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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P-1 数码打击板
快速入门手册

KIT

ENTER SETUP EXIT

G.BOX CLICK PHRASE

PHONE VOL MASTER 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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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耳机音量旋钮 HEADPHONE VOL: 旋转耳机音量旋钮调节耳机音量。顺时针旋转提高耳机
音量，逆时针旋转减小音量。

(2) 主音量旋钮 MASTER VOL: 主音量会影响耳机和线路输出的音量。旋转主音量旋钮可以在0

到127的范围内改变主音量。顺时针旋转旋钮提高音量，逆时针旋转降低音量。

(3) 显示屏: 屏幕会显示诸如鼓组编号和名称，打击垫选择状态等信息。显示屏类型为背光LCD

(4) 鼓组选择按钮 KIT: 按下此按钮进入鼓组选择窗口。
(5) 播放停止按钮    : 按下按钮播放或停止录音或音乐盒。

 提示:  插入开关踏板并设置为START/STOP时，它也可实现此按钮的功能。

(6) 录音按钮   : 按下按钮来录制乐段。

(7) 音乐盒按钮 G.BOX: 按下按钮启动音乐盒功能，此时敲打击垫可以启动节奏、和弦、音效
和音序等音乐元素。

(8) 节拍器按钮 CLICK: 节拍器 ON/OFF 开关。按住按钮保持2秒进入节拍器设置模式。节拍器

模式下，该按钮指示灯将根据当前的拍子和速度闪烁。

(9) 乐段按钮 PHRASE: 录音是由使用者录制的一段简单的音乐，可以循环播放。按下该按钮
进入录音模式。

(10) 设置按钮 SETUP: 进入设置模式编辑各项参数。
(11) 确认按钮 ENTER: 确定你的选择或操作。

(12) 退出按钮 EXIT: 退出当前操作。
(13) 数据旋钮: 旋转旋钮改变所有操作的数据。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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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MASTER VOLPHONE VOL

KIT

ENTER SETUP EXIT

G.BOX CLICK PHRASE

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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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源开关 POWER SWITCH: 本产品的电源开关。

 注意:  关闭电源后不要立即打开，至少等五秒钟再打开电源，以使电路复原。

(2) 电源输入孔 POWER IN: 插入附送稳压电源的直流电缆。

(3) 声音输入孔 LINE IN: 立体声音频输入孔，把外部输入的音频信号和内部鼓的声音融合在一起，可连接

到CD播放器，MP3播放器等设备上。

(4) 声音输出孔 LINE OUT: 鼓内没有内置扬声器。立体声音频输出把鼓的输出信号传送到外部扩音器中，

如家庭立体声，PA系统或其它单独的扩音器。如果把声音输出孔和一个外部单声道 系统连接，最好使用立体

声/单声道适配器。

(5) 耳机插孔 HEADPHONE: 将一付立体声耳机插入孔中就可以在完全无声的环境下演奏而不打扰房间里的

任何人。

(6) 外接乐器插孔 EXPAND TRIGