”弹出式菜单： 可让您为选取的音阶选取一个全局调 (C–B)。这
样您就能很容易地将选取的音阶引用到任何根音符。

• 用户：  “半音”框： 通过在每个半音框中垂直拖移，直到达到想要的值，从而按
步长去谐每个半音。此外，您还可以连按每个半音框，并键入一个值。按下 Return
键，或点按另一个框，以退出文本输入模式。

• 用户：  “还原”按钮： 将所有的音频调整还原到它们的默认值。

• 用户：  “拉高”滑块： 确定声音的高音尾音（与平均律音阶的）偏差。值越大，
低音符调的越低。设置为 0 时，产生一个平均律音阶调音。

• 用户：  “拉低”滑块： 确定声音的低音尾音（与平均律音阶的）偏差。值越大，
低音符调的越低。设置为 0 时，产生一个平均律音阶调音。

• 用户：  “调的主音”弹出式菜单： 可让您为选取的音阶选取一个全局调 (C–B)。这
样您就能很容易地将选取的音阶引用到任何根音符。

• Hermode 调音：  “类型”弹出式菜单： 可让您设定不同的“Hermode 调音”模式。

• 古典（3/5-全部）： 在这种模式下，可以定期大范围地调整纯五度和纯三度
音。万一出现冲突，可暂时降低纯度。这种模式可用于所有的音乐类型。“长
度”参数值表示五度音和三度音的纯度。设置为 100% 时，确定最大纯度。值为
10% 时，是最低纯度设置。“关闭”将调音设定到平均律音阶。

• 流行/爵士（3/5/7-全部）： 在这种模式下，更改五度音、三度音和七度音。这
对于 Pop 和爵士乐风格来说效果极佳，尤其是在使用延音和弦时效果更好。对
于复音音乐就不太适合，因为自然七度音的去谐很明显。这种模式应该总是与
90% 或 100% 的长度同时使用，因为其他的值会使自然七度音失效。

• 巴洛克（3/5-自适应）： 这种模式通过不断变化的特征来为五度音和三度音调
音。在音调音乐中，有清晰的泛音中心，中间和弦调音很纯，越远的和弦调音
纯度越低。如果泛音中心不明显，所有的和弦都以相同的纯度调音。与其他模
式参数相同，值为 100% 的长度确定最高纯度，值为 10% 的长度确定最低纯
度。

• Hermode 调音：  “长度”滑块： 可让您在 0% 到 100% 之间设定效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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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音
以下部分提供关于调音的某些基本信息。

关于备选调音
西方音乐中的 12 音音阶已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这 12 个音符中隐藏有大量其他微
分音（音调间的不同频率间隔）。

解释说明，通过查看泛音系列：  假设你的起始（基础）音频为 100 Hz（每秒振动
100 次）。第一个泛音频率翻倍，即 200 Hz。第二个泛音为 300 Hz，第三个为
400 Hz，以此类推。从音乐上讲，当频率加倍时，音高恰好提高（十二音系统的）
一个八度音程。第二个泛音 (300 Hz) 恰好比基础音频 (100 Hz) 高出一个八度音程（和
纯五度音）。

自此，您可以假设给一个乐器调音，每五度是一个纯音。这样做，您会期待一个调
音极佳的音阶，因为您在音符 C 开始调音，一直到音符 C 上方或下方。

简单来说：  假设您正在给一个乐器调音，从频率为 100 Hz 的音符 C 开始。（实际
上，音符 C 的频率接近 130 Hz。）不用节拍，调整音高，直到产生一个完全清晰的
音，这样就会调出第一个五度音。（节拍在音调中是循环调制的。）这样会产生一
个频率恰好为 150 Hz 的音符 G，并通过以下计算方式得到：

• 基本频率 (100 Hz) x 3（= 第二个泛音的 300 Hz）。

• 除以 2（回落到与起始音高相同的八度音程）。

该频率关系可以用 3:2 的比率表示。

对于其他的音阶：  将下一个五度调高：  150 x 3 = 450。除以 2，得到 225（比起始
音高高出一个八度音程，因此您需要向下调一个八度音程，得到 112.5）。

下表提供各种计算方法的汇总。

音符频率 (Hz)音符

x 1.5，再除以 2。100C

除以 2，并保持在该八度音程。106.7871C#

除以 2，并保持在该八度音程。112.5D

除以 2，并保持在该八度音程。120.1355D#

除以 2，并保持在该八度音程。126.5625E

135.1524F (E#)

除以 2，并保持在该八度音程。142.3828F#

(x 1.5) 除以 2。150G

160.1807G#

168.75A

180.203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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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符频率 (Hz)音符

189.8438B

202.7287C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出现了一个问题。

虽然物理规律表明高于音符 C (100 Hz) 一个八度音程的音符还是 C (200 Hz)，实际
上，调整完全五度音后（从 C 到 C），音符 C 的频率是 202.7287 Hz。这不是运算错
误。如果是真实乐器，结果就很明显了。

若要解决这个问题，您需要选取以下一个选项：

• 每个五度音都完全调音，脱音几个八度音程。

• 每个八度音程被完全调音，最后五度音（F 到 C）走调。

去谐的八度音程人耳听起来更明显，因此您的选择应该很明显。

逗号
完全调音的八度音程与五度音调音循环产生的八度音程之间的差异称为差音程。

几百年来，人们尝试了很多办法来解开这个谜，产生了一系列的音阶（在产生真正
的平均律，十二音音阶之前）。

历史上，人们思考过的其他音律重点放在泛音的不同质量上。各种音律各有长短，
相互妥协。有些最大化纯三度音（中音），有些强调纯五度音，而略去三度音（例
如，Kirnberger III）。

每种音律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一段给定音乐采用一个调听起来可能很好，采用另一
个调就很难听。将一段音乐从一个调移到另一个调，其特征会完全改变。

在为实际演奏历史键盘音乐选择音律时，请特别注意。选错了会导致演奏不令人满
意，甚至在音乐经历上留下历史性错误。

关于平均律
平均律获取调音错误（逗号），并在半音阶的各阶之间平均分布。结果就是产生由
同等程度走调的音程组成的音阶，其中没有音程明显走调，但也没有音程音调正
确。平均律成为 de facto 标准的两个主要原因是：

• 方便： 将一个乐器重新调音到一个更适合某首音乐作品的音律，非常麻烦。很
多乐器都不能够被再次调音（例如：弹拨弦乐器）。

• 可携带性： 很多西方乐曲可以在一个调音到平均律的乐器上（很好地）弹奏。
显然，某些原来用其他音律演奏的乐曲的某些细微差别会消失。

什么是和声调音？
和声调音在音乐演奏中自动控制电子键盘乐器（或 Logic Pro 软件乐器）的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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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所有可能的和弦和音程进阶中给每个五度音和三度音间隔创建清晰的频率，
一个键盘乐器上每个八度音程需要的键远不止 12 个。

和声调音可以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它保留调和音符之间的音高关系，同时校正电
子乐器的各个音符，从而确保较高的音调纯度。这个过程使每个音符可以使用多达
50 个分级详细的频率，同时保持它们与每个八度音程的 12 个音符的固定调音系统
兼容。

和声调音工作原理
在分析后的和弦结构基础上校正频率。

分析每个和弦中各个音符的位置，并将每个音符到平均调音音阶的距离总和置零。
在关键情况下，如有必要，不同的补偿功能会以绝对纯度为代价帮您最小化重新调
音程度。

例如：

• 音符 C、E 和 G 组成 C 大调和弦。

• 为了调谐这些音符，需要将三度音 (E) 调高 14 音分（一音分是平均律半音的
1/100），并将五度音 (G) 调高 2 音分。

应该注意，和声调音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若要根据音乐内容不断进行调整。执
行此操作是因为，作为平均律或正常调音的备选，五度音程和三度音程也可以调音
到理想频率比：  五度音程调整至比例 3:2，大三度音程调整至比例 5:4，因此大三
度听起来会更响亮。

对于纯（音阶）调音，和声调音将频率值变得部分较高，或者部分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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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设置
“音频”项目设置确定音频专用的项目参数。

若要打开“音频”项目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音频”（或使用“打开音频项目设置”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Option-U）。

µ 点按编配工具栏中的“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音频”。

• “通道条对象的自动管理”注记格： 使轨道和通道条的设置和使用过程一目了然。
在创建新轨道时，该选项自动创建和管理通道条。只有当您需要手动修改环境窗
口中的通道条时，您才可以取消激活该设置。

• “通道条对象的自动命名”注记格： 此选项（在 Logic Pro 9 项目中默认为活跃状
态）允许根据上次载入的设置（CST、SI PST 或 EXS 乐器 - 不管哪一个是上次载入
的设置）自动给通道条命名，直到用户手动输入通道条名称（在轨道头、“编配”
通道条、调音台或环境中）。

• “回放卷前”注记格： 选择该选项后，所有开始命令都会强制 Logic Pro 稍微提前
开始回放（移到左边）。精确的卷前值取决于插件的当前延迟补偿值。该选项确
保正确回放刚好在开始位置上的瞬变。如果取消选择该选项，就可能错过刚好在
开始位置上的瞬变，或者瞬变变成渐入。

• “采样速率”弹出式菜单： 可让您为项目选取采样速率。

• “环绕声格式”弹出式菜单： 可让您为项目选取环绕声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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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相法则”弹出式菜单： 将信号向中心位置偏移可能比强制向左或向右偏移信号
产生的声音响亮。声相法则值确定信号向中心位置偏移的音量降低值。您可以在
以下设置间选取：

• 0 dB： 在不改变音量大小的情况下，信号声相向中心位置偏移时，似乎比在最
左或最右声相位置时更强。

• –3 dB： 全音阶信号 (0 dBfs) 声相向中心位置偏移时，将获得 –3 dB 的音量。

• –3 dB 补偿： 全音阶信号 (0 dBfs) 声相向中心位置偏移时，将获得 0 dB 的音量
（声相偏移到最左边或最右边位置时，音量值为 +3 dB）。

• “将声相法则补偿应用到立体声平衡器”注记格： 对立体声平衡控制应用声相法则
补偿。

备注： 基于兼容性目的，默认情况下，为在 Logic Pro 9 中打开的所有旧项目选
择此注记格。

MIDI 设置
“MIDI”项目设置确定 MIDI 输入和输出的操作。“MIDI”项目设置包括“通用”、“输入滤
波器”和“追踪”面板。

若要打开“MIDI”项目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MIDI”（或使用“打开 MIDI 项目设置”键盘命令）。

µ 点按编配工具栏中的“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M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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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 MIDI 设置
“通用”面板中提供了以下参数。

其他设置
• 载入项目后发送：  “已使用的乐器 MIDI 设置”注记格： 载入项目后，自动发送活
跃的乐器 MIDI 设置。（请参阅插入音色变化、音量和声相作为 MIDI 事件。）

• 载入项目后发送：  “所有推子值”注记格： 一旦载入项目后，自动发送所有环境
推子值。

• “与编配窗口中的音频一同搓擦”注记格： 如果您想要同时搓擦“编配”窗口中的
MIDI 和音频片段，请激活该设置。

MIDI 直通设置
• “带 MIDI 直通功能的 SysEx”注记格： 收到的 SysEx 信息与其他 MIDI 数据一起直接
从电脑通到 MIDI 输出。在使用硬件编程器时，该设置尤其重要，因为您可以立
即监视您正在编辑的合成器的参数改变。

如果您想要录制 SysEx 转存，请不要选择该注记格。通过电脑转存的意义不大，
除非您想要录制转存，并希望将其同时传输到另一个同类型的设备上。

• “不带 MIDI 直通功能的乐器”弹出式菜单： 当乐器被分配到选定的编配轨道时，
这里选定的乐器不会将事件直通到电脑。通常，您会在这里设定“没有输出”乐器
（默认情况下选取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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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主键盘没有本地关闭设置，您可以使用该功能，以在录制时避免不必要
的音符重复：

• 通过多音色声源，可分配乐器（通常是通道 1），此乐器用于播放在电脑关闭
状态下播放时听到的声部。

• 通过单音色声源，分配代表您的主键盘生成声部的乐器。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每当您录制任何其他乐器的轨道时，您都应该调低主键盘的
音量控制。

您只需停用轨道名称旁边的“录音启用”按钮，就可以停用编配窗口中任何 MIDI 轨
道的 MIDI 直通功能。

输入滤波器设置
“输入滤波器”面板用来在音序器输入上屏蔽特定类型的事件。有关各注记格的进一
步信息，请参阅录音时过滤 MIDI 事件。

追踪设置
如果从项目中间开始回放，可能无法听到某些事件（例如在回放开始点之前开始的
音符、延音踏板事件和弯音事件）。使用“追踪事件”功能，可以让 Logic Pro 对项目
进行分析并在回放项目时包括一些或所有此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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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 MIDI 项目设置面板提供以下确定追踪事件类型的注记格：

• “音符”注记格： 应在回放开始点开始播放的任何音符。

• 音符：  “延音的”注记格： 仍在回放开始点播放的任何音符（由延音踏板事件导
致）。

• 音符：  在“没有移调”乐器通道条注记格中： 您可以在检查器中将乐器通道条（尤
其是鼓）指派为“没有移调”状态。这是一个回放参数，如果包含乐器音符的片段
从中间开始播放则忽略此参数。

• “音色变化”注记格： 越过回放开始点的片段中的任何音色变化均将被发送。

• “弯音”注记格： 发送紧邻回放开始点之前的弯音事件。

• “控制器改变”、“0-15”、“64-71”和“其他所有”注记格： 选择以搜索连续的控制器 0
到 15、连续的交换控制器 64 到 71 或其他所有控制器。

• “触后响应”注记格： 查找单声道（通道）触后响应信息。

• “复音触后响应”注记格： 扫描复音触后响应信息。

• “系统专用”注记格： 传送回放开始点之前的最新 SysEx 信息。

• “文本元事件”注记格： 传送回放开始点之前的最新文字元信息。

• “在‘所有通道’乐器中追踪分开的通道”注记格： 多乐器（处于“环境”中）具有全局
通道，最多可以具有 16 个 MIDI 子通道。选择此选项可以扫描每个 MIDI 子通道
的事件，而不是全局多乐器通道。

• “追踪循环返回”注记格： 如果循环开始点和结束点与片段重合，则扫描并发送所
有事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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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踪循环返回：  “音符”注记格： 将循环返回扫描限制为音符事件。

• “追踪前发送全部 MIDI 复位”注记格： 追踪前发送全部 MIDI 复位信息，确保所有
触发的 MIDI 设备均设定为默认值。

乐谱设置
有八个与乐谱相关的项目设置面板。您可以通过使用“项目设置”窗口顶部的标签，
在这些设置和其他项目设置之间进行切换。

这些设置会影响整个项目（在所有乐谱设置中）。它们跟项目文件一起存储，允许
每个项目拥有不同的设置。

若要打开“乐谱”项目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乐谱”（或使用“打开乐谱项目设置”键盘命令）。

µ 点按编配工具栏中的“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乐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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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乐谱设置
“全局乐谱”项目设置定义全局格式选项，如页边距，音符间的间隔，每行的小节数
等。

距离值在“全局乐谱”设置面板中可以以英寸或厘米为单位显示。

若要在英寸和厘米之间切换距离值显示
µ 在“全局乐谱”设置面板上方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厘米或英寸。

可为完整乐谱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由两个输入框指示）单独设定影响通用页面布
局（如页边距）的设置。这可让您用不同于整个乐谱的页面布局打印出单个声部。
（请参阅给完整乐谱和声部创建单独的布局。）

以下内容详细描述了全局乐谱设置。

• “顶边距”、“底边距”、“左边距”和“右边距”栏： 这些值显示页面上到可打印区域外
侧边框的页边距。值“顶边距 0.0 英寸”表示会根据选定打印机驱动程序允许的接
近程度，尽量从纸张最上端开始打印。这还意味着可打印区域的大小可随打印机
不同而变化，尽管差异应该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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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边距只有在“页面打印”视图下才可见，其中它们在屏幕上显示为橙色的行。（这
些行不会被打印出来。）通过使用指针或布局工具拖移，您还可以在乐谱中直接
改变它们。

• “添加括号空格”注记格： 在左边距线和乐谱的开头之间创建附加的大括号和方括
号空格。如果此选项未被选中，乐谱会直接沿左边距线对齐。

• “交替边距”注记格： 如果被选中，左右页边距设置将会每两页交换一次。当乐谱
要被装订成一本书时，这会很有用：  内边距通常需要比外边距稍大。在以后可
能会添加注释到乐谱中，从而需要额外间距的情形下，相反的情况可能会更好。

• “标题空间”栏： 定义第一页顶边距和页面上第一个乐谱顶边距之间为标题保留的
高度（按照分配的乐谱风格）。

备注： 直接插入到此区域的文本对象会自动变成全局文本要素（请参阅处理全
局文本），并在所有乐谱设置（完整乐谱和声部）中显示为标题。

此值也可通过拖移第一个乐谱上方的紫色线，直接在乐谱中修改。

• “行距”栏： 定义相同页面上的五线谱系统（单个、多个或连接的五线谱可能组成
一个系统）之间的附加垂直距离。它应用于整个乐谱以及单个的五线谱声部。

• “最多小节数/行”栏： 当使用小的间距值（如下）时，这个参数会很有用，防止
一行显示过多的小节。此处设定的数字限定每行可以显示的小节数。

备注： 当使用布局工具改变换行符时，此设置会被覆盖。（请参阅设定换行
符。）

• “固定间隔”和“比例间隔”栏： 这些参数确定音符间的水平距离量。

• “固定间隔”影响音符到音符的距离，不管节奏值为多少。

• “比例间隔”则考虑了音符持续时间。

如果您仅使用“比例间隔”（并将“固定间隔”设定为 0），每个小节（或多或少）的
（水平）间距都会相同。一个全音符使用的间距和四个四分音符相同。相反的情
形下（固定高度值，比例间隔值设定为 0），不管音符持续时间如何，从一个音
符到下一个音符之间的距离始终相同。二分音符的间距与八分音符相同。计算音
符距离时也会考虑临时记号、延音线等其他因素。

您使用的设置取决于您的个人偏好和作品风格。您应在这两个参数间追求适当的
平衡，因此在处理最终乐谱布局时请尝试不同的组合。

• “斜杠间隔”栏： 这是斜杠的距离参数（用于显示节拍斜杠而不是自动休止符的五
线谱风格中）。在将音符插入显示斜杠的五线谱时，这特别重要。例如，诸如
funk 的音乐风格会使用大量的十六分音符，因此您选取的斜杠距离可能比为不超
出八分音符的音乐所选取的要高。这样，音符和段落（仅包含斜杠与和弦符号）
之间的适当关系就可保留。

• “符杠倾斜系数”、“最小倾斜”和“最大倾斜”栏： 这三个参数影响符杠的倾斜角度。
与间隔参数一样，这些参数也是一起使用的。您需要尝试不同的组合才能找到合
适的设置。最终设置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音乐风格和个人偏好。

• 符杠倾斜系数： 依据符杠所所连音符的间隔时间，确定一般的符杠倾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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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倾斜： 确定引起符杠倾斜的音符的最小间隔。

• 最大倾斜： 确定最大的符杠倾斜角度。

这些参数的操作相对于特定配乐情形，这就是为什么无法给出明确设置的原因。
同样，当您处理作品的最终布局时，有必要尝试不同的组合。

• “默认踏板位置”栏： 这确定自动踏板符号（您在实时录制过程中使用 MIDI 延音
踏板时创建的那些）的垂直位置。如果此参数设定为零，那么录制的 MIDI 延音
踏板事件在乐谱中会隐藏。您从部件箱手动插入的踏板标记不受此参数影响。

• “‘打开’单个五线谱”注记格： 在其开始点显示没有垂直线的单五线谱（谱号的左
侧）。

• “最后一行乐谱两边对齐”注记格： 将最后一行（完整乐谱中最后一个五线谱系
统）延长到右页边距。

• “隐藏静音片段”注记格： 从乐谱显示中排除静音片段。如果未选择此选项，虽然
不能在 MIDI 回放期间听到静音片段，但是这些片段将显示在乐谱中。

• “隐藏静音轨道”注记格： 从乐谱显示中排除静音轨道。如果未选择此选项，虽然
不能在 MIDI 回放期间听到静音轨道，但是这些轨道将显示在乐谱中。

• “隐藏静音音符”注记格： 从乐谱显示中排除静音音符。如果未选择此选项，虽然
不能在 MIDI 回放期间听到静音音符，但是这些音符将显示在乐谱中。

• “显示替身”注记格： 打开或关闭乐谱中替身的显示。（请参阅处理乐谱编辑器中
的替身。）

• “允许替身编辑”注记格： 打开或关闭替身编辑。（请参阅处理乐谱编辑器中的替
身。）

• “更替重复符号”注记格： “更替重复符号”注记格如果未选择此选项，项目中所有
重复正负号将会和真实书本式括号一起显示。

• “二全音符”弹出式菜单： 在四个不同形状的二全音符和无二全音符设置的默认值
（停用所有二全音符）之间切换。（

编号与名称设置
这些设置影响乐谱中页码、小节编号和乐器名称的自动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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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对这些选项中的任何一个，您都可以通过点按“选取”按钮设定字体、大小和
外观。

页码设置
• “页码”注记格： 选择它以打开页码显示参数。

• “水平位置”弹出式菜单： 改变页面上的水平对齐。从以下选项中选取：

• 交替： 交替，从右侧开始

• 左、右或居中： 这些就不需要解释了。

• 反向 交替： 交替，从左侧开始。

• “垂直位置”弹出式菜单： 改变页面上的垂直对齐。您可以选取“顶部”或“底部”。

• “页面偏移”栏： 出于显示目的，此值被添加到每个实际页码。当谱写包含多个声
部的作品并且这些声部存储为单独的项目文件时，这会很有用。若要使乐谱从头
到尾的页码保持连续，您可以将此参数设定为前面所有声部（项目文件）所包含
的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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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距离”栏： 从页面上最外面打印位置的水平距离。这只与“水平位置”参数设
定为“交替”或“反向 交替”的页码有关。

• “垂直距离”栏： 到页面上最高或最低打印位置的垂直距离（取决于“垂直位置”设
定为“顶部”还是“底部”）。

• “隐藏第一页页码”注记格： 防止显示（和打印输出）第一页上的页码。（其他所
有都被显示并打印。）

• “前缀”注记格： 可让您输入与每个页码一起显示的文本。

例如，如果您使用前缀“页”，则页后面跟着的一个空格和实际页码将显示在每页
上。这意味着第三页将会显示为页 3。如果您想要页码在前缀的中间，则需要将
符号“＃”用作页码变量。例如，第二页上的“- pg.# -”打印为“- pg.2 -”。

您还可以使用以下文本符号使前缀中包含自动生成的文本：

• “\ i”表示乐谱设置名称

• “\ n”表示项目（文件）名称

• “\ s”表示当前显示的显示层次的名称，可以是 MIDI 片段或文件夹名称（或者甚
至是最高层次上的项目名称）

• “\ d”表示当前日期（打印输出的时间）

小节编号设置
• “小节编号”注记格： 选择它以打开小节编号显示参数。

• “水平位置”弹出式菜单： 选取“在小节线处”或“在小节中间位置”。

• “垂直位置”栏： 乐谱上方的高度。如果此处设定为负值，小节编号会处于五线谱
下方。

• “步长”栏： 此值控制小节编号显示之间的间隔时间（以小节为单位）。例如，值
4 使小节编号位于第一、第五和第九小节等。如果您只希望小节编号显示在每个
五线谱线的开头，将此参数设定为 0。

• “小节偏移”栏： 此值被添加到所有实际小节编号中进行显示。

• “开始于”栏： 从此处指定的小节开始自动编号。

• “在线性视图中隐藏小节编号”注记格： 线性视图指非页面视图。

• “按照五线谱大小”注记格： 根据五线谱大小显示小节编号。

• “统计多个休止符”注记格： 在多个休止符下方显示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小节编号。
这在选取负“垂直位置”值时有用，使小节编号显示在五线谱下方。

• “在双小节处显示”注记格： 在每个双小节行和重复正负号处显示小节编号，不受
选取的“步长”设置影响。例如，如果“步长”设定为 0（已激活“双小节”），小节编
号会显示在每个五线谱线的开头，以及所有双小节线和重复正负号的上方或下
方。

• “仅顶/底部五线谱”注记格： 如果未选择此选项，则在完整乐谱中，小节编号仅
显示在顶部五线谱上方。（负“垂直位置”值使得编号显示在底部五线谱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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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名称设置
• “乐器名称”注记格： 选择它以打开乐器名称显示参数。

• “位置”弹出式菜单： 从“五线谱上方”或“五线谱旁边”中选取。

• “对齐”弹出式菜单： 这指五线谱之前的间距。选取“左”（在左边距）或“右”（在
右边距）。

• “第一段乐谱”弹出式菜单： 选取下列中的一个，以在第一段乐谱处显示乐器名
称：  “无名称”、“短名称”、或“全名称”。

• “其他五线谱”弹出式菜单： 如上所述，用于其他乐谱。

奏法记谱法设置
吉他奏法记谱法是另一种为带音品弦乐器的音乐谱曲的方法，特别是吉他和电贝
司，但也用于其他四弦到六弦的带音品弦乐器（或弦乐器弦线）。

在此系统中，水平线表示乐器的弦。音符始终写在弹奏它们的线／弦上。显示音品
的编号而不是常规的音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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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五线谱风格中包含设定为这些调音设置之一的“谱号”参数，Logic Pro 会自动将
音符转换为符号谱。这些调音设置的准确特征在“吉他奏法记谱法”面板中确定。

可以定义十二种不同的调音设置。每一种设置都对应着此面板中的一行。常规的吉
他和贝司调音已作为默认被包括进来（第一行和最后五行），一些更常见的吉他调
音也是如此。

调音设置参数
• “名称”栏： 连按“名称”栏，以更改文本输入栏中的名称。

• “弦”弹出式菜单： 选取弦的数量（在三到十六之间）。

备注： 在面板中最多直接显示八根弦。如果选择的弦超过八根，则可以通过点
按箭头或拖移滚动条来移动可见部分。

• “分配”弹出式菜单： 选择为弦自动分配音符的方法（请参阅确定分配方法）。

• “1 到 16”栏： 通过连按以键入，或通过垂直拖移以选择打开的弦被调音到的音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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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参数
• “符头样式”按钮组： 可让您从以下四个符头样式中选取：

• 仅数字

• 圆圈中的数字

• 仅圆圈 1/1、1/2 音符

• 黑白（1/1、1/2 音符）圆圈

• “低音弦”按钮： 点按以确定最低的弦的显示。它可能与其他弦相同，或稍粗一
点。

• “上下扫弦”按钮： 通过点按来更改在“和弦网格”和“奏法记谱法标记”部件箱中显
示的上下扫弦对象的样式。

TAB 标记参数
• “手掌闷音”栏： 自定“和弦网格”和“奏法记谱法标记”部件箱中的“手掌闷音”对象的
名称、字体和大小。

• “延长发音”栏： 自定“和弦网格”和“奏法记谱法标记”部件箱中的“延长发音”对象的
名称、字体和大小。

• “拍击”栏： 自定“和弦网格”和“奏法记谱法标记”部件箱中的“拍击”对象的名称、字
体和大小。

• “行”弹出式菜单： 调整行：  实线、虚线或点线。

确定分配方法
由于大多数音符可在不同弦上的不同位置（音品）上弹奏，“分配”参数扮演着不可
或缺的角色。多数情形下，单个音符的 MIDI 通道确定弦的分配。

备注： 单个音符的 MIDI 通道参数对 MIDI 回放没有影响。回放通道在编配窗口中
轨道乐器的“参数”框中确定。

在“分配”栏（相应的调音设置）中点按并从以下弦分配选项中选取：

音高
Logic Pro 将每个音符分配到位置尽可能低而又能弹奏它的弦上。为影响弦的分配，
有这样一条规则（仅在“音高”模式下）：音符的音品位置不能低于它的 MIDI 通道。

这种方法一般在音符是从 MIDI 键盘录制的时使用：

• MIDI 通道 1 上的 A3 音符显示在 G 弦的第二个音品上。如果您想要音符显示在较
高的位置（以正确显示段落的适当指法），您需要将它的通道设定为 3 或更高。
这意味着音品位置不能低于 3，因此音符会显示在 D 弦的第七个音品上。

• 如果通道是 8 和 12 之间，A3 则被分配到第 12 个音品的 A 弦上，如果是通道 13
到 16，则被分配到低 E 弦（第 17 个音品）。

如果您想要强制分配到更高位置，您需要使用其他分配模式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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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
在此模式下，弦的编号（从最低的弦开始计数，1 到 6）与 MIDI 通道对应。通道 7
到 16 被分配给最高的弦。

反转 通道
与“通道”相似，但是从最高的弦（1）数到最低的弦（6 和以上）。这种为弦编号的
方式一般用于传统的吉他文献中。

备注： 由于多数“吉他到 MIDI 转换器”在不同 MIDI 通道上发送音符（在不同的弦上
弹奏），因此如果您使用“MIDI 吉他”录制 MIDI 片段，“通道”和“反转通道”模式会是
合适的。奏法记谱法乐谱准确按照录制时弹奏的音乐显示。

反转 通道 –1 和反转。通道 –2
当用“吉他到 MIDI 转换器”录制和标记电贝司声部时应使用这些模式。

• “-1”是为五弦贝司设计的（带一个附加的高 B 弦）。

• “-2”是为四弦贝司设计的。

原理与“反转通道”模式相同，但为了将通道适当地转换为低音弦分配，MIDI 通道的
编号要减小 1 或 2。

四弦贝司的弦分配为 3 到 6，五弦贝司为 2 到 6（两种情况中都是从最高的弦数到
最低的弦），正如听起来高一个八度音程的吉他弦一样。通道 1 上的音符会被分配
到最高的弦。

有关奏法记谱法乐谱的进一步信息
在所有这些分配模式下，最低的弦下面的音符根本不显示。

需要注意的另外一点就是，音符一般只能被分配到实际上能弹奏它们的弦上（F2
只能在吉他最低的弦上弹奏，因此此情形下通道分配完全被忽略）。

您可创建显示 MIDI 片段两次的双五线谱风格：  一次使用常规音乐记谱法，一次使
用奏法记谱法。指示的分离点在这种情形下可以忽略。它的默认风格（名为吉他混
音）位于 Logic Pro 默认项目中。

您不能在“奏法记谱法”五线谱中插入谱号改变。如果您想要在同一个五线谱的奏法
记谱法和常规记谱法之间变换，您需要剪切 MIDI 片段，并将特定的五线谱风格分
配给产生的片段。

吉他奏法记谱法与常规高音谱号相关。如果您将八度音程移调的高音谱号（高音
8）用于吉他乐谱（像在大多数吉他音乐中所做的那样），您需要在“五线谱风格”
窗口中将奏法记谱法的“移调”参数设定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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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弦与网格设置
这些设置是和弦与和弦网格的通用显示选项。

和弦设置
• “根音字体”栏： 定义和弦符号的根音音符的字体。

• “扩展名字体”栏： 定义和弦符号的扩展名的字体。

• “按照五线谱大小”注记格： 根据五线谱大小显示和弦符号。

• “斜杠音符位置”弹出式菜单： 定义斜杠音符的位置。

• “临时记号音阶”栏： 根据字体大小设置，改变临时记号大小：  正值使和弦符号
临时记号的大小增加，负值使它减小。

• “语言”弹出式菜单： 可让您从七种和弦符号语言中选取。

• “对齐”弹出式菜单： 根据和弦符号的小节位置，用设定为默认（默认）的“对齐”
参数确定它们的通用水平对齐。

网格设置
• “网格字体”栏： 设定通用的网格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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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格缩放：“简化”栏： 将第一个和弦网格添加到乐谱编辑器时设定其大小。

• 网格缩放：“正常”字段： 将第二个和弦网格添加到乐谱编辑器时设定其大小。

• 网格缩放：“已扩大”栏： 将第三个和弦网格添加到乐谱编辑器时设定其大小。

• 和弦缩放：“简化”栏： 将第一个和弦网格添加到乐谱编辑器时，设定其和弦的大
小。

• 和弦缩放：“正常”字段： 将第二个和弦网格添加到乐谱编辑器时，设定其和弦的
大小。

• 和弦缩放：“已扩大”栏： 将第三个和弦网格添加到乐谱编辑器时，设定其和弦的
大小。

• “显示指法”注记格： 选择这些注记格，以在乐谱编辑器的和弦网格符号上显示指
法编号。

• “最小品数”栏： 定义和弦网格上的品数（四、五或六）。

• “横按”按钮： 定义和弦网格上的横按样式，可以是延音线或块。

• “缩略图”按钮： 定义和弦网格上的缩略图指法标记的表示方法。它可以以“5”或
“T”表示。

• “左手”注记格： 更改惯用左手用户的和弦网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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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号与拍号设置
这些是谱号、调号和拍号的通用显示选项。

谱号设置
• “谱号”弹出式菜单： 可让您从以下谱号显示参数中选取：  “每个乐谱”、“第 1 乐
谱在每一页上”、“第 1 乐谱在第 1 页上”和“全部隐藏”。

• “在换行处显示警告”注记格： 导致在五线谱或五线谱系统末尾显示警告谱号改变
（如果实际的改变位于后续五线谱或五线谱系统的开头）。

• “较小的谱号改变”弹出式菜单： 谱号改变（不管是五线谱风格改变引起的还是从
部件箱新插入的谱号引起的）可以显示为比五线谱开头的谱号小的大小，这取决
于此设置。

调号和拍号设置
• “调号”弹出式菜单： 可让您从以下调号显示参数中选取：  “每个乐谱”、“第 1 乐
谱在每一页上”、“第 1 乐谱在第 1 页上”和“全部隐藏”。

• “在换行处显示警告”注记格： 导致在五线谱或五线谱系统末尾显示警告调号改变
（如果实际的改变位于后续五线谱或五线谱系统的开头）。

1076 第 43 章 Logic Pro 中的项目设置



• “自动调号变调”注记格： 此设置在移调五线谱风格中启用调号的自动变调。通常
选择该注记格。无音调音乐作品的乐谱例外。如果没有选择该注记格，那么所有
升号和降号都直接用音符显示。

备注： “五线谱风格”窗口中有一个相似的选项（“调”参数），它可让您关闭单五
线谱风格的调号，甚至还可以关闭多五线谱风格中单个五线谱的调号。

• “最小化移调的临时记号”注记格： 如果这会产生临时记号较少的拍号，则这可让
您使用等音改变的调号。例如，如果某个作品是用 B 大调（5 升号）谱写的，那
么 Bb 乐器会用 Db 大调（5 降号）而不是 C# 大调（7 升号）标记。

备注： Logic Pro 不显示多于七个降号或升号的调号，不管是否激活了此选项。

• “显示本位音”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显示调号改变处的本位音，在这些地方前
面的临时记号不再有效（例如，当从 E 大调变为 G 大调或 C 小调时）。

• “显示装饰音临时记号”注记格： 如果激活此选项，提示临时记号会自动显示。这
意味着不管哪里出现临时记号改变全音阶音符的情况，当音符出现在后续小节中
时（未被改变），将会显示另一个临时记号（许多情形下为本位音符号）。

• “拍号”弹出式菜单： 可让您从以下拍号显示参数中选取：  “每个乐谱”、“第 1 乐
谱在每一页上”、“第 1 乐谱在第 1 页上”和“全部隐藏”。

• “在换行处显示警告”注记格： 导致在五线谱或五线谱系统末尾显示警告拍号改变
（如果实际的改变位于后续五线谱或五线谱系统的开头）。

• “大小”弹出式菜单： 改变五线谱上指示器的外观（通常非常大，便于控制）。它
用常规值和百分比值表示。单系统会在系统上显示两个数字（如 4/4）。双系统
会在上面的系统中显示上面数字，在下面的系统中显示下面数字。

• “隐藏小节线”注记格： 可让您隐藏所有小节线，这对教学材料、格里高利素歌乐
谱和其他特别的情形很有用。

备注： 只有自动显示的小节线才被隐藏，因此，仍然可以从部件箱中插入小节
线，包括常规小节线，它们会被显示并打印。

八度音程符号设置
• “+8”、“–8”、“0”、“+15”、“–15”栏： 可让您编辑不同八度音程符号的文本串和文本
格式。点按合适的栏，并输入文本。

• “选取”按钮： 点按该按钮以选择不同的字体、字体外观或大小。

• “按照五线谱大小”注记格： 根据五线谱大小显示八度音程符号。

• “行”弹出式菜单： 调整行：  实线、虚线或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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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设置
您在“布局”面板中可以定义整个项目的多个显示设置，如五线谱线条粗细、符干长
度、音符和延音线间或音符与符点间的距离等。

线条粗细设置
• 线条粗细参数： 这一组参数确定以下对象的线条粗细：  五线谱线、符干、加
线、小节线、重复线和结束线、连音线、文本框（带方框的文本风格）以及渐强/
渐弱（也影响线条对象和箭头）、延音线和圆滑线。

备注： 如果您有一台高分辨率的打印机，请尝试使用较细的线条粗细设置（2 甚
或可能是 1）。谱线越细看起来的效果越好。其他参数设置主要是个人的偏好问
题。这些改变只有在高缩放水平下才能在屏幕上看出来。若要真正地判断结果，
请尝试用不同设置进行打印。“圆滑线粗细”和“延音线粗细”参数受乐谱设置中的
“比例”参数和五线谱风格中的“大小”参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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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设置
• “小节开始间隔”和“小节结束间隔”栏： 改变小节第一个音符与最后一个音符、前
一条小节线与后一条小节线之间的相对距离。请记住，只有当“全局乐谱”项目设
置面板中的通用间隔参数选取了极限值时，改变这些参数的默认设置才有意义。

• “符点到音符距离”和“符点到符点距离”栏： 确定符点音符的音符头和符点间的距
离。符点/符点距离指双符点音符。

• “临时记号到音符的距离”栏： 可让您全局地改变临时记号与相应音符头之间的距
离。只有当“间隔”参数采用非常小的值，从而使音符间的距离极小时，才应改变
默认设置。此全局设置还可以与音符属性窗口中单个音符的“临时记号距离”结合。

• “临时记号到临时记号的距离”栏： 可让您全局地改变和弦中多个临时记号之间的
水平距离。

其他设置
• “符干长度”栏： 确定符干长度的默认设置。

• “水平延音线位置”和“垂直延音线位置”栏： 确定音符头和相关延音线之间的距离
（自动显示）。

• “Factory 默认”按钮： 点按该按钮，以将所有参数还原为其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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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I 含义设置
“MIDI 含义”面板中的设置确定插入列出的符号是否影响（这些符号连接的）音符的
MIDI 回放以及影响的程度。

以上符号改变它们所连接到的所有音符的 MIDI 输出。您可以为每个符号确定两个
参数：  力度和长度。

“MIDI 含义”功能在您用鼠标插入音符时最有用。这使得可以像在纸上谱写音乐一样
工作。

• 首先，您写下/插入音符。它们使用同一个力度，相同的节奏音符值的长度完全
相同。

• 重音和表达标记随后被附加到其中一些音符，这会改变这些音符的力度和（回
放）长度。

这使得回放声音听起来更真实更有活力。

“MIDI 含义”面板（新项目中的）的默认设置中，力度为 0，长度为 100%（不会改
变）。如果您不改变这些值，符号会保持完全图形化，不影响 MIDI 回放。

1080 第 43 章 Logic Pro 中的项目设置



如果您（从键盘）实时录制片段，最好是将这些设置保持为默认的，因为音符可能
已经听起来像您希望的那样了。

重要事项： 如果您确实使用“MIDI 含义”，您需要在开始插入重音等之前调整设置。
这是因为设置对已插入的重音和表达标记没有影响。

一旦设定好，当您将这些符号中的一个附加到音符时，将会改变音符的力度和长
度。当您删掉符号时，音符力度和长度会还原到它们的初始值。

• 力度： 此值会与相应音符的原始力度值相加或相减。

• 长度： 原始音符长度按这里选取的百分比缩短。这只影响音符的回放，而不影
响乐谱显示。音符长度变化可在“事件参数”框或“事件列表”中查看。

颜色设置
“颜色”面板确定当前活跃项目的调色板。

调色板用于不同的颜色模式。（请参阅选取颜色模式。）点按任何颜色都会打开标
准“颜色”窗口，可以改变特定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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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与项目一起存储，每个项目中的颜色可以不同。

此面板中有三个调色板和一些附加选项。

音高颜色设置
• “音高颜色类型”按钮： 八度音程的每个音符分配一种颜色。它们像钢琴键一样排
列。对于音高颜色，您有两种选择：

• 全音阶： 可让您使用七种不同的颜色。

• 半音阶： 可让您使用十二种不同的颜色。

• “音高颜色”按钮： 点按任何颜色，以打开标准“颜色”窗口，并更改此特定颜色。

力度颜色设置
• “力度颜色”按钮： 这八种颜色根据音符的 MIDI 力度，从左（最小）到右（最大）
应用。点按任何颜色，以打开标准“颜色”窗口，并更改此特定颜色。

音符颜色选项
• “临时记号”注记格： 确定以彩色（根据其音符关联）还是黑色显示临时记号。

• “符点数”注记格： 确定以彩色（根据其音符关联）还是黑色显示符点数。

• “休止符”注记格： 确定以彩色（根据其音符关联）还是黑色显示休止符。休止符
颜色仅应用于用户休止符，用户休止符主要用在复调五线谱风格中。

用户调板设置
• “用户调板颜色”按钮： 可以随意编辑和命名这些颜色。点按任何颜色，以打开标
准“颜色”窗口，并更改此特定颜色。连按文本输入框，以编辑名称。这些名称显
示为不同颜色选择菜单（五线谱风格、音符属性）中的颜色选项。

其他设置
• “Factory 默认”按钮： 点按此按钮以还原您在“颜色”面板中做出的所有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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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项目设置
在“视频”项目设置中，您可以定义视频输出，确定视频声音输出以及偏移项目中的
视频。

若要打开“视频”项目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视频”（或使用“打开视频项目设置”键盘命令，默认分
配：  Option-V）。

µ 点按编配工具栏中的“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视频”。

µ 按下 Control 键并点按影片窗口，然后选取“视频”项目设置。

• “外部视频输出”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打开进入视频监视器的外部视频输
出。

• “视频输出”弹出式菜单： 有以下输出模式（只有在您的系统上安装了相关的
QuickTime 组件时才可用）可供选取：

• DVCPRO HD： 选取这个选项会将 QuickTime 视频文件输出到与您的系统相连的
DVCPRO HD 设备。

• 数码影院级桌面： 选择这个选项，以在连接到 AGP 图形卡上的任何可用显示
设备上预览您的视频。（数码影院级桌面不能使用连接到 PCI 图形卡的显示
器。）如果您有两台电脑显示器，其中一台可以用来查看 Logic Pro 界面，另一
台可以用作专用的视频监视器。当您选择此选项时，会出现“变形”注记格。在
某些不常见的情况下（例如，当 4:3 视频信号包含 16:9 图片时），Logic Pro 可
能无法自动识别视频格式。如果视频显示为水平压缩或伸展时，您应选择此注
记格。

• FireWire： 选取此模式，以将 QuickTime 影片从项目输出至 FireWire 设备。（这
时，必须连接您的 FireWire DV 设备。）由于技术原因，只支持 DV 格式的
QuickTime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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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格式”弹出式菜单： 当从“视频输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了“数码影院级桌面”
或“FireWire”选项时，“视频格式”弹出式菜单将变得可用。

• “数码影院级桌面”提供了三种选择：  “预览”、“全屏”和“Raw”。

• “FireWire”提供了多个不同帧速率和精度的 PAL 和 NTSC 格式选项。请为您的项
目选取最合适的格式。

• “声音输出”弹出式菜单： 提供三种选择：

• 静音： 视频文件的音频轨道被停用。

• 系统声音： 视频的音频轨道用“系统声音”设备播放（在 Audio MIDI Setup 实用
工具中定义）。

• 外部设备： 选取这个选项，以将视频文件的音频轨道路由到外部设备。通常，
当您在“视频输出”弹出式菜单中选定“FireWire”时最有可能使用这个选项。

• “影片开始”栏： 您可以在“影片开始”栏中直接输入 SMPTE 偏移值。这是独立于项
目的 SMPTE 偏移的。这使您可以从小节一（走带控制条中的 1 1 1 1）开始操作，
即使（视频中特定点的）视频时间码几分钟之后进入影片文件。简单地说，这使
得您为整个或部分影片文件创建声音轨道更容易。您可以微调“视频”偏好设置中
的内部和外部视频偏移，这可影响全局项目。（请参阅Logic Pro 中的视频偏好设
置。）

• “影片音量”滑块： 设定视频文件音频轨道的音量。

• “跟随速度”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使 QuickTime 影片按所选取的速度值（请
注意下面的“基本速度”栏）运行，直到从速度轨道中接收到速度更改信息为止。

• “基础速度”栏： 为 QuickTime 影片设定一个速度值。

资源项目设置
项目资产是指所有音频文件、EXS 乐器以及其他与项目有关的数据。理想情况下，
您应该同时存储所有项目资源与项目文件，但在某些情况下您也许不喜欢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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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打开“资源”项目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文件”>“项目设置”>“资源”（或使用打开资源项目设置键盘命令）。

µ 点按编配工具栏中的“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资源”。

• “将外部音频文件拷贝到项目文件夹”注记格： 将音频文件拷贝到项目文件夹。

• “导入时转换音频文件的采样速率”注记格： 转换所有已导入文件（具有不同的采
样速率）的采样速率，以与项目采样速率相符。（

• “将 EXS 乐器拷贝到项目文件夹”注记格： 将 EXS 乐器拷贝到项目文件夹。

• “将 EXS 样本拷贝到项目文件夹”注记格： 将 EXS 样本拷贝到项目文件夹。如果您
关闭此选项，存储时仅将 EXS 乐器文件拷贝到项目文件夹，而不拷贝与 EXS 乐器
文件相关的样本。

• “将 Ultrabeat 样本拷贝到项目文件夹”注记格： 将 Ultrabeat 样本拷贝到项目文件
夹。

• “将 SpaceDesigner 脉冲响应拷贝到项目文件夹”注记格： 将 SpaceDesigner 脉冲响
应拷贝到项目文件夹。

• “将影片文件拷贝到项目文件夹”注记格： 将项目中使用的 QuickTime 影片拷贝到
项目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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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偏好设置可以定义 Logic Pro 的很多基本操作参数。本章将阐述各种偏好设置。

备注： 除非另行说明，否则对各种参数的描述都是在选定选项旁边的选择框时适
用（换句话说，就是选项活跃时适用）。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 访问偏好设置 (第 1087 页)

• 存储偏好设置 (第 1088 页)

• Logic Pro 的通用偏好设置 (第 1089 页)

• Logic Pro 中的音频偏好设置 (第 1096 页)

• Logic Pro 中的 MIDI 偏好设置 (第 1107 页)

• Logic Pro 中的显示偏好设置 (第 1111 页)

• Logic Pro 中的乐谱偏好设置 (第 1116 页)

• Logic Pro 中的视频偏好设置 (第 1117 页)

• Logic Pro 中的自动化偏好设置 (第 1118 页)

• Logic Pro 中的控制表面偏好设置 (第 1120 页)

• 在 Logic Pro 中的共享偏好设置 (第 1121 页)

访问偏好设置
可以使用以下几种方法来访问 Logic Pro 中的偏好设置。

• 通过 Logic Pro >“偏好设置”菜单

• 通过编配工具栏中的“偏好设置”按钮

• 通过窗内菜单（例如在乐谱编辑器中）、走带控制条上的控制或快捷键菜单

提示： 您也可以使用“打开偏好设置”键盘命令来打开“偏好设置”窗口。（将显示最
近访问的偏好设置面板。）

本章将概述这些方法以及多种其他访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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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设置”窗口带有很多图标和带标签的面板。它们与菜单和子菜单的功能很相
似。若要调整给定的偏好设置，请选择您想要的图标，然后选择合适的标签。显示
面板或窗口后，您就可以激活或取消激活偏好设置，或者从弹出式菜单中进行选
择。选择完成后，关闭窗口。

在某些情况下，您会在“偏好设置”窗口中发现与“项目设置”窗口中的相关参数链接
的按钮（反之亦然）。点按此按钮以打开“项目设置”窗口，并自动选择相应面板。
例如，Logic Pro >“偏好设置”>“MIDI”>“同步”面板带有一个“MIDI 同步项目设置”按钮。
点按此按钮以打开“项目设置”>“同步”>“MIDI”面板。

可以同时看见“偏好设置”窗口和“项目设置”窗口，使得操作参数的设置更快更清晰。

存储偏好设置
当您退出 Logic Pro 时，系统会自动存储偏好设置。在“偏好设置”窗口中进行的设置
会存储在通用偏好设置文件中，储存路径为“~/资源库/Preferences”文件夹。它的名
称为 com.apple.logic.pro.plist。偏好设置适用于所有项目。

储存在相同位置上单独的偏好设置文件用于控制表面。它的名称为
com.apple.logic.pro.cs。

备注： 您不能直接打开任何偏好设置文件。必须在 Logic Pro 中进行所有更改。

如果您无意或有意抹掉了一个偏好设置文件，下次打开 Logic Pro 时它会创建一个
新文件。所有参数都会还原到它们的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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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 Logic Pro 中直接初始化所有偏好设置（但不初始化键盘命令）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初始化全部（键盘命令除外）”（或使用相应的键盘命
令）。

µ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初始化全部（键盘
命令除外）”。

Logic Pro 的通用偏好设置
“通用”偏好设置包括以下标签：  “项目处理”、“编辑”、“循环”、“跟随”和“Caps Lock
键”。

若要打开“通用”偏好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通用”（或使用“打开通用偏好设置”键盘命令）。

µ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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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项目处理偏好设置
“项目处理”偏好设置确定 Logic Pro 处理项目的方式。

• “启动操作”弹出式菜单： “启动操作”弹出式菜单可让您从许多项目选项中选取
Logic Pro 打开时自动执行的选项。您可以选取以下事件：

• 什么都不做： Logic Pro 打开时不进行任何操作；您需要创建新的项目，或打
开现有项目或模板。

• 打开最近使用的项目： 打开上次关闭 Logic Pro 时处理的项目。

• 打开现有项目： 显示“打开”对话框，允许您浏览现有项目。

• 从模板创建新项目： 打开“模板”对话框。

• 创建新的空项目： 载入空项目并打开“新轨道”对话框，允许您指定创建的新轨
道的编号和类型。

• 使用默认模板创建新项目： 打开默认模板和“存储为”对话框，允许您给项目命
名并存储项目。

• 询问： 打开“启动”对话框，提供上述所有选项。

• “默认模板”栏： 您可以通过点按“默认模板”栏下面的“选取”按钮，以确定默认模
板。选取的模板或项目的完整路径和名称显示在“默认模板”栏中。您可以将任何
模板或项目指派为默认模板。

• “打开项目时，询问是否要‘关闭当前项目？’”注记格： 每当您在关闭旧项目之前
载入新项目时，会出现一个对话框，询问是否要关闭当前项目。如果不选择此选
项，则系统不会询问您，且当前项目保持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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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 MIDI 文件’”将单个 MIDI 片段存储为格式 0”注记格： 当您使用“文件”>“导
出”>“选定部分为 MIDI 文件”命令时，如果只选择一个 MIDI 片段，那么该片段的
内容会存储为 MIDI 文件格式 0。该文件格式能够确保与每个 MIDI 文件播放程序
兼容。

• “自动备份”弹出式菜单： 设定项目的备份副本份数。

“编辑”通用偏好设置
“编辑”面板包括以下偏好设置：

• “鼠标右键”弹出式菜单： 确定鼠标右键的操作（假设您有合适的鼠标）。

• 可分配给一个工具： 在“左键点按”菜单和“Command 点按工具”菜单右侧，出现
第三个“工具”菜单（“右键点按工具”菜单）。选取合适的菜单项以分配工具，
在编辑时按下鼠标右键可进行此操作。

• 打开工具菜单： 使用位于鼠标指针下的指针工具（而不是当前选定的工具）
打开“工具”菜单。只需点按它即可选取您想要的工具。“工具”菜单打开时，您
还可以使用工具旁边所示的按键进行选择。

• 打开快捷键菜单： 显示一个菜单，该菜单提供多个特定区域选择和编辑命令。

• 打开工具和快捷键菜单： 打开“工具”菜单和快捷键菜单，后者提供多个特定区
域选择和编辑命令。

• 编配区域中的指针工具提供：  “渐变工具点按区域”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时，
将鼠标指针放在片段的左上边缘和右上边缘可激活“渐变”光标和操作。在这些点
按区域中，通过按住 Option 键，仍然可以访问“循环”光标和操作。

• 编配区域中的指针工具提供：  “选取框工具点按区域”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时，
将鼠标指针放在片段的下半部分（左下边缘和右下边缘除外）可激活“选取框”光
标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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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下窗口中限制单向拖移”：  “钢琴卷帘窗和乐谱窗”注记格： 如果选择此注记
格，当在钢琴卷帘窗和乐谱编辑器中进行编辑时，您在每个操作中都只能单向移
动音符（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这就意味着，一个音符要么被移调，要么改变
时间，两者不能同时进行。这样会防止您无意间修改一个参数或其他参数。

• “在以下窗口中限制单向拖移”：  “编配”注记格： 此选项限制在编配区域中移动片
段（包括折叠夹）的方向，与上述选项使用方式相似。

• “连按 MIDI 片段会打开”弹出式菜单： 确定您在编配区域中连按 MIDI 片段时打开
的编辑器。

• 乐谱： 打开乐谱编辑器。

• 事件列表： 打开事件列表。

• 钢琴卷帘窗： 打开钢琴卷帘窗编辑器。

• Hyper Editor： 打开 Hyper Editor。

• “撤销步数”栏： 设定撤销步骤的数量。

• “将‘上次编辑功能’添加到片段名称”注记格： 进行编辑操作之后（例如，剪切），
编辑操作的描述被添加到片段（或结果片段）名称。

• “‘活模板’连接”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确保编辑原始片段也会改变源于该片段
的任何量化模板。不选择此注记格以确保活模板保持创建时的状态。这样做，您
可以编辑片段，而不影响量化模板。

• “剪刀和‘通过播放头分离’的 SmartLoop 处理”注记格： 此选项确定 Logic Pro 处理
循环片段的剪切的方式。

• 如果您选择此选项，您就可以剪切片段的循环区域（使用剪刀工具或框选择工
具，或“通过播放头分离”命令）。在剪切之后以及剪切之前（如有必要），
Logic Pro 将自动创建片段，确保这些区域保持一致。这允许您在不改变循环区
域回放的情况下，分离循环片段。

• 如果没有选择“剪刀和‘通过播放头分离’的 SmartLoop 处理”注记格，您就不能剪
切循环区域。剪切循环片段本身会取消激活“片段参数”框中的“循环”参数。

• “选定轨道时同时选定片段”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时，选择轨道就会自动选择该
轨道通道上的所有片段（或者，如果启用了“循环”或“自动插入”，则自动选择循
环或自动插入中的片段）。如果您不想要在选取轨道头时自动选择片段，请关闭
此参数。停用偏好设置时：

• 按住 Option 键并点按轨道头或相关的通道条以继续选择轨道和所有相关联的
片段。

• 按住 Option 和 Shift 键并点按，将选定轨道的片段添加到当前所选部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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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循环偏好设置
“循环”面板包括以下偏好设置：

• “循环预处理”弹出式菜单： 为了确保循环顺利返回（从循环的终点返回到循环起
点），在其实际位置之前稍微处理一下循环返回。该偏好设置允许您改变预处理
时间。默认选取值为 1/96，该值适用于大多数情况。

• “平滑循环算法”注记格： 此选项改进了循环返回的时序，使得在“循环”模式下设
定样本的长度更加容易，尽管会因 Apple Loops 的使用而在某种程度上削弱这种
效果。如果您电脑的处理器速度很慢，该设置会降低对图形操作的处理要求。通
常，尽量打开该设置，当您的操作涉及频繁循环音乐部分时更是如此。如果您发
现循环部分不如您期望的那样平滑（假设您的循环实际很完美），取消选择该参
数，您会得到更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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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通用偏好设置
“跟随”面板包括以下偏好设置：

• “Logic 启动时跟随”注记格： 每次您开始回放（包括暂停的回放），跟随功能都
会在所有窗口中自动开启。

• “移动播放头时跟随”注记格： 选择此选项，以确保每次移动播放头时，都会自动
打开“跟随”功能。这样会使编辑操作更容易，因为在编配区域中移动播放头，会
反映在打开的编辑器窗口中，反之亦然。

• “如果启用了跟随和链接，则使内容跟随位置”注记格： 如果跟随和链接按钮是活
跃的（“内容跟随”模式），会显示当前播放头位置上的片段内容。如果关闭该选
项，窗口视图仍会跟随显示的片段中播放头的位置，但是不会在（回放或录音模
式下）播放头穿过后续片段时，更新显示它们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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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 Caps Lock 键偏好设置
“Caps Lock 键”面板包括以下偏好设置：

• “启用 Caps Lock 键”注记格： 允许您完全启用或停用“Caps Lock 键”功能。

• “空格键用作延音踏板”注记格： 如果您想要使用空格键键盘命令来开始、停止或
继续 Logic Pro 回放，而不是用作 Caps Lock 键盘（活跃时）的延音功能，您可以
取消选择“空格键用作延音踏板”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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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Pro 中的音频偏好设置
“音频”偏好设置包括以下标签：  “设备”、“通用”、“I/O 分配”、“样本编辑器”、“MP3”
和“还原”。

若要打开“音频”偏好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音频”（或使用“打开音频偏好设置”键盘命令）。

µ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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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Audio 设备偏好设置
Logic Pro 自动识别任何安装的 Core Audio 硬件，并且使用在“音频 MIDI 设置”实用工
具（“应用程序/实用工具/音频 MIDI 设置”）中定义的默认设置。但是，Logic Pro 的
优点是可以优化单个硬件设置，特别是在使用多个音频接口或多个输入/输出设备
时。

• “已启用”注记格： 点按此注记格以启用 Core Audio 驱动程序。

• “系统内存要求”显示： 表示所需的可用内存大小（除分配给 Logic Pro 的内存
外）。改变以下参数时，要求值随之改变。

• “输出设备”弹出式菜单： 可让您选取任何安装的 Core Audio 设备，包括内部声音
硬件。这还包括由多个音频接口组成的集合音频设备。有关集合设备的信息，请
参阅“音频 MIDI 设置帮助”。

备注： 设定也提供输入的输出设备时，会相应地更改“输入设备”设置。如果选取
不同的输入设备，建议两个音频设备共用一个“字时钟”，以便确保获得最佳音质。

• “输入设备”弹出式菜单： 可让您选取任何安装的 Core Audio 设备，包括内部声音
硬件。这还包括由多个音频接口组成的集合音频设备。有关集合设备的信息，请
参阅“音频 MIDI 设置帮助”。

• “I/O 缓冲区大小”弹出式菜单： 此参数确定音频硬件用于输入和输出的缓冲区大
小。缓冲越小，在边录音边监视或使用软件乐器时，延迟时间就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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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几点：

• 当该参数值减小时，系统处理器的处理压力就会变大。

• 可能存在一个临界点，如果在该点选择的 I/O 缓冲区大小过小，则会开始影响
回放。影响通常表现为音频中出现咔嗒声、爆裂声和噼啪响。

• 您应当确定一个不会导致在音频中出现咔嗒声、爆裂声和噼啪响的“I/O 缓冲区
大小”。

提示： 如果在监听录音和回放软件乐器时，发现一个较大的“I/O 缓冲区大小”设
置产生适当且较低的延迟，则应该使用该缓冲设置。这会将对系统的处理器的影
响降到最低。

• “生成往返延迟”/“生成输出延迟”显示： 显示当前 I/O 缓冲区大小的生成往返延迟
或生成输出延迟。点按该显示以在两个值之间切换。

• “录制延迟”滑块： 允许您使用某个固定值延迟音频录制，以帮助弥补音频驱动程
序导致的任何信息延迟。

备注：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改动此参数。

• “通用轨道模式”注记格： 可让您在单个轨道上回放立体声和单声道片段。默认情
况下，它是打开的，而且应该保持打开。

• “24 位录制”注记格： 此设置打开时，Logic Pro 就可以录制 24 位文件。20 或 24
位录制在可用动态范围方面显著改进，但需要高质量外围设备组件，例如麦克风
和前置放大器，更不必说高质量模数/数模转换器。

20 和 24 位文件占用的磁盘空间是类似 16 位文件的 1.5 倍。

备注： 只有在使用 20 或 24 位接口时，打开此参数才有效。

• “软件监视”注记格： 此选项允许您打开或关闭“软件监视”（监听实际输入信号）。
大多数情况下，保持打开该选项。

备注： 打开“软件监视”时，通过软件处理音频信号，但会不可避免地听到一定量
的延迟（通常称为延迟）。

如果通过混音控制台监听录制信号，或者音频接口支持硬件监视，您应该关闭此
选项。

• “独立监视电平（用于已启用录制的通道条）”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便使用
用于已启用录制的音频通道条的独立监视电平。在启用录制轨道后，您就可以将
推子调整到您想要的电平。关闭“启用录制”后，将恢复原始电平。

备注： 调整推子不会影响录制电平；只会影响监视电平。

• “进程缓冲范围”弹出式菜单： 此参数确定用于计算混音器和效果器的缓冲大小。
可以选取“小”、“中”和“大”缓冲大小。

备注： 缓冲越大，延迟时间越长。取决于处理器的速度，缓冲区大小过小可能
影响实时音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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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wire 操作”弹出式菜单： 将 MIDI 数据发送到与 ReWire 兼容的软件乐器时，使
用此弹出式菜单以配置“ReWire 操作”：

• 回放模式： 通过 ReWire 回放 MIDI 轨道时使用此设置。此设置对处理能力的要
求较低。

• 现场模式： 现场演奏 ReWire 乐器时使用此设置。此设置占用的处理资源较多，
但延迟时间较短。

• “最大搓擦速度”弹出式菜单： 使用此弹出式菜单可以设置最大搓擦速度。可以选
取以下选项：

• 正常： 使用正常的回放速度进行搓擦。

• 双倍： 搓擦回放速度是原来的两倍。

• “搓擦反应”弹出式菜单： 此弹出式菜单中的选项允许您设定音频搓擦的反应时
间。选取最适合系统配置的值。选项为“慢”、“正常”、“快”和“更快”。

音频通用偏好设置
“通用”面板包括以下偏好设置：

• “显示音频引擎过载信息”注记格： 如果不选择此注记格，过载情况下只会停止回
放，而不会显示警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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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道静音/独奏”弹出式菜单： 让您确定轨道静音和独奏按钮与相应的通道条按
钮之间的链接关系。

• 快（远端通道条）： 点按通道条的静音或独奏按钮以切换关联轨道按钮的状
态，反之亦然。

• CPU 节耗（响应较慢）： 选取此选项以节省处理资源，并使轨道静音和独奏按
钮独立于相应的通道条按钮。

• “样本精确自动化”弹出式菜单： 顾名思义，样本精确自动化是最精确的自动化类
型。它对系统资源的要求更高，可能影响性能（取决于项目的性质和可用的计算
能力）。这种情况最可能在大型项目中使用很多软件乐器和效果的部分发生。
Logic Pro 提供三种设置：

• 关： 自动化回放对系统性能压力最小。该设置活跃时，自动化不太精确。

• 音量, 声相, 发送： 只有这些参数的自动化精确度为采样精确度。

• 音量, 声相, 发送, 插件参数： 所有这些参数的自动化精确度为采样精确度。不
是所有 Audio Unit 插件都可以这样自动化。

• “录制文件类型”弹出式菜单： 让您确定录制音频的文件类型。设置为：

• AIFF： AIFF 文件格式不能处理大于 2 GB 的音频文件录制。

• WAVE (BWF)： Windows PC 电脑上最常用的音频格式。文件储存为广播 Wave
文件，这些文件标头中包含时间戳信息。WAV 文件格式不能处理大于 4 GB 的
音频文件录制。

• CAF： 如果您打算录制大于 4 GB 的文件，请选取该设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选取录制文件类型。

• “衰减程度”滑块： 此滑块使您能够设定衰减功能的离散程度。您可以在 0 dB 到
–30 dB 之间设定衰减程度。激活“衰减”按钮时将使用此处选取的程度，无论是从
走带控制条上的“总音量”滑块还是从主通道条。

• “插件延迟补偿”弹出式菜单： 插件延迟补偿对于软件效果插件很有用，且对于
DSP（数码信号处理）加速器硬件（例如，TC PowerCore 和 Universal Audio UAD1）
尤其重要。它补偿在使用插件时可能引起的音频延迟。

此弹出式菜单可让您激活以下轨道或通道的插件延迟补偿：

• 音频和软件乐器轨道

• 全部（音频、乐器、辅助和输出通道）。

您也可以关闭全部补偿。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处理插件延迟补偿。

• “低延迟模式”注记格和“限制”滑块： 您需要选择“低延迟模式”注记格，才能激活
“低延迟”模式并使用“限制”滑块。“限制”滑块使您能够确定启用“低延迟”模式（通
过在走带控制条上点按“低延迟模式”按钮）时，由插件引起的延迟的最大允许量。
在“低延迟”模式下，插件被旁通，以确保所有延迟（跨越当前轨道的整个信号流）
始终低于“限制”滑块值。当您想用多个插到通道中的引发延迟时间插件来播放软
件乐器时，这种模式很有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低延迟”模式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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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渐入渐出时间”滑块： 让您确定匹配区域中所有交叉渐入渐出操作的默认时
间值。

• “交叉渐入渐出曲线”滑块： 让您确定编配区域中所有交叉渐入渐出操作的全局曲
线类型。

“I/O 分配”音频偏好设置
“I/O 分配”面板提供另外三个标签：  “输出”、“并轨扩展名”和“输入”。

“输出”面板
“输出”面板包含以下偏好设置：

• “立体声输出”弹出式菜单： 允许您选择在其上播出立体声输出的物理输出对。

• “镜像”注记格： 可用于所有选取的输出对（输出 1-2 除外）。取消选择此注记
格，以将输出信号发送到选取的输出对（例如输出 3–4）。选择此注记格，以将
输出信号发送到选取的输出对（例如输出 3–4），以及物理输出（输出 1–2）。

• “环绕声显示为”弹出式菜单： 允许您选取您想要使用的环绕声格式。您进行的选
择会自动设定面板的分配部分中的“输出通道”弹出式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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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绕声初始化”按钮： 可让您在 Logic Pro 的默认设置、ITU（国际电信联盟）标
准和 WG-4 标准间进行选取。

“并轨扩展名”面板
“并轨扩展名”面板包含以下偏好设置：

• “左立体声”和“右立体声”栏： 允许您设定并轨扩展名。

• “环绕声显示为”弹出式菜单： 允许您选取您想要使用的环绕声格式。您进行的选
择会自动设定面板的分配部分中的“通道”弹出式菜单。

• “环绕声初始化”按钮： 允许您将并轨扩展名还原为其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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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面板
“输入”面板包含以下偏好设置：

• “环绕声显示为”弹出式菜单： 允许您选取您想要使用的环绕声格式。您进行的选
择会自动设定面板的分配部分中的“输入通道”弹出式菜单。

• “环绕声初始化”按钮： 可让您在 Logic Pro 的默认设置、ITU（国际电信联盟）标
准和 WG-4 标准间进行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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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样本编辑器偏好设置
“样本编辑器”面板包含以下偏好设置：

• “以键盘命令执行功能之前发出警告”注记格： 如果您想要在使用键盘命令在样本
编辑器中进行破坏性编辑之前收到警告，请选择此选项。在修改数据之前，该选
项为您提供取消编辑操作的机会。

• “退出时清除‘撤销历史记录’”注记格： 选择此选项，以在关闭 Logic Pro 时自动删
除所有已编辑音频文件的“撤销历史记录”。

• “在‘撤销历史记录’中记录选定部分的更改”注记格： 如果您想要在样本编辑器中
撤销或重做所选区域的更改，请选择此选项。

• “在‘撤销历史记录’中记录正常化操作”注记格： 如果您不想要在使用“正常化”功能
时创建撤销文件，请取消选择此设置。

• “撤销步数”栏： 让您确定保留的最大撤销步数。

• “在项目文件夹中储存撤销文件”注记格： 如果您想要在当前项目的子文件夹中储
存已编辑的音频文件，请激活此偏好设置。如果项目与其资源一起存储，则该选
项默认为选定。

• “全局撤销文件路径”栏： 如果没有选择“在项目文件夹中储存撤销文件”选项，所
有（“撤销历史记录”使用的）文件将存储在全局位置（用户定义的文件夹）中。
点按“设定”按钮，并导航到相应的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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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样本编辑器”栏： 您可以使用外部应用程序进行样本编辑操作，以有效替换
Logic Pro 样本编辑器。点按“设定”按钮，并导航到您想要使用的应用程序。

音频 MP3 偏好设置
“MP3”面板包括以下偏好设置：

• “位速率（单声道/立体声）”弹出式菜单： 您可以选取介于 32 kbps 和 320 kbps 之
间的位速率，但是默认值为 80 kbps 单声道和 160 kbps 立体声。这些速率提供了
可接受的质量和良好的文件压缩。如果您可以承受文件大小增加的压力，您应该
为单声道选取 96 kbps，而为立体声流选取 192 kbps。这些设置将提高音质。当
然，您可以选取更高的速率，但是位速率高于 96/192 kbps 时，质量改进余地最
小。

• “使用可变位速率编码（VBR）”注记格： 可变位速率（VBR）编码对较简单的段落
的压缩比对泛音较多的段落的压缩程度要大，通常会产生更高音质的 MP3。不幸
的是，并不是所有 MP3 播放器可以准确解码 VBR-编码的 MP3，这也是该选项默
认为关的原因。如果您知道您的 MP3 文件听众可以解码 VBR 编码的 MP3，您可
以打开此选项。

• “质量”弹出式菜单： 只要有可能，就将该设置设定到最高。降低质量可以加快转
换过程，但代价就是损坏音质。只有当选择了“使用可变位速率编码（VBR）”注
记格时，才可以访问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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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最优编码”注记格： 和质量参数一样，如果您取消选择此选项，则会以牺牲
音质为代价来获得编码速度。应该始终保持该选项为开，除非转换时间出现问
题。

• “过滤低于 10 Hz 的频率”注记格： 当选择此选项时，会删除低于 10 Hz 的频率（通
常是扬声器不能重现的，并且在任何速率时人耳都听不到），为人耳可以听到的
频率稍稍留出较多的数据带宽，从而改进感知的音质。只有当您在试验次音速测
试音调，或将 MP3 导出用于鲸耳时，才取消选择此选项。

• “立体声模式”弹出式菜单： 您可以在此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联合立体声”或“正常立
体声”。取决于原始文件，这些设置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产生能听出的差异。
两种设置都试验一下以确定您的偏好设置。

音频还原偏好设置
“还原”面板使您能够将特定类型的复位信息发送到所有活跃的乐器通道。当您遇到
拖延的音符，或发现“循环”模式下控制器设置不正确（或当返回部分开头或项目起
点时），还原设置会很有用。

• “64 号控制器关（延音）”注记格： 发送“64 号控制器关（延音）”复位信息。

• “1 号控制器（调制）归零”注记格： 发送“1 号控制器（调制）归零”复位信息。

• “弯音到中间位置”注记格： 发送“弯音到中间位置”复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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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Pro 中的 MIDI 偏好设置
“MIDI”偏好设置包括以下标签：  “复位信息”、“通用”和“同步”。

若要打开“MIDI”偏好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MIDI”（或使用“打开 MIDI 偏好设置”键盘命令）。

µ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MIDI”。

MIDI 复位信息偏好设置
此面板中包含的偏好设置只是为了与较旧的 MIDI 硬件兼容。Logic Pro 智能自动处
理 MIDI 复位信息，因此，通常您应该确保取消选择所有这些选项。（默认为取消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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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选定的注记格会将一个选定类型的控制器的复位信息发送给所有 MIDI 输出。
该复位信息在循环返回和开始回放时发送，但使用这些选项应该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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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I 通用偏好设置
“通用 (MIDI)”面板包括以下偏好设置：

• “外部停止信息结束录音”注记格： 如果您使用外部同步，并且录音时时间码停
止，则将关闭录音模式。如果取消选择此注记格，Logic Pro 将停止，但保持处于
录音模式（录音模式暂停）。

• “打开项目时总是停止演奏”注记格： 打开该设置时，项目总是在停止模式下打
开，即使它在播放模式时存储也是如此。

• “复位全部 MIDI 驱动程序”按钮： 点按以复位全部 MIDI 驱动程序。如果您遇到
MIDI 通信问题，该设置会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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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I 同步偏好设置
“同步”面板包括以下偏好设置：

• 全部 MIDI 输出：“延迟”栏： 延迟或提前所有端口的 MIDI 输出，允许您补偿 MIDI
轨道和音频或（软件）乐器轨道之间的任何正时差异。

• “MIDI 时钟”：“播放时允许发送乐曲位置指针”注记格： 当音序器处于“回放”模式
时，通常不会发送乐曲位置指针 (SPP) 数据。（这与 MIDI 标准一致。）此选项允
许 Logic Pro 在音序器运行时发送 SPP 数据。优点在于外部设备也可以跟随循环
模式下的 Logic Pro。如果您的外部设备不能处理 SPP，您应该关闭此选项。如果
您的设备能跟随 MTC（MIDI 时间码），您应该保持取消选择此选项，并使用
Logic Pro 的 MTC 功能。

• “MTC 拾取延迟”栏： 通常，此参数应该设定为零，以在 Logic Pro 处于“MTC（MIDI
时间码）同步”模式时，确保可能的最快拾取时间。但是，有些设备在首次启动
时，传输的 MTC 命令可能不太准确。因此，不能依赖同步，每次建立同步时，
都可能有一个偏移。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在拾取收到 MTC 之前设定一个延迟
时间。实际上，Logic Pro 会忽略在这段时间传入的 MTC 命令。介于 25 和 30 之
间的（帧）值对应大约 1 秒的延迟，视帧速率而定。与硬盘录音机和其他设备同
步时，如果同步看起来不一致，使用该参数。

• “延迟 MTC 传输”栏： 此参数可让您延迟传输 MIDI 时间码。负值使 MIDI 传输提
前。这使您能够补偿外部 MTC 从设备（对传入的 MIDI 时间码）的任何反应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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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C 使用”弹出式菜单： 在下列设置间选取：

• MMC 标准信息： 严格遵守 MIDI MMC 规格。

• 旧的 Fostex 格式： 旧的 Fostex 格式用于 MIDI 机器控制。

• “输出 ID（走带控制）”注记格： “所有”注记格发送 MMC 到所有端口。右侧的栏
允许您指定输出端口 ID。

• “输入 ID（走带控制）”注记格： “所有”注记格发送 MMC 到所有端口。右侧的栏
允许您指定输入端口 ID。

• “在以下情况传输定位命令”：“按下‘停止’两次”注记格： 在两次按下“停止”命令
（使用走带控制条上的“停止”按钮，或使用“停止”键盘命令），启用 MMC 传输的
“定位”命令。

• “在以下情况传输定位命令”：“拖移片段或事件”注记格： 如果启用该选项，并且
停止 Logic Pro（不处于回放或录音模式），在编配区域中拖移片段位置时会发送
“MMC 定位”命令。

• “给音频轨传输录音启用命令”注记格： 如果选择此选项，在音频轨道启用（准备
好）或停用录制时，也发送“MMC 录制启用/停用”命令。此外，收到的任何“MMC
录音制用”命令都会设定音频轨道的录制启用状态。

• “MIDI 同步项目设置”按钮： 点按该按钮，以打开 MIDI 同步项目设置窗口。

Logic Pro 中的显示偏好设置
“显示”偏好设置包括以下标签：  “通用”、“编配”、“调音台”和“钢琴卷帘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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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打开“显示”偏好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显示”（或使用“打开显示偏好设置”键盘命令）。

µ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显示”。

通用显示偏好设置
此面板允许您改变在整个节目中使用的多个屏幕组成部分的外观。

• “窗口内大菜单”注记格： 窗内菜单的标题和项都以正常的系统字体显示。如果取
消选择此注记格，会使用较小的字体。

• “宽播放头”注记格： 在所有窗口中使用较厚的播放头。

• “显示帮助标记”注记格： 这会在 Logic Pro 中启用帮助标记。当鼠标指针停留在
参数和工具上方时，屏幕上会出现有关该项的弹出式简短描述（和/或值）。进
行编辑时，会显示功能名称、片段或事件名称/编号、位置和参数值。

• “显示默认值”注记格： 选择此选项时，它会在帮助标记中显示参数的默认值。这
样，就更容易确定与默认值的差异值。

• “中音 C 显示为”弹出式菜单： 此弹出式菜单影响编辑器中音符的描述。五个八度
音程键盘上的底部 C（音符 # 36）标为 C1，中间 C（音符 # 60）标为 C3。根据这
个标准，最低的 MIDI 音符（音符 # 0）称为 C –2。这是大多数制造商使用的官方
标准。使用“C3 (Yamaha)”设置会将 Logic Pro 设定为此标准模式。如果您选择“C4
(Roland)”设置，五个八度音程键盘的低音 C 标记为 C2，中音 C 标记为 C4。根据
这个标准，最低的 MIDI 音符是 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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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 SMPTE”、“速度显示为”和“时钟格式”弹出式菜单： 您可以使用这些弹出式菜
单，在走带控制条中自定“小节”、“SMPTE”和“速度”显示。有关进一步详细信息，
请参阅自定小节、SMPTE 和速度显示。

编配显示偏好设置
这些偏好设置影响特定编配区域的外观。

• “背景颜色”弹出式菜单： 从三个编配背景颜色设置中选取一个：  暗的、亮的和
自定。选取后者时，您可以通过点按右侧的颜色栏，以设定自定颜色。这会打开
“颜色”窗口，您可以在其中定义编配背景的自定颜色。

• “自动化透明度：“片段”滑块： 较高的值会增加片段的颜色深度（与轨道自动化
通道形成对比）。

• “自动化透明度：“其他数据”滑块： 使（非活跃的）自动化数据显示变亮。请注
意，该功能取决于片段缩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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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音台显示偏好设置
这些偏好设置尤其会对调音台区域的外观产生影响。

• “在插入时打开插件窗口”注记格： 此注记格被选定时，将效果或软件乐器插件插
入合适的通道条插槽后，会自动打开效果或软件乐器插件的窗口。

• “默认大小”弹出式菜单： 确定效果或软件乐器插件窗口的默认大小。可以设定在
100% 和 200% 之间，增量为 25%。

• “电平指示器标度”弹出式菜单： 在分段 dB 线性标度和指数标度之间切换电平指
示器。

• 指数： 在电平指示器的上半部分提供较高的显示精度。

• 分段 dB 线性： 提供整个电平范围内最好的可能显示精度。

• “电平指示器通道顺序”弹出式菜单： 确定多通道（环绕声）电平指示器中通道的
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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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卷帘窗显示偏好设置
这些偏好设置尤其会对钢琴卷帘窗区域的外观产生影响。

• “背景类型”按钮： 这些按钮允许您在较暗的和较亮的颜色组间进行选取，以便编
辑颜色设置。

• “白键”和“黑键”栏： 连按颜色栏以打开“颜色”窗口。选择或确定网格线的颜色，
并使它们与白色键盘键对齐。对黑色键盘键执行相同的操作。

• “C、D、E 键亮度”滑块： 允许您增强所有八度音程上这些特定键的亮度，提供统
一的参考点，从而使移调更容易。

• “小节线”滑块和“点线”注记格： “小节线”滑块确定小节线的透明度。“点线”注记格
将实线小节线外观变成点线。

• “节拍线”滑块和“点线”注记格： “节拍线”滑块确定节拍线的透明度。“点线”注记格
将实线节拍线的外观变成点线。

• “等份线”滑块和“点线”注记格： “等份线”滑块确定等份线的透明度。“点线”注记格
将实线等份线的外观变成点线。

• “还原”按钮： 将所有的用户更改还原为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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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Pro 中的乐谱偏好设置
“乐谱”偏好设置包括以下参数：

若要打开“乐谱”偏好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乐谱”（或使用“打开乐谱偏好设置”键盘命令）。

µ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乐谱”。

µ 在乐谱编辑器中选取“选项”>“打开乐谱偏好设置”。

• “显示着色的片段选择”注记格： 如果激活此选项，当前选定的 MIDI 片段的五线
谱线会显示为彩色（蓝色）。所有其他片段都用黑色五线谱线显示。当改变片段
的显示参数时，这会很有用，因为检查器的“显示参数”框中的参数只影响当前选
定的片段。如果关闭此选项，则不管是否被选定，所有五线谱都显示为黑色。

• “以英寸为单位显示距离值”注记格： 此设置与项目设置和页面标尺（仅在“页面”
视图下）中的度量单位相关，可以是英寸或厘米。如果没有选定，“页面”视图中
默认为厘米。

• “浮动调板视图”弹出式菜单： 定义将部件箱元素显示作为浮动窗口打开时，它的
默认形状（请参阅选定部件箱对象）。

• “连按音符会打开”弹出式菜单： 确定当您连按音符头时会打开的窗口：  音符属
性、事件列表、Hyper Editor 或钢琴卷帘窗编辑器。

• “所选部分颜色”栏： 允许您在乐谱编辑器中选取所选对象的颜色。还有一个“还
原”按钮使您可以快速访问默认颜色（如果要更改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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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外部符号字体（如有）”注记格： 可让您在乐谱中使用外部字体。（请参阅
打印乐谱。）

• “选取字体”弹出式菜单： 允许您从已安装的任何乐谱（符号）字体（如“奏鸣曲”
字体）中选取。

• 照相工具：  “写入”按钮： 选取夹纸板或“PDF 文件”作为用照相工具导出图像的目
的位置。（请参阅将乐谱导出为图形文件。）

• “在多个五线谱和弦风格中自动分离音符”注记格和“分离以下位置的音符”滑块：
只有当选取的默认五线谱风格（在录音轨道上）为复调的，并且声部分配使用
MIDI 通道时，“在多个五线谱和弦风格中自动分离音符”偏好设置才有作用。在这
种情形下，新录制的音符会自动用相应五线谱风格中使用的不同 MIDI 通道存储。
它们按照“分离以下位置的音符”偏好设置中设定的分割点进行分配。

Logic Pro 中的视频偏好设置
“视频”偏好设置（例如，Logic Pro 如何处理视频内存、视频硬件设置和时序调整）
包括以下参数：

若要打开“视频”偏好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视频”（或使用“打开视频偏好设置”键盘命令）。

µ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视频”。

• “视频到项目”滑块： 微调影片开始点的全局设置。

• “外部视频到项目”滑块： 与以上设置相同，但用于外部 FireWire 视频设备。如果
可用，这个设置补偿所使用的视频硬件的等待时间。

• “高速缓存精度”弹出式菜单： 保留在临时内部存储器（高速缓存）中的缩略图的
精度。较高的精度会显示较多细节，但会占用更多高速缓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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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高速缓存大小”滑块： 为缩略图高速缓存保留的存储量。中等精度推荐使用
40 兆字节。精度越高使用的值越大。只有显示实际的影片数据时才会占用这部
分保留的存储器。

• “在后台释放输出设备”注记格： 选择此注记格，以在 Logic Pro 没有使用选取的
输出设备（在“视频”项目设置中设定）时释放它。

• “视频项目设置”按钮： 点按以打开视频项目设置窗口。

Logic Pro 中的自动化偏好设置
“自动化”偏好设置包括以下参数：

若要打开“自动化”偏好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自动化”（或使用“打开自动化偏好设置”键盘命令，默
认分配：  Option-A）。

µ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自动化”。

• “移动片段时也移动自动化”弹出式菜单： 确定移动片段时，轨道自动化数据发生
的变化。

• 永不： 当您移动片段时不移动自动化。

• 总是： 当您移动片段时总是移动自动化。会移动片段分界线包围的自动化数
据区域。

• 询问： 每当您移动片段时，会出现一个对话框，提示您是移动自动化数据还
是将它留在原处。

• “包括结尾（如果可能）”注记格： 包括片段的自动化结尾（跟随片段的空白位置
的自动化参数移动），以及通过夹纸板或图形编辑执行的所有拷贝或移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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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附偏移”栏： 此参数允许将特定数量的音位添加到所有自动化数据的当前吸附
位置，或从中减去（正如在“编配”窗口“吸附”菜单中的设定一样）。

• “斜坡时间”栏： 确定该参数返回其先前录制的设置所需要的时间。

• “‘Write’模式更改为”弹出式菜单： 确定推子在轨道自动化数据录制完成后自动切
换到的模式。

• “写自动化用于”注记格： 这部分的注记格确定可以用“触摸”、“闩锁” 和“写”模式
写入的轨道自动化数据的类型。

• “自动化快速访问”按钮： 有关这些参数的详细信息，在“自动化快速访问”部分进
行讨论。（请参阅使用自动化快速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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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Pro 中的控制表面偏好设置
“控制表面”偏好设置包括以下标签：  “通用”和“帮助”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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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打开“控制表面”偏好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控制表面”（或使用“打开控制表面偏好设置”键盘命
令）。

µ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控制表面”。

这些偏好设置在《Logic Pro 控制表面支持》手册中进行详细讨论。

在 Logic Pro 中的共享偏好设置
“共享”偏好设置包括以下参数：

若要打开“共享”偏好设置
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µ 选取“Logic Pro”>“偏好设置”>“共享”（或使用“打开共享偏好设置”键盘命令）。

µ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偏好设置”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共享”。

这些偏好设置在设定共享偏好设置中进行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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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 高级音频编解码器的简称。音频数据的一种压缩和解压缩算法和文件格式。

AAF 高级创作格式的简称。一种跨平台项目交换文件格式，可以用于导入多个音
频轨道，包括轨道参考、时间位置和音量自动化。

渐快 逐渐增加速度（请参阅速度）。

AD 转换器或 ADC 模拟至数码转换器的简称，一个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码信号的设
备。

ADAT Alesis 数码音频磁带的简称。ADAT 是一个八轨道数码多轨道盒式录音机，使
用 S-VHS 录像带以 16 或 20 位长度录制音频。

ADAT 光学接口 通过光纤电缆平行传输八个音频通道的光学接口。它是数码多通道
接口的固定标准。

AES/EBU 音频工程师协会/欧洲广播联盟的简称。此联盟有一个用于专业立体声数
码音频信号的标准传输格式，称为 AES/EBU。这种格式跟 S/P-DIF 相似，但使用平衡
线驱动器时电压更高。根据涉及的设备类型不同，AES/EBU 和 S/P-DIF 同轴接口可
以直接交流。

触后响应 敲打按键后，由按键上压力生成的 MIDI 数据类型。有两种类型：  通道
触后响应，它的值通过一个全长键盘传感器进行测量。它影响所有播放的音符。给
每个键进行复音触后响应（很少）的单个测量和传输。触后响应也称为按键压力或
压力灵敏度。

AIFF 音频交换文件格式的简称。大量数码音频和视频编缉应用程序支持的一种跨
平台文件格式。AIFF 音频可以使用多种位长度，最常用的是 16 和 24 位。

ALAC Apple 无损音频编解码器的简称，是一种投递无损音频压缩的编码/解码算法。

替身 指代编配区域中的一个 MIDI 片段。替身并不包含任何数据。它只是指向原始
MIDI 片段的数据。您可以通过按下 Shift-Option 键并将原始 MIDI 片段拖到新位置来
创建一个替身。替身不可以直接进行编辑。对原始片段的任何修改都将反映在替身
中。

假信号 当样本素材包含的频率高于采样速率的一半时，将出现数码假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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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通滤波器 一个允许所有频率通过的滤波器，仅产生相位位移或相位延迟，一点
也不会改变振幅特性。

放大器 增加信号电平的设备。

振幅 此术语用于描述信号的量。如果您有一个音频信号，振幅指的是声音的音量，
测量单位为分贝 (dB)。

振幅峰值 音频信号的最响亮点。

模拟信号 描述包含不停变化电压电平的数据，该电平表示音频信息。模拟信号必
须被数码化，或被捕捉到，才能在 Logic Pro 中使用。比较数码。

锚点 音频片段所根据音频文件的起点。亦请参阅“样本编辑器”。

Apple Loops 一种音频文件格式，常用于重复出现的有节奏音乐元素或适合于重复
的元素。Apple Loops 包含被 Logic Pro 用于时间伸缩和音高移动任务的标签和瞬变。
这些标签也可让您在“循环浏览器”中通过乐器、类型或情绪快速定位文件。

编配区域 Logic Pro 的主要工作区。它用于录制、编辑、移动和编配项目的音频和
MIDI 片段。也用于自动化录制和回放。

编配窗口 此应用程序的主要工作窗口。它也显示编配区域（请参阅上文），可以
结合所有其他的工作区域和编辑器。

ASCII 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码的简称。标准的电脑字符设置，可让电脑处理文本字符。
当您从键盘键入 ASCII 字符时，电脑将其解释为二进制，从而可以进行读取、操作、
储存和恢复。亦请参阅扫描码。

起音 一个声音事件的开始相位。也是包络的一部分。请参阅包络。

削弱 一种降低音频信号电平的行为（请参阅提升和剪切）。

音频媒体夹 用于项目音频文件和片段管理及转换任务的窗口（或“编配”窗口的媒体
区域中的标签）。请参阅媒体区域。

音频通道条 调音台中的通道条，用作编配区域中音频轨道的目标。音频轨道上的
所有数据自动被路由至在“编配”轨道列表中分配的音频通道条上。

音频文件 任何储存在您的硬盘上的数码录音。您可以在 Logic Pro 中将音频文件储
存为 AIFF、WAV、Sound Designer II (SDII) 和 CAF 格式。所有录制和并轨的 WAV 文
件是“广播波形”格式。

音频接口 用于将声音输入和输出电脑的设备。音频接口将您电脑发送的数码音频
数据转换为扬声器可以广播的模拟信号。在另一个方向中，音频接口将模拟信号
（如声乐演奏）转换为您电脑可以理解的数码音频数据。

1124 词汇表



音频 MIDI 设置 (AMS) “音频 MIDI 设置 (AMS)”实用工具用于配置连接到您电脑的音
频和 MIDI 输入和输出设备。Logic Pro 使用“音频 MIDI 设置”实用工具中定义的设置，
此实用工具可以在“应用程序/实用工具”文件夹中找到。

音频片段 音频文件的已选取区域，可以放在编配区域的音频轨道上，这跟 MIDI 片
段可以放在 MIDI 轨道上类似。音频片段是音频文件某部分的替身（或指代）。它
们最短可以是一个样本，或是跟基本音频文件全长一样长。Logic Pro 可让您在不影
响原始音频文件的情况下编辑音频片段。亦请参阅片段和 MIDI 片段。

音频轨道 在“编配”窗口中用于回放、录制和编辑音频片段的轨道。它被路由至“调
音台”中的音频通道。

Audio Unit (AU) Audio Unit 是实时插件的标准 Mac OS X 格式。它可以用于音频效
果、软件乐器和发生器。Audio Unit 格式与操作系统结合，安装的 Audio Unit 插件
可以同时被所有合适的程序访问。Logic Pro 支持所有 Audio Unit 格式的插件。

自动轨道缩放 在视图菜单中自动扩大当前选定轨道的功能。

自动化 自动化可以录制、编辑和回放所有旋钮、控制和按钮（包括音量推子、声
相、EQ 和辅助发送控制，以及大多数效果和乐器插件参数）的移动。

自动插入按钮 走带控制条中的按钮（带上/下箭头），用于激活“自动插入”功能。

自动插入功能 “自动插入”指在预定义位置上自动进入或退出录音模式。“自动插入”
模式最常用于重新录制一个原本完美的录音播放糟糕的部分。优势在于，您可以专
注于播放，而不用考虑驱动 Logic Pro 的机制。“自动插入”通过点按“走带控制”条中
的“自动插入”按钮来激活。

辅助通道（条） 辅助通道处于“调音台”中（“编配”窗口左侧），可以用作发送/返回
（总线）和子组控制。

平衡控制 立体声通道“电平”推子正上方的转动旋钮。它在左侧和右侧信号的输出处
控制它们的相对电平。

带阻滤波器 此滤波器会切断集中于截频频率周围的频段，但是允许远处的频率通
过。中频将变得更悦耳，低频和高频保持不变。

带通滤波器 此滤波器仅允许集中于截频频率周围的频段通过，而远处的频率（低
频和高频）会被过滤出来。结果会产生包括许多中频的声音。另请参阅滤波器。

小节 在乐谱中，小节是包含指定数量节拍的一个测量单位，构成了一个音乐作品
的节奏结构。

小节标尺 位于“编配”窗口和钢琴卷帘窗编辑器、Hyper Editor 和乐谱编辑器顶部的
标尺。它显示音乐时间单位，包括小节、音节、节拍和节拍等份。它用于设定和显
示项目位置、循环和自动插入定位符。另请参阅播放头、循环功能和自动插入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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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司/低音 一种音乐乐器。该术语也指低频声音或声音内部的分量。请参阅频率。

节拍 一种音乐的间隔时间。通常是一个四分音符。

节拍对应轨道 全局轨道，用于分析音频或 MIDI 片段，并根据这些片段中的音符或
瞬变事件创建速度事件。这可让您更轻易地在其他项目中同步现有的空闲录音（制
作时不带节拍器咔嗒声的那些）。

每分钟节拍数 请参阅 bpm。

Bezier 曲线 从一条包含两个点的线上创建的曲线。这些点影响此线，可将其拖成
一条曲线。在电脑应用程序中，Bezier 曲线可通过移动这两个点处的手柄，从而调
整曲线形状来进行创建。以 Pierre Bezier 进行命名，他发现了这些曲线的数学公式。
例如，在 Logic Pro 中，Bezier 曲线用于调整自动化曲线。

双声道立体声听觉 描述人类处理音频定位信息的方式，从而可以识别信号来源的
方向（在聆听位置的前、后、上、下、左或右）。

双声道立体声声相处理 一个模仿双声道立体声听觉的过程。

位长度 数码录制或数码设备使用的位的数量。各个样本中位的数量确定音频数据
的（理论上）最大动态范围，而不管采样速率。

位速率 位速率，谈论 MP3 文件时，指的是文件编码时所用的传输位速率。在会话
中，此术语更常用来描述文件的相对质量，较低的位速率产生的音频较粗糙。

位精度 位长度的另一种说法。请参阅位长度和采样速率条目。

蓝噪声 高通过滤的白噪声，听起来像磁带嘶嘶声。

提升 提高音频电平的行为（请参阅剪切）。

并轨 用来处理应用了任何效果的 MIDI 或音频片段，如延迟或压缩，并将其结合成
一个音频文件。在 Logic Pro 中，您可以选取实时和离线并轨。离线并轨更快，但
您不能应用实时自动化或录制实时音频输入。执行“环绕声”并轨时您也可能并轨为
多个文件。请参阅环绕声。

并轨按钮 您可以通过点按“并轨”按钮将任何输出通道的输出并轨到一个音频文件。
亦请参阅并轨。

bpm 每分钟节拍数的简称，是音乐作品速度的测量单位。例如：  120 bpm 意味着
在一分钟内，将会有 120 音乐节拍（四分音符）。

广播波形 请参阅 WAV 和 Wave。

浏览器 编配窗口的“媒体”区域中有一个标签，用于浏览、选择和管理 Logic Pro 支
持的所有媒体类型。亦请参阅媒体区域。

总线 总线用于将音频发送到辅助通道条进行处理或子混音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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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线通道条 主要用来向后兼容较早的 Logic Pro 版本的总线通道类型。较早版本的
总线通道条功能通过 Logic Pro 8 中的辅助通道条来执行。

旁通 用来取消激活一个插件。旁通的插件不消耗系统资源。在 Logic Pro 中，您既
可以通过点按插件窗口的“旁通”按钮，也可以通过按住 Option 键点按通道条的合适
插件插槽来旁通插件。

电缆 在 Logic Pro 中，此术语用来描述表示“环境”对象之间 MIDI 连接的虚拟电缆。

CAF Core Audio 格式的简称。此文件格式可以用作（几乎）任何大小、采样速率或
位长度的压缩或未压缩音频文件的容器。CAF 文件格式可以处理长度为 3 个小时左
右的音频记录（采样速率为 44.1 kHz：采样速率越高就越短）。

照相工具 照相工具用于选定乐谱编辑器显示的某些部分，并将其导出为 PDF 文件。

Caps Lock 键盘 Logic Pro 功能，可将电脑键盘用作实时 MIDI 键盘。它主要用于带
着便携 Macintosh 旅行的时候。

载波 在 FM 合成中，载波相当于产生正弦波的模拟合成振荡器。载波频率由调制
器调制。

跟随按钮 大多数窗口左上角带一个跑步者图标的按钮。激活此按钮以在回放期间
启用水平滚动。这确保当前播放头位置附近的项目区域始终可见。

CD 音频 压缩光盘音频的简称；立体声音乐 CD 的标准：  采样速率为 44.1 kHz，位
长度为 16。

音分 一个半音的调音等份。一个半音有一百个音分。很多 Logic Pro 软件乐器都包
含一个“微调”参数，允许以音分步长来对声音进行调音。

通道条 通道条是调音控制台上一个通道条的虚拟表示。每个通道条包含多个相似
的控制，可能是以下的一些或全部：  静音按钮、电平推子、声相/平衡控制、输入
插槽、输出插槽、发送插槽、插入插槽、格式按钮。“编配”窗口左侧和调音台窗口
中显示的通道条用于处理从编配轨道路由出的音频或 MIDI 信息。

通道条设置 Logic Pro 允许路由通道条，包括所有要存储和恢复的插入效果或乐器
（及它们的设置）。这使在通道或项目之间重建复合串行效果发送的任务变得简
单。

注记格 一个小方框。您点按注记格以选定或取消选定（或打开/关闭）一个选项。

和弦轨道 一种全局轨道。包含可以从 MIDI 片段导出或使用鼠标创建的和弦符号。
这些和弦符号也可以插入到乐谱中。和弦的根音音符决定所有 Apple Loops 的移调
（音高移动），并且还可以影响 MIDI 片段的回放。

合唱效果 通过用延迟给两个相同声音分层而获得的效果，会稍微调制一个或这两
个声音的延迟时间。这使路由通过此效果的音频信号听起来雄厚丰富，造成多个人
声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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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嗒声 节拍器、或节拍器声音。

夹纸板 夹纸板是不可见的内存区域，您可使用“编辑”菜单将选定数据剪切或拷贝到
其中。储存在夹纸板中的数据可以被粘贴到不同位置。在 Logic Pro 中，夹纸板可
以用来在一个项目内部或多个项目之间交换数据。

削波（在数码录音中） 当太多信号通过通道条，超出了可以精确重现的极限时，
会导致失真声音，称为削波。Logic Pro 音频通道条具有一个削波检测器，显示超出
0 dB 的信号电平峰值。

时钟 电子同步脉冲，每 1/96 音符传输一次。在 MIDI 出现前用于较旧的鼓乐器中。
（MIDI 时钟是现代的简单时钟信号执行器。它的运行周期为 24 ppqn（每四分音符
脉冲数）或每音符 96 脉冲）。

克隆音频片段 克隆音频片段指代原始的片段。每当您调整这些克隆片段中任意一
个的开始点或结束点时，所有其他克隆片段也同样被调整。

梳状过滤器效果 信号中对特定泛音加重的一个反馈短延迟通常称为梳状滤波器。
此名称来自频谱图形的外观，它跟梳齿很像。

伴奏 将多个录音汇整合并到一个完美汇整的过程。请参阅弹奏。

压缩程序 一个限制音频信号的动态范围的效果（亦请参阅扩展器）。

内容链接模式 大多数 Logic Pro 窗口左上角的链接链按钮具有三种模式。例如，内
容链接模式在以下情形中有用：多个 MIDI 片段沿一个轨道水平对齐，而且您正在
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查看 MIDI 片段内容。这种情况下，钢琴卷帘窗编辑器将只显
示所选 MIDI 片段的内容。如果您希望在项目播放时，在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查看
各个 MIDI 片段的内容（选定或未选定），您将需要激活“内容跟随”模式。

控制器 MIDI 数据类型。比如说：  滑块、踏板或标准参数，如音量和声相处理。命
令的类型在第一个数据字节中编码，发送或接收的值在第二个数据字节中编码。

控制表面 通过 MIDI（或 USB、FireWire 或通过联网连接）与 Logic Pro 通信的硬件
设备。它可以用来写自动化数据和控制 Logic Pro 参数，如混音电平和声相处理、
效果和乐器，以及走带控制和导航功能等等。

控制视图 所有 Logic Pro 插件（和 Audio Unit）均提供了一个编辑器视图之外的非
图形选择，用来查看效果和乐器参数。“控制”视图通过各个插件窗口顶部的插件标
头“视图”菜单的“控制”项来访问。此视图用来允许访问附加的参数，并使占用的屏
幕空间减少。

Core Audio 标准化音频驱动程序系统，用于所有运行 Mac OS X v10.2 或更高版本的
Macintosh 电脑。Core Audio 是 Mac OS X 的集成部件，可访问所有兼容 Core Audio
的音频接口。Logic Pro 与任何提供 Core Audio 驱动程序/支持的音频硬件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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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MIDI 标准化 MIDI 驱动程序系统，用于所有运行 Mac OS X v10.2 或更高版本的
Macintosh 电脑。Core MIDI 是 Mac OS X 的集成部件，可连接所有兼容 Core MIDI 的
MIDI 设备。Logic Pro 与任何提供 Core Audio 驱动程序/支持的 MIDI 硬件兼容。

预备拍 在录音（或回放）开始前听到的节拍。

提示 快进或倒回时进行监视（聆听回放）。

截止频率 一个频率，通过低通或高通滤波器的该频率音频信号被削减 3 dB。

剪切 使用 EQ 或其他滤波器时，降低电平或频率的行为。也用于描述物理分离和移
走文件、片段等的某些部分（请参阅提升和削弱）。

循环功能 Logic Pro 中的一个功能，持续重复播放定位符位置之间的区域。若要打
开“循环”模式，请点按走带控制条中的“循环”按钮。“循环”功能很有用，例如在编写
项目的某部分或编辑事件时就是如此。循环区域在小节标尺顶部显示为绿色条。

DA 转换器或 DAC 数码/模拟转换器的简称；是一个将模拟信号变为数码信号的设
备。

数据字节 这定义一个 MIDI 信息的内容。第一个数据字节表示音符或控制器编号；
第二个则表示力度或控制器值。

DAW 数码音频工作站的简称。一台用于录制、调音和制作音频文件的电脑。

dB 分贝的简称，是一个描述电压电平、强度或功率的关系，特别是音频系统中关
系的测量单位。

直流偏移 直流 (DC) 在音频信号上分层时会产生的错误，导致样本编辑器中显示的
波形位置中出现垂直移动。

衰减 一个包络参数，确定信号从最大起音电平跌至延音电平的所需时间。请参阅
包络。

去嘶声器 一个在音频信号中去掉嘶嘶声或丝丝声的信号处理器。

默认 预置参数值。

延迟 在“环境”中，是一个可以创建一系列重复的对象。在“编配”窗口中，是一个能
以给定的毫秒数延迟或推进选定片段的片段参数。延迟也是一个延迟传入音频信号
的效果进程，会导致微妙的合唱效果直至无尽重复播放信号。

破坏性的 破坏性音频处理指的是实际改变音频文件的数据，这跟只编辑外设或回
放参数相反。

“设备”面板 在 Logic Pro 中，“Logic Pro”>“偏好设置”>“音频”>“设备”面板用于选择并
配置您的音频硬件设备。使用“设备”面板参数时您实际改变的是设备的驱动程序配
置。亦请参阅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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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S 数码满度的简称。有时也用 0 dB DFS 表示。这（0 dB：如Logic Pro 通道条电平
指示器上所示）是在可能出现削波和其他类型的失真之前，数码信号理论上可以达
到的最大电平。

对话框 一个包含疑问或信息的窗口。您必须先与它交互（通过点按一个按钮）才
能继续。

数码 描述储存为或作为一序列 1 和 0 传输的数据。最常用的情况下，它指电子或
电磁信号指示的二进制数据。Logic Pro 中使用的所有文件都是数码文件。亦请参阅
模拟来进行比较。

数码全度 请参阅 DFS。

显示三角形 一个您在用户界面中点按以显示或隐藏细节的小三角形。

失真 超出数码信号中可以精确再造的极限时出现的效果，会导致尖锐的爆裂声音。

等份值 显示和操作中所用网格的可调整值（显示为音符）。第三个数字显示在“走
带控制”条的“位置”显示中。等份值在“走带控制”条中设定，处于拍号下方。

拖放 用鼠标抓取对象，移动它们，然后释放鼠标按键。

拖移编辑 一种汇整折叠夹编辑模式，您可以使用鼠标来剪切、拖移和移动汇整折
叠夹和汇整片段元素。请参阅快速扫动伴奏。

“拖移”弹出式菜单 一个处于线性编辑窗口本地菜单中的弹出式菜单。它确定片段
或事件被拖到重叠位置时的行为。

驱动程序 驱动程序是软件程序，可让电脑应用程序来识别各种硬件和软件。如果
您的音频硬件没有正确安装合适的驱动程序，您的电脑可能无法识别或正常操作。
请参阅“设备”标签。

DSP（数码信号处理） 在 Logic Pro 中，它是对数码信息的数学处理以修改信号。
例如通道条的插入插槽，它将 DSP 效果，如动态压缩和延迟分配到一个通道信号。
即使简单的运算，如更改音量和声相也是 DSP 计算。

动态范围 动态范围是一个音频系统（或系统中设备）可以再造的最高信号峰值和
噪声下限最高频谱组件的振幅之间差异。换句话说，动态范围是系统可以再造的最
响亮和最柔和信号之间的差异。它的测量单位是分贝 (dB)。请参阅分贝 (dB)。

动态 指音量或音乐作品其他方面时间上的变化。

编辑器 用于编辑 MIDI 或音频数据的窗口。Logic Pro 提供了 Hyper Editor、钢琴卷
帘窗、事件列表以及用于 MIDI 事件数据的乐谱编辑器和用于音频数据的样本编辑
器。事件列表也可以用于片段编辑和定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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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器视图 几乎所有的 Logic Pro 插件（和 Audio Unit）都提供了效果和乐器参数
的图形视图。默认是编辑器视图，但如果显示的是“控制”视图，可以通过各个插件
窗口顶部“视图”菜单的“编辑器”器来访问编辑器视图。

效果 一种软件算法，可通过多种方式改变音频信号的声音。Logic Pro 包括了一套
均衡器、动态、基于时间、调制和失真效果，格式为 Logic Pro 原生格式和 Audio Units
插件格式。

包络 包络以图形方式表示一个声音随时间表现出来的变量。一个用作控制设备的
包络，基本确定一个声音开始、继续和结束的方式。合成器包络通常包括起音、衰
减、延音和释音相位。

环境 Logic Pro 环境以图形方式反映电脑外部硬件设备与电脑内部虚拟设备之间的
关系。除了基本输入和输出处理，“环境”可以用来实时处理 MIDI 数据，甚至可以用
来创建处理机器，如虚拟节奏发生器和步长音序器或复合合成器编辑器。

环境层 “环境”中的一个页面，用于组织对象。同一个类型的对象（如 MIDI 对象）
通常处于同一层上，方便使用。

环境调音台 请参阅调音台层。

EQ 均衡器的简称。均衡器用于在音频信号中提升或剪切频率。Logic Pro 中有多种
类型的均衡器可用。

均衡 请参阅 EQ。

橡皮 用于删除项的工具。点按一个选定项将其删除。所有其他当前选定的项也被
删除。

事件 单个 MIDI 命令，如一个音符开命令。持续的控制器移动（如调制轮）会快速
产生一串单个事件（每个事件都有一个绝对值）。

事件定义 用于定义 Hyper Editor 通道中显示的事件类型的参数（亦请参阅超级设
置）。

事件列表 一个显示项目中所有事件或片段的列表。它可让您以精确数字方式直接
操作事件和片段。也可让您添加不同类型的事件。

扩展器 一个效果进程，可增加音频信号的动态范围。它与压缩效果相反（请参阅
压缩器）。

导出 用来创建文件的一个版本，如 Logic Pro 项目，使其格式不同，可以被其他应
用程序分发和使用。

渐变工具 编配区域中的工具，用于创建交叉渐变。

滤波器按钮 事件列表和调音台中的按钮，可让您隐藏或显示特定事件类型或通道
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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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器效果 滤波器是用来降低一个信号内部特定频率能量的效果。这些单个滤波
器的名称可以说明其功能。例如：  低通滤波器可让低于截频频率的频率通过（请
参阅截频频率）。

滤波器斜线 滤波器斜线是滤波器削弱（电平降低）的倾斜度或严重程度。例如，
一个每八度音程 6 dB 的滤波器斜线听起来将比一个每八度音程 12 dB 的滤波器斜线
柔和。

手指工具 （如钢琴卷帘窗编辑器中使用的）工具，看起来像一只伸出了食指的手。
此工具可让您处理事件的长度或在程序的其他区域执行其他操作。

FireWire IEEE 1394 标准的 Apple 商标名称。一个快速且用途广泛的串行接口，常用
于将音频接口和音频处理单元连接到电脑。FireWire 很适合于移动大量数据的应用
程序，可以用于连接硬盘、扫描仪和其他类型的电脑外围设备。有两个版本的
FireWire：  FireWire 400 和 FireWire 800。后者是更快的变体，使用不同的连接器类
型。连线合适时可以在 FireWire 800 端口处使用 FireWire 400 设备，但它会将此端
口所有设备的带宽实际减半（亦请参阅 M-LAN）。

起缘 起缘效果跟合唱效果相似，在其中会将一个稍微延迟的信号（比合唱的信号
短）反馈到延迟线输入中。起缘处理使声音变厚，并稍微脱离相位。

伸缩标记 一种可以拖移以改变音频素材时序的标记。

伸缩模式 一种基于轨道的设置，可以确定如何改变音频定时。

弹性时间编辑 一个可以编辑单个或多个音频片段定时的过程。

伸缩工具 该工具可以让您快速访问基本弹性时间编辑功能，而不必打开编配区域
中的伸缩视图。请参阅伸缩视图。

伸缩视图 一个让您可以编辑音频素材的时序的编配区域视图。

浮动窗口 请参阅窗口类型。

折叠夹 折叠夹是编配区域中的片段容器。它可以包含其他折叠夹或片段，正如
Finder 中的文件夹可以包含其他文件夹或文件。您可以将折叠夹想象成项目内部的
一个项目。折叠夹的内部看起来跟项目中的编配区域和轨道列表很像。

格式按钮 音频通道条上的按钮（电平指示器下方），用于指示通道条的输入格式。
点按住此按钮以访问格式菜单。

帧 时间单位。SMPTE 标准中的一秒钟被分成很多帧，对应视频文件或录像带上的
一个静止图像。

冻结功能 “冻结”功能对各个被冻结轨道执行单个离线并轨进程，几乎节省用于软件
乐器和效果插件的 100% 处理资源。轨道的所有插件（包括软件乐器插件及所有相
关的自动化数据，如果适用）将被渲染到一个冻结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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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 一个声音信号每秒震动的次数，测量单位是每秒钟循环数，或赫兹 (Hz)。

全局轨道 所有线性编辑窗口的顶部都有全局轨道。它们可让您查看、创建和编辑
标记、速度事件和调号改变，以及节拍对应和其他操作。

胶水工具 此工具可用来通过简单点按两个（或更多）片段或事件，将其合并。

GM 通用 MIDI 的简称。MIDI 声音模块的标准，它的 128 个音色编号上指定一整套
的乐器声音，MIDI 通道 10 上拥有鼓类和打击乐声音的标准化调分配，还有 16 声部
的多音色演奏和至少 24 声部复音。GM 规格用来确保 MIDI 设备之间的兼容性。GM
乐器生成的音序在任何其他 GM 合成器或声音模块上都应能正确播放。

抓取（一个对象） 将鼠标光标定位于对象上方，然后按下并按住鼠标按键。

网格 Logic Pro 网格用垂直线表示，用于指示多种编辑器中的小节、节拍和子节拍
的位置。

GS Roland 公司开发的扩展 GM 标准。

手工具 一个工具，用于移动编配区域中的片段或编辑器中的事件，或移动调音台
中“插入”插槽之间的插件。选定指针工具，将鼠标光标放在片段或事件上时，手工
具会自动出现。

动态余量 实际的音量与允许到达意外信号峰值的最大许可音量 (0dBfs) 之间的指定
范围（安全范围，按分贝计量）。

帮助标记 将鼠标光标放在界面元素上时，出现的文本小窗口。它表示元素的名称
或值。执行如移动或剪切片段的编辑操作时，将会有一个较大的帮助标记，实时显
示片段或功能的当前（和开始）位置。

层次菜单 结构化菜单，当选取更高层级的单个条目时会打开层叠的子菜单。

层次按钮 在很多 Logic Pro 窗口的左上角，您会找到一个带上指直角箭头的按钮。
点按此层次按钮，会带您进入下一个更高的显示级别（也就是说，上升一个级别）。
例如，如果您在观看折叠夹内部 MIDI 片段的事件，点按层次按钮将会把显示切换
为父折叠夹中 MIDI 片段的视图。再点按一下将会显示折叠夹本身。

高阻滤波器 高阻滤波器本质上是低通滤波器，不具有斜率或共振控制。顾名思义，
它会削弱高于截频频率的频率。

高通滤波器 高通滤波器可以让高于截频频率的频率通过。不具有斜率或共振控制
的高通滤波器通常被称为低阻滤波器）。

超级画笔功能 此功能可让您以图形方式录制、手动创建和编辑控制器数据。超级
画笔数据显示为一整套点（或节点），它们互相用线连接。超级画笔可用于编配区
域和 MIDI 编辑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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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 Editor 图形编辑器，可以用于创建或编辑 MIDI 音符和控制器数据。Hyper
Editor 很适合于绘制鼓声部和创建渐强，对其他任务也是如此。请参阅下方条目，
亦请参阅事件定义。

超级设置 Hyper Editor 中所有同时显示的事件定义统称为超级设置。亦请参阅事件
定义。

图标 图形小符号。在 Logic Pro 中，可为每个轨道分配一个图标。

导入 将各种类型的文件传到 Logic Pro 项目中的过程。导入的文件可以在另一个应
用程序中创建，从另一个设备上采集，或是从另一个 Logic Pro 项目中获取。

入按钮 用于在编辑器中激活“逐个输入”模式的按钮。亦请参阅逐个输入功能。

输入通道条 环境调音台层中的通道条类型，用于向后兼容较早的 Logic Pro 版本中
创建的项目。输入通道条表示音频接口的物理输入和音频接口到 Logic Pro 中的直
接输入。通常您无需在 Logic Pro 中访问此通道条类型。

输入监视 此功能可让您在播放、录音启用或录制音频轨道时，听到传入的音频。
只需点按编配音频轨道上的“输入监视”按钮以启用或停用输入监视。

插入插槽 Logic Pro 通道条上的面板，您可以在其中嵌入（插入）一个效果插件。

检查器 “编配”窗口和编辑器左侧边缘的区域，包含参数框和选定轨道的通道条（编
配）。检查器区域会更新以反映键盘焦点窗口相关的参数。另请参阅“参数”框。

乐器通道条 Logic Pro 支持使用基于软件的乐器。软件乐器插件插入在乐器通道条
的乐器插槽中。软件乐器录制在编配区域的乐器轨道上进行。这些轨道的回放通过
调音台中（或“编配”窗口左侧）显示的乐器通道条进行路由。

乐器对象 Logic Pro 环境中的对象，用来与单通道 MIDI 设备通信。一个乐器对象，
表示处理 MIDI 信息的物理或虚拟设备。另请参阅多乐器对象。

接口/界面 1) 一个硬件组件，如 MIDI 或音频设备，可让 Logic Pro 与外部相连（连
接）。您需要一个音频或 MIDI 接口来将声音或 MIDI 输入和输出您的电脑。亦请参
阅音频接口。2) 一个术语，用来描述 Logic Pro 内部您可以与之交互的图形元素。
例如编配区域，您可以与其中的图形界面元素（如片段）进行交互，以在整个
Logic Pro 界面中创建项目。

间插音频文件 Logic Pro 通常将多通道（立体声或环绕声）音频文件处理为间插式
的。编辑间插文件对两个（如果是环绕声，则是所有）通道的影响相当。亦请参阅
分离通道音频文件。

调/键 音乐作品中使用的标度，以某个特定音高为中心。此指定音高称为调的根
音。也可以指音乐 (MIDI) 键盘上的一个黑键或白键。

键盘命令 可以通过按下电脑键盘或 MIDI 控制器上特定按键（或按键组合）来执行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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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命令窗口 键盘命令窗口用于将键盘命令分配给电脑按键或 MIDI 信息。

键盘焦点 Logic Pro 中选定的活跃窗口就称为有键盘焦点。很多键盘命令只在窗口
有键盘焦点时有效。检查器也会更新以反映键盘焦点窗口的参数。

延迟 您可能会注意到，在播放键盘和听到声音之间有一个延迟。这就是一种延迟。
很多个系数导致了延迟，包括使用的音频接口、音频和 MIDI 驱动程序。然而，您
可以控制的一个系数就是 I/O 缓冲大小，这在“设备”偏好设置中设定。

连音 音乐演奏的方法，将一个音符平滑连接到下一个。

电平指示器 一个监视电脑的音频输入或输出电平的指示。您在录制、编配和编辑
音频文件，以及创建混音时，会在 Logic Pro 中使用电平指示器。

LFO 低频振荡器的简称。一种振荡器，可以提供低于音频频率范围的调制信号，带
宽位于 0.1 到 20 Hz 之间，有时可高达 50 Hz 或 400 Hz。

资源库 用于处理通道条、效果和乐器的所有设置文件的窗口（或“编配”窗口媒体区
域中的标签）。

“链接”按钮 大多数 Logic Pro 窗口左上角带有链接链图标的按钮。它控制不同窗口
之间的链接。

列表区域 “编配”窗口中的区域，提供四个独立标签，显示以下类型数据的列表：  事
件、片段、标记、速度改变和拍号/调号。

窗内菜单栏 窗口中的菜单，只包含与该特定窗口有关的功能。

本地关闭模式 MIDI 键盘上的一种操作模式，在其中键盘不直接播放自身集成的声
音发生器。将它用作 Logic Pro 的主控键盘时会很有用。

定位符 降低两组数字，显示在“走带控制”条位置指示符的右侧。顶部的数字是左定
位符；下方的数字是右定位符。左和右定位符定义循环时间范围，对循环或跳过回
放操作和循环录制有用。定位符也用于定义某些功能的编辑区域。

循环 一个音频文件，包含重复出现的有节奏音乐元素或适合于重复的元素。Logic Pro
支持 Apple Loops 和其他文件格式。

循环浏览器 “编配”窗口的媒体区域中的一个标签，用于访问和管理 Apple Loops 和
ReCycle 文件。

循环功能 Logic Pro 中为音频或 MIDI 片段创建循环重复的循环片段参数。在到达项
目终点之前，或编配区域中同一个轨道上碰到另一个片段或折叠夹（无论哪个在
前）之前，这些重复将继续播放。

低阻滤波器 低阻滤波器本质上是一个高通滤波器，不具有倾斜或共振控制。它会
削弱低于所定义的截频频率的所有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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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通滤波器 低通滤波器定义在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的最大频率，从而控制
声音的亮度。高于此频率的所有信号都会被切掉。截频频率越高，可以通过的频率
就越高。不具有斜率或共振控制的低通滤波器是高阻滤波器。

主菜单栏 屏幕顶部的栏，提供如打开、存储、导出或导入项目等全局功能。它不
提供访问本地窗口功能。然而，它包含一个“编辑”菜单（带应用到键盘焦点窗口的
命令）。

标记 标记是一个指示符或书签，它被连至项目中的某特定时间位置。例如，它可
以包含用作不同版本的项目的音符的文本。标记也可以用于多种选择和导航任务。

标记列表 按字母数字列表显示所有标记事件的窗口（或“编配”窗口列表区域中的标
签）。它也包括一个标记文本区域，可让您将文本信息（注释）添加到特定标记事
件中。

标记文本 附加到特定标记事件的文本信息（注释）。添加在标记文本窗口或标记
列表的标记文本区域中。

标记轨道 一个全局轨道，用于创建、编辑和显示标记事件。

框选择工具 “编配工具”菜单中的十字形工具，用于选择和编辑音频和 MIDI 片段的
声部。

主通道条 调音台中的通道条，可作为单独的衰减器阶段，改变所有输出通道条的
增益，而不影响它们之间的电平关系。

媒体区域 在编配工具栏中点按“媒体”按钮时，显示在“编配”窗口右手边的区域。包
含“媒体夹”、“循环”、“资源库”和“浏览器”标签，可访问 Logic Pro 支持的所有媒体类
型。

合并 将两个或以上的 MIDI 事件或片段混音或结合成一个事件或片段。

元数据 元数据是储存在多种文件类型（如 AAF）的文件标头中的附加描述信息。
它用于参考外部媒体和简化搜索等等。

节拍器 一个产生与节拍合拍声音的设备。在 Logic Pro 中，可以在“节拍器”项目设
置中对其进行配置。

MIDI 乐器数码界面的简称。用于电子乐器的标准化、异步、串行、面向事件的硬
件和软件界面。MIDI 是一个行业标准，可让诸如合成器和电脑等的设备彼此交流。
它控制一个音乐音符事件的音高、长度、音量及其他特征。

MIDI 通道 MIDI 通道是流通 MIDI 端口的 MIDI 数据的管道。一个端口最多可同时通
过 16 个单独的 MIDI 通道。Logic Pro 中录制的轨道可被导向不同的管道（通道），
它可以包含各种信息，并通过分配至各个通道的不同声音进行回放。例如，通道
1：  钢琴，通道 2：  贝司，通道 3：  弦乐，等等。这假定接收设备可以接收多个
通道上的数据，并且它们能够同时回放不同声音（请参阅多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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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I 时钟 时钟信号的 MIDI 短信息。它用于在 MIDI 设备之间提供一个正时脉冲。
虽然一些设备加入了这些脉冲值，它可精确到 24 ppqn（每四分音符脉冲数），因
此，如果每个设备能够准确解释此附加信息，产生的时钟信号将更精确。另请参阅
SPP。

MIDI 信息 一个通过 MIDI 传输的信息，包含一个状态字节及没有、有一个、两个或
多个数据字节（带系统专用命令）。请参阅事件。

MIDI 多模式 MIDI 声音模块上的多音色操作模式，其中可以在不同 MIDI 通道上控
制不同声音（复音）。一个多模式声音模块功能像多个复音声音模块。通用 MIDI
描述一个 16 声部的多模式（能够单独控制 16 个不同声部）。大多数现代声音发生
器支持多模式。在 Logic Pro 中，多模式声音模块通过多乐器对象实现。此 MIDI 模
式和多模式声音模块通常称为多音色（请参阅多音色）。

MIDI 片段 MIDI 事件的数据容器，在编配区域中显示为命名的水平长条。

MIDI 时间码 (MTC) 将 SMPTE 时间码信号翻译为 MIDI 标准时间码信号。MTC 用于使
Logic Pro 与 MIDI 设备、其他音序器、视频和音频像带或支持 MIDI 时间码的硬盘机
器同步。MTC 确定绝对时间位置，支持开始、停止和继续信息。

混缩 术语，通常用来描述并轨（请参阅并轨）或合并轨道（请参阅合并）。

调音台 调音台窗口显示所有（或所需的）轨道、乐器和 MIDI 通道条。这些通道可
让您控制所有方面的轨道输出和处理，包括电平、声相处理、效果和乐器处理、路
由等等。

调音台层 环境层，显示项目中的所有通道条（除了 MIDI 通道条）。通常上讲，由
于可以在调音台窗口中执行所有的混音任务，您无需访问此环境层。

混合 一个过程，指通过调整音量电平、声相位置、添加 EQ 和其他效果，并使用自
动化以动态改变这些及其他方面，由此调整项目的整体声音。

M-LAN Yamaha 设计的 FireWire 界面的变体。它使 Yamaha 数码调音台和其他设备
能够直接连接到 Macintosh FireWire 端口（请参阅 FireWire）。

修饰键 结合字母键使用，以改变功能的电脑键盘按键。修饰键包括 Control、Shift、
Option 和 Command。

调制 通常情况下是一种微小而连续的变化。许多 Logic Pro 效果和合成器都含有调
制器。

调制量 调制的强度。

调制矩阵 EXS24 mkII（和某些其他 Logic Pro 乐器）包含一个网格，让您可以使用多
个调制器（调制源）改变多种目标参数（如音高）。此网格在 EXS24 mkII 中称为调
制矩阵。

调制路径 调制路径确定哪个目标参数将被特定调制器（调制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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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制轮 大多数 MIDI 键盘上有 MIDI 控制器。

单声道 “单声道声音重放”的简称。一个过程，指使用同等量的左和右音频通道信
号，将音频通道混音成一个轨道。比较立体声。

影片 请参阅视频。

MP3 MPEG-2 音频 Layer 3 的简称。一种压缩音频文件格式，常用于在互联网上发布
音频文件。

MTC 请参阅 MIDI 时间码。

多乐器对象 Logic Pro 环境中的对象，表示一个响应 MIDI 的多音色硬件或软件设
备。多乐器对象实质上是卷成一个软件包的 16 个乐器对象。每个对象称为子通道，
有固定的 MIDI 通道。所有子通道共享同一个 MIDI 端口。所有其他参数可以单个设
定。多乐器对象的目的是处理多通道 MIDI 设备，后者可以在各自 MIDI 通道上接收
MIDI 数据（和播放不同声音）。

多音色 此术语描述一个可以使用多个 MIDI 通道，同时播放多个不同声音的乐器或
其他设备。请参阅 MIDI 多模式。

多触发模式 此术语与合成器，如 ES1 有关。在此模式下，合成器包络通常被每个
传入音符事件再次触发。

静音 关闭通道或轨道的音频输出。您可以通过点按轨道列表中或通道条底部的“静
音”按钮，使一个轨道或通道静音。

静音工具 此工具可让您通过点按片段或事件来停止其播放。

本地 本地指在 Logic Pro 中基于主机处理效果和软件乐器。电脑处理器本身能计算
效果和乐器。本地也指内部 Logic Pro 插件格式，与 Audio Unit 格式不同。Logic Pro
本地插件仅在 Logic Pro 中有效。

节点 超级画笔和自动化轨道中的位置，标记数据处理的开始或结束。偶尔称为（自
动化）点。

正常化 此功能将当前“参数”框设置应用到选定的 MIDI 事件（通过改变实际事件本
身），并清除现有参数设置。处理音频时，不同的“正常化”功能会将一个录制的音
频文件音量提高到最大数码电平，而不改变动态内容。

陷波滤音器 此滤波器类型会直接切断截频频率周围的频段，允许所有其他频率通
过。

音符属性 描述乐谱编辑器属性菜单中的功能。这确定很多方面，如符干方向、颜
色、等音位置以及音符事件显示（和印刷）的进一步选项。

音符编号 MIDI 音符的音高，由 MIDI 音符事件的第一个数据字节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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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此术语用于指 Logic Pro 环境中元素的图形表示。这些元素可以用来创建和实
时处理 MIDI 数据，甚至可以用来创建处理机器，如虚拟节奏发生器或步长音序器。
环境对象的例子包括乐器、多乐器、推子和琶音器等等。环境调音台层包含处理音
频数据的对象。

对象参数框 对象参数框显示任何选定环境对象的属性。

偏移 来源音频文件中的回放点会跟文件的起点（锚）不同。这称为偏移或起点偏
移。偏移也可以结合视频时间码使用，这时 Logic Pro 项目和 QuickTime 影片文件的
开始时间可以彼此偏移（不同）。此术语还用于波形的振幅从居中线离轴时（由于
硬件产生的录制错误）。这可以用样本编辑器中的直流偏移功能来进行调整。请参
阅直流偏移。

OpenTL 打开轨道列表的简称。这种文件格式常用于与 Tascam 硬盘录音机（如 MX
2424）进行数据交换，可以被 Logic Pro 导入和导出。OpenTL 文件格式只支持音频
数据的交换（音频片段，包括轨道位置信息）。使用 Logic Pro OpenTL 导出功能会
忽略 MIDI 和自动化数据。

选项 选择性功能，常以注记格形式出现，有时也作为菜单条目使用。

Option 修饰键，在 MS Windows 中也称为 Alt 键。

振荡器 合成器振荡器会产生交流电，选择使用包含不同泛音量的波形。

输出通道条 调音台中的通道条类型，控制您音频接口每个物理输出的输出电平和
声相/平衡。

页面视图 “乐谱编辑器”视图按乐谱在打印页上的显示格式显示乐谱。

声相、声相位置 立体声场中单声道音频信号的位置，两侧设定不同的电平（请参
阅平衡）。

声相控制 单声道通道条上的转动旋钮（电平推子正上方），确定立体声图像中的
信号位置。

参数框 Logic Pro 窗口左侧（或检查器中）的栏。它用于调整选定轨道、片段、事
件或对象的参数。亦请参阅检查器。

峰值 1) 音频信号中的最高电平。2) 数码音频信号中超出 0 dB 的部分，导致削波。
您可以使用 Logic Pro 电平指示器工具来定位峰值以及去掉或避免削波。样本编辑
器功能菜单的“搜索峰值”搜索振幅值最大的样本位。

峰值电平显示 一个数码音频指示，显示音频信号播放时的绝对音量。这样命名是
因为都可以精确看到信号中的每个峰值。

铅笔工具 用于在编配区域中创建空 MIDI 片段的工具。与 Shift 键结合使用时，它也
可以用来将音频片段添加到编配区域中。在样本编辑器中，铅笔可以用来绘制信号
中的瞬变信号尖峰脉冲（爆裂声和咔嗒声）。

1139词汇表



钢琴卷帘窗编辑器 一个将音符事件显示为水平长条的 MIDI 事件编辑器。可以像编
配区域中的片段那样剪切、拷贝、移动事件和调整其大小。

粉红噪声 一种泛音噪音类型，在低频范围内含有更多能量。

音高 音乐声音的感知高度（高音）或低度（低音）。对应声波的频率。

弯音信息 MIDI 键盘弯音轮传输的 MIDI 信息。

回放 播放一个音频或 MIDI 片段、一个音频文件或整个编配，可让您听到其声音。

播放头 播放头是一条垂直白线，指示所有水平、基于时间的 Logic Pro 窗口（例如
编配区域）中的当前回放位置。可以直接用鼠标抓取和移动播放头（请参阅搓擦）。

插件 增强主音色功能的软件应用程序（此例中指 Logic Pro）。Logic Pro 插件通常
是软件乐器或效果。

插件窗口 插入插件，或连按插入/乐器插槽时打开的窗口。可让您与插件参数互
动。

指针工具 用于在 Logic Pro 中选择或编辑片段、事件、菜单或界面项等的工具。

推子后 模拟调音台中的发送处于推子的前面（之前）或后面（之后）。推子后意
味着处于信号流中音量推子的后面，传到发送的信号电平会随推子的移动而改变。

推子前 模拟调音台中的发送处于推子的前面（之前）或后面（之后）。推子前意
味着处于信号流中音量推子的前面，推子前路由至发送的信号电平保持恒定，不受
任何推子移动影响。

偏好设置窗口 通过“Logic Pro”>“偏好设置”菜单访问的窗口。所有 Logic Pro 偏好设
置都可以在此窗口中设定。

预置 可以通过插件窗口标头中的设置菜单载入、存储、拷贝和粘贴的插件参数值
的设置。请参阅设置和设置菜单。

压力 请参阅触后响应。

项目 一个 Logic 文稿。它包含要回放的音频文件的所有 MIDI 片段和参考。项目文
件将存储在项目文件夹中，该文件夹可包含项目的音频文件和其他资源（如视频、
样本文件等）。存储含有资源的项目可简化归档和交换项目，但这样会增大项目文
件夹的大小。

项目文件夹 在 Logic Pro 中，可包含项目相关的所有媒体（包括音频文件、采样器
乐器和样本、视频和其他数据）的顶层文件夹。

项目设置 项目设置是一套专用于当前项目的音色设置。这与可影响所有 Logic Pro
项目的全局偏好设置不同（请参阅“偏好设置”窗口）。

受保护轨道 受保护轨道的内容不能移动或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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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插出 进入或退出录制以替换现有录音的某部分。此过程在 Logic Pro 中可自
动实现。另请参阅“自动插入”功能。

PWM 脉冲宽度调制。合成器通常具有此功能，该功能可通过调整其脉冲宽度使方
形波变形。通常，方形波听起来乏味而刻板，而脉冲宽度调制的方形波听起来会更
细腻而有鼻音。

Q 系数 一个通常与均衡器相关的术语。Q 系数是一个均衡质量系数，用于在传入
信号的整体声频频谱中选择更窄或更宽的频率范围。

量化 通过将音符移到可选网格上（在量化菜单中选取）最近的点，校正音符的时
间位置。将量化应用到任何选定事件或片段时，Logic Pro 将移动所有音符事件，使
其与最近的网格位置完全对齐。Logic Pro 量化是一个无破坏性回放操作，可让您在
聆听音乐时试听不同的量化值。

量化菜单 Logic Pro 中始终可用的菜单，确定当前的量化网格。请参阅下方条目。

量化按钮 带有 Q 标签的按钮。在选定事件上执行量化操作（在量化菜单中选取）。
亦请参阅量化工具和量化。

量化工具 带有 Q 标签的工具。它的用途如下：通过钢琴卷帘窗编辑器或事件列表
的“量化”菜单中指定的量化值，将量化应用到特定（选定的）事件。

快速扫动伴奏 一种汇整折叠夹编辑模式，您可在该模式下用鼠标扫动汇整部分，
以创建和编辑伴奏。请参阅拖移编辑。

QuickTime QuickTime 是 Apple 的跨平台标准，用于数码化数据压缩视频回放和编
码。QuickTime 影片可以在 Logic Pro 窗口或全局视频轨道上与项目同步运行。每当
您移动播放头，电影会跟随播放头，反之亦然。

RAM 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简称。电脑内存容量，测量单位是兆字节 (MB)，确定电脑
在任何给定时刻可以处理和临时储存的数据量。

实时效果 可以在回放中实时应用到片段的效果。实时效果可以用在任何能够运行
Logic Pro 的 Macintosh 电脑上。

录音启用 您在音频轨道上录音前必须对其进行手动装备（录音启用）。MIDI 和软
件乐器轨道在选定时会自动录音启用。

录制/录音 将演奏作为音频或 MIDI 数据采集到 Logic Pro 中的操作。此术语也常用
于指实际的数据（在 Logic Pro中，当讨论录音时，会使用片段或文件来进行描述以
使事物清晰化）。

ReCycle ReCycle 是软件制造商 Propellerhead 一个应用程序的名称，主要用作循环
（重复的音频样本）的编辑和制作工具。ReCycle 使用 Logic Pro 可以导入的专用文
件格式 (.r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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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 片段位于编配轨道上：  它们是矩形长条，可充当音频或 MIDI 数据的容器。
有三种不同类型的片段：  音频片段、MIDI 片段和折叠夹片段（常称为折叠夹）。
另请参阅音频片段、MIDI 片段和折叠夹。

“片段参数”框 “编配”窗口左上角的方框，用于无破坏性地设定单个片段的回放参
数，包括量化、移调、力度、压缩和延迟。这些参数不改变储存的数据。相反，它
们影响事件回放的方式。

释音 一个包络参数，用以确定在释放某个键时信号从延音电平降到零振幅所花的
时间。请参阅包络。

替换模式 一种覆盖录制模式，其中传入的信号会替换编配区域中当前指定的音频
片段。若要激活替换模式，请点按走带控制条中的“替换”按钮。

共振 一个通常与滤波器有关的术语，特指合成器的共振。共振强调的是截频频率
周围的频率范围。请参阅截频频率。

混响 混响是物理空间的声音。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空间内部声波的反射。例如，
大教堂中的掌声会混响很久，因为声波在一个很大的空间内，从石头表面反弹传
播。杂物室中的掌声则几乎不混响。这是因为声波到达墙壁并反弹回您耳朵的时间
很短，以致于几乎听不到混响效果。

ReWire 一种 Propellerhead 软件的音频流化和同步技术。ReWire 应用程序的输出可
以发送到 Logic Pro 调音台（并用此调音台进行处理）。Logic Pro 也可以控制 ReWire
程序的走带控制操作。除这些功能以外，Logic Pro 乐器轨道可以驱动 ReWire 应用
程序的软件乐器。

逐渐徐缓 逐渐减慢速度（请参阅速度）。

路由 通常指音频被发送通过处理单元的方式。也常用来描述专用输入和输出分配。

样本 某个特定时刻声音的数码录音。

样本编辑器 Logic Pro 样本编辑器可以破坏性地剪切、反转、缩短音频文件，改变
其增益以及用多种其他方式进行处理。它允许在一个包含成千或成百万计样本的音
频文件内部编辑单个样本。样本编辑器可以访问多种特别的样本处理工具，统称为
数码工厂。

采样速率 将模拟音频信号转换成数码信号时，此术语指音频文件被采样时每秒钟
的次数。Logic Pro 可以在 44.1 kHz（每秒 44,100 次）到 192 kHz（每秒 192,000 次）
采样速率范围内录制和编辑音频。

采样速率转换器 将一种采样速率翻译成另一种采样速率的设备或算法。

采样器 用于采样的设备。在 Logic Pro 中，这通常指基于 EXS24 mkII 软件的采样器。

采样 将模拟音频转换成数码信息的过程。音频流的采样速率指定每秒捕捉的样本
数量（请参阅采样速率）。采样速率越高，产生的音频质量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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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度 一个术语，与稍微磁带失真或电子管放大器的特征联系最普遍。基本上，
它描述一个非常高的增益电平，导致传入信号的稍微失真，从而产生温暖、包围的
声音。

音阶 一组相关的音乐音符（或音高），它们形成了一个音乐作品中旋律与和声的
基础。最常用的音阶是大调音阶和小调音阶。

扫描码 电脑键盘上的每个键都有一个扫描码，而不是一个与之关联的 ASCII 符号。
例如：  数字小键盘上的加号与减号键和键盘上的相应键具有不同的扫描码，但使
用的 ASCII 符号相同。

场景标记 Logic Pro 会自动从 QuickTime 影片文件中的（凸显）转场提取信息，并
创建一个标记，从而使电影配乐更快更简单。视频中的这些转场通常表示一个场景
变化。

乐谱编辑器 处理标准乐谱的 Logic Pro 编辑器。MIDI 音符事件表示为八分音符、四
分音符和二分音符等等。乐谱编辑器可让您调整和编辑乐谱的布局，并进行印刷。

乐谱设置 多种五线谱风格、五线谱和乐谱编辑器中显示的其他元素的集合可以存
储为一个乐谱设置。此工具可让您独立于整个乐谱，在乐谱的不同部分之间快速切
换（编辑和印刷），如铜管乐器部分。它也使试验不同布局变得简单。

屏幕设置 各种窗口的布局，包括所有显示参数（缩放、位置、各个窗口大小等
等），称为屏幕设置。您可以在不同屏幕设置之间切换，这跟您在不同的电脑监视
器之间切换相似。

滚动条/滚动条 窗口边缘的灰色长条。长条中的可移动框用于在窗口中选定显示的
项目部分。

SDII Sound Designer II 音频文件格式。结构与 AIFF 文件格式很相似。

搜索栏 在很多 Logic Pro 窗口中，您会发现带圆角且左侧有一个放大镜的栏。此栏
可让您执行文本搜索。例如，“键盘命令”窗口或循环浏览器中的搜索栏。

自激振荡 自激振荡是模拟滤波器电路的典型特征。当滤波器以高共振值反馈回其
本身并开始以其自然频率振动时，将出现此特征。

半音 标准全音阶中两个音高之间的最小间隔时间，等于半个音调。半音也称为半
音程或半音调。

发送 辅助发送的简称。音频设备上的输出，用于将一个控制量的信号路由至另一
个设备。发送常用于将多个信号发送至同一个效果，这对于混响等很占用电脑资源
的效果来说很有用。

发送插槽 调音台通道条上显示的一个面板，使您能够将音频信号的一部分（或全
部）发送（通过总线）到一个辅助通道条。您可能在通道上使用多个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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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序器 现代的音序器被当作一个电脑应用程序，可让您录制数码音频和 MIDI 数
据，并在一个软件调音控制台中将声音混音在一起。在早期，音序器通过一系列控
制电压和门，或只通过 MIDI 来控制合成器。无法使用任何音频录音或控制。

设置 1) 一个参数值。2) 一套插件参数值设置，可以通过“设置”菜单载入、存储、
拷贝或粘贴。一个插件设置也称为预置。亦请参阅预置和设置菜单。

设置菜单 处于所有插件窗口顶部的灰色标头中。可让您存储、载入、拷贝和粘贴
设置：  效果和软件乐器的参数值。

共享 通道条设置、插件设置和键盘命令可以在一个本地网络或 MobileMe 帐户上储
存和访问（共享）。

斜度均衡器 一种均衡器类型，允许增大或减小低于或高于指定频率的频率范围。

侧链 侧链实际上是交替输入信号（通常路由至效果中），用于控制一个效果参数。
例如，您可以将一个包含鼓循环的侧链轨道用作插在延音背景音轨道上的门的控制
信号，从而给此背景声音创建有节奏的门效果。

拍号列表 一个列出项目所有拍号和调号的 Logic Pro 窗口。

拍号轨道 显示项目所有拍号和调号的全局轨道。

单个触发模式 此术语与合成器，如 ES1 有关。这种模式下，播放相连（连音）音
符时不会再次触发包络。

SMF 请参阅标准 MIDI 文件。

SMPTE 美国电影电视工程师协会的简称。该组织负责建立一个同步系统，将时间
划分成小时、分钟、秒钟、帧和子帧（SMPTE 时间码）。SMPTE 时间码也用于使不
同设备同步。MIDI 中的 SMPTE 时间码是 MIDI 时间码 (MTC)。请参阅 MTC。

SMPTE 标尺 除了标准小节/节拍显示，Logic Pro 小节标尺可以用 SMPTE 格式显示时
间单位：  小时、分钟、秒钟和帧，如果项目中导入了一个视频，则可显示时间码。

“吸附”弹出式菜单 一个处于线性编辑窗口本地菜单中的弹出式菜单。它确定片段
或事件被编辑时的行为：例如，长度和剪切将吸附到最近的可能位置（由选取的
“吸附”菜单值确定）。

软件乐器 软件工具，对应硬件采样器或合成器模块，或诸如套鼓或吉他的原声来
源。软件乐器生成的声音通过电脑处理器计算，并通过音频接口输出播放。常被称
为软件合成器或软件采样器。

独奏 一种临时突出一个或多个轨道或片段或事件的方法，可让它们被单独听到。

独奏工具 用独奏工具点按并按住单个片段或事件会暂时只听到它们。所有其他对
象被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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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DIF Sony/Philips 数码接口的简称，是专业立体声数码音频信号的标准传输格式。
格式与 AES/EBU 相似，但使用 75 ohm 的同轴或光学插头和连线。根据涉及的设备
类型不同，AES/EBU 和 S/P-DIF 同轴接口可以直接交流。如今，可用的大多数数码
音频接口都有 S/P-DIF 插头。

分离通道音频文件 通常会一起处理多通道音频文件（立体声或环绕声）的每个通
道。这些文件称为是间插的。对一个通道的编辑将同等影响其他的通道。Logic Pro
可让您分离这些文件，使其成为分离通道音频文件，从而可以独立编辑每个文件。
亦请参阅间插音频文件。

SPP 乐曲位置指针的简称，一个显示当前“乐曲”（项目）位置的 MIDI 时钟正时脉冲
子信息。它精确到小节（对有些设备是节拍），但不如 MIDI 时间码 (MTC) 准确。
如果您在同步 Logic Pro 时可以选择这两个，则请选取 MTC（请参阅 MIDI 时钟和
MTC 条目）。

五线谱风格 五线谱风格确定音乐五线谱上乐谱的外观。您可以给各个五线谱风格
定义音符大小和间隔、五线谱线的数量、字体等等。

标准 MIDI 文件 (SMF) 用于在不同音序器或 MIDI 文件播放程序之间交换乐曲的标准
文件格式。标准 MIDI 文件并不为某个特定音序器程序、电脑或设备类型所专用。
任何音序器都应该至少能够翻译类型 0 的 MIDI 文件格式。标准 MIDI 文件包含有关
MIDI 事件的信息，包括时间位置和通道分配、单个轨道的名称、乐器名称、控制
器数据、速度改变等等。

状态字节 MIDI 信息中的第一个字节，确定信息的类型。

逐个输入功能 当 Logic Pro 不处于实时录制模式时，“逐个输入”功能可让您将 MIDI
音符（一次一个）插入到 MIDI 片段中。这可让您输入对于您来说太快以致无法播
放的音符，或在复写表单音乐但您又不读谱时有用。可以用鼠标或用电脑或 MIDI
键盘，或结合这些设备，在屏幕上执行逐个输入。亦请参阅入按钮。

步长音序器 当所有的音序器（包括 Logic Pro）逐个通过一系列事件时，此术语用
于描述一个最初的模拟合成器中的设备。实质上，系统会单个调整两行旋钮（通常
是 8 个），来控制连接的合成器的门时间（音符长度）和音高。音序器会一次性或
重复逐个选用这些旋钮设置。很多现代的软件乐器（特别是鼓类合成器）包括一个
与 Logic Pro 回放同步的集成步长音序器。Ultrabeat 整合了一个步长音序器，它被
认为比以前的模拟音序器更灵活。

立体声 两个不同音频通道“立体声声音重放”的简称。比较单声道。

子帧 SMPTE 帧的一个细等份，对应一个 SMPTE 帧的单个位。一帧包含 80 位。

环绕声 环绕声表示利用多个扬声器的回放系统。最常用的环绕声格式是 5.1 通道
（左前、中前、右前、左环绕声、右环绕声及 LFE 或重低音通道），通常用于家庭
影院系统和电影院中。Logic Pro 支持所有常用环绕声格式，并提供环绕声录制、插
件和混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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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绕声声相处理器 替换通道条的标准声相/平衡控制，在输出插槽中设定为环绕
声。可让您控制可用的扬声器之间通道信号的相对定位（以选取的项目环绕声格
式）。

延音 一个包络参数，用以设定按住某个键时生成的稳定振幅电平。请参阅包络。

延音踏板 一个连接到 MIDI 键盘的瞬间脚踏开关。它传输 MIDI 控制器编号 64，后
者通过 Logic Pro 进行录制和回放。

摇摆参数 通过用可定义量延迟一个指定细等份每隔一个的音符，改变量化网格的
严格正时。

同步按钮 此按钮处于走带控制条上，激活/取消激活外部同步模式。

同步 保持多个录制或回放设备在时间上相互锁定的方法。在几乎所有的同步设置
中，会有一个主控设备和一个或多个从属设备，这些从属设备从主控设备导出同步
时钟。

同步器 用于控制多个设备的同步的中心单元。大多数情况下，Logic Pro 将作为主
控同步器。

合成器 一个用于生成声音的设备（硬件或软件）。此词源于早期的尝试：用机械
和电子机器来模仿（或合成）乐器、声部、鸟鸣等等的声音。Logic Pro 具有多个软
件合成器，包括 ES1、ES2、EFM 1、ES E、ES P 和 ES M。

SysEx “系统专用数据”的简称。SysEx 数据形成了 MIDI 命令层次中的顶层。这些信
息标有各个制造商的身份编号（SysEx 制造商 ID 编号）。这些 MIDI 命令的实际内
容由制造商决定。SysEx 数据通常用于传输单个（或多个库的）声音音色或系统设
置，或用于访问单个声音生成或信号处理参数。

汇整折叠夹 用于多个汇整录音的容器。

弹奏 一个弹奏，简单点说就是一个录音。Logic Pro 可让您在不离开录制模式的情
况下，一个接一个地创建多个弹奏。随后这些弹奏可以被伴奏成一个超级弹奏（请
参阅伴奏）。

模板 一个包含您已定义设置和偏好设置的项目。模板可作为新项目的起点（配乐
任务、仅音频项目、仅 MIDI 项目等等，这都根据您个人的需要）。任何项目都可
用作模板，而且您可以创建和存储多个模板。

速度 音乐作品的回放速度，测量单位是每分钟节拍数。Logic Pro 可让您在速度轨
道中创建和编辑速度改变。

速度改变 一个插入到速度轨道中的事件（作为节点），表示某个特定小节/节拍位
置上速度的改变。

速度轨道 一个将速度改变显示为节点的全局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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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位 MIDI 音序器中时间精度的最小单位。在 Logic Pro 中，这是一个音符的 1/3840。
Logic Pro 可以精确到单个样本（在足够的缩放水平上）以进行编辑和定位，但 MIDI
协议不够快，无法支持此功能。

时间码 一种格式（和信号），用于将一个独特的连续时间单位分配给视频或项目
位置的每一帧。例如，SMPTE 时间码格式的测量单位就是小时：  分钟：  秒钟：  帧
和子帧。

正时 测量在正确时间播放音符的能力。正时也可以指事件、片段和设备之间的同
步。

开关 在两种状态，如开或关之间切换（应用到窗口、参数值等等）。

工具菜单 在窗口的本地菜单栏中可用，包含编辑、缩放、裁剪工具和窗口中的处
理项。

工具栏 “编配”窗口的顶部有工具栏，用于访问或隐藏某些屏幕区域，如“媒体”或“列
表”区域或检查器。它也包含多个按键功能的按钮，如锁定/解锁 SMPTE 位置。您可
以随意根据需要自定工具栏。

轨道 编配区域中的一个水平行，包含可以随时间回放的音频或 MIDI 片段。每个轨
道有一个指定目的（通道条），数据会被路由至此目的。Logic Pro 允许在一个项目
中使用数以百计的轨道。

轨道装备 请参阅录音启用。

轨道列表 位于编配区域左侧。显示分配至多个轨道的通道条和“轨道独奏”、“静音”
和其他按钮。

“轨道参数”框 请参阅对象参数框。

轨道保护按钮 带有锁定图标的按钮，显示在编配轨道列表中，保护轨道不受进一
步编辑或取消这种保护。亦请参阅受保护轨道。

变换设置 一套变换操作（在变换窗口中执行）可以被存储为一个变换设置。存储
的变换设置可以通过“变换”窗口左上角的“预置”菜单来快速访问。您也可以从其他
项目导入变换设置。请参阅下方条目。

变换窗口 Logic Pro 编辑器，让您定义一组用于选择和处理特定 MIDI 事件的条件和
操作。

瞬变 音频录音中的位置，在很短的时间跨度内该处信号变得很响亮（也就是说,信
号尖峰脉冲）。这在鼓录音中很典型，瞬变可以用来表示音频信号中节拍出现的位
置。

瞬变检测 这是一个在第一次启用轨道进行弹性时间编辑时分析音频文件是否有瞬
变的过程。请参阅弹性时间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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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变标记 一个标记，表示一个音频文件中的重要点或峰值。

走带控制条 显示在“编配”窗口底部的栏，用于控制录制和回放功能。走带控制条提
供“录音”、“暂停”、“播放”、“停止”和“倒回”/“向前”按钮及其他功能。您也可以通过
选取“窗口”>“走带控制 (Command-7)”来打开独立的走带控制条窗口。

变调 变调是指用一定量的半音来改变音频或 MIDI 片段（或事件）的音高。

移调轨道 显示变调事件的全局轨道组件。

高音 指高频率声音或声音内的分量。请参阅频率。

撤销功能 倒回上一个编辑操作的功能。“撤销历史记录”允许进行多个撤销步骤。

Unicode 从根本上说，电脑只是处理编号。它们通过给字母和其他字符每个分配一
个编号来进行储存。Unicode 给每个字符提供一个独特编号，而不受平台、程序和
语言变化的影响。

变速 一种将整个项目加速或减速的方式，类似于录音机的原始变速功能。

力度 敲打 MIDI 音符时的力量；由音符事件的第二个数据字节控制。

力度工具 此工具处于 Logic Pro 编辑器中，允许调整单个或编组后的音符事件的力
度。

视频轨道 一个全局轨道组件，允许查看视频片段。

虚拟内存 硬盘中用作电脑扩展内存的区域。缺点在于，跟物理内存相比，它的访
问时间很慢。

声部分离工具 您可以通过用声部分离工具绘制一条分隔线，在乐谱编辑器中将复
音声部分离到不同的五线谱上（假定您在使用复音五线谱风格）。

VU 表 “音量单位表”的简称。用于监视音频电平的模拟指示。

WAV、WAVE Windows 兼容电脑使用的主要音频文件格式。在 Logic Pro 中，所有
录制和并轨的 WAV 文件都是广播波形格式，它们包括储存位置信息的高精度时间
戳信息。这使您能够轻易在其他音频和视频应用程序中对齐这些文件。

波形 一个音频信号的虚拟表示。波形图形从左到右运行，并以一条水平线为中心。
波形的较响部分（振幅峰值）表示为波形中的较高尖峰脉冲或较高曲线。

湿/干混音 指添加了效果的（湿）信号和原来未处理（干）信号的比率。

白噪音 噪音类型，由给定频段内在同一强度上同时发声的所有频率（数量不限）
组成。其名称类似于白光，由所有光波长（彩虹的所有颜色）的混合组成。从音波
上来说，白噪音是位于辅音 F 和碎波（海浪）之间的声音。风声和海岸噪音的混
合，或电子小军鼓的声音，需要使用白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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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类型 窗口的状态：作为浮动窗口还是普通窗口。浮动窗口始终浮动在前台，
不能用普通窗口来隐藏。亦请参阅浮动窗口。

字时钟 数码音频接口需要的时钟信号，以确保连接设备的采样速率同步运行。通
过标准数码音频接口（如 S/P-DIF 或 ADAT 光学接口）连接两个设备时，字时钟通
过音频电路传输。如果您想彼此交流的数码音频设备超出两个，在大多数情况下，
您将需要使用单独的字时钟端口来获得同步。

字长度 请参阅位长度。

XG Yamaha 的扩展通用 MIDI 标准，与 Roland GS 兼容。

跨零点 音频文件中波形穿过零振幅轴处的点。如果您在跨零点剪切音频文件，剪
切点处将不会有咔嗒声。

缩放 一种将 Logic Pro 窗口显示扩大（放大）或缩减（缩小）的行为。缩放工具和
处于窗口左下角及右上角的缩放控制都用于缩放任务。亦请参阅缩放控制和缩放水
平。

缩放控制 出现在某些窗口（如编配区域）右下角的控制。缩放控制滑块可让您导
航通过整个当前显示的项目。点按滑块左侧和右侧的线可以放大或缩小固定的百分
数。

缩放水平 窗口内容（例如，轨道和片段）被扩大的量。放大到高水平可让您进行
更精确的编辑。与之相反，您可以全部缩小以查看整个项目和处理相当大的部分。

缩放工具 此工具可让您放大活跃 Logic Pro 窗口中的任何部分。您可以从工具栏中
选取此工具，或在使用其他工具时，按住 Control 键并点按来激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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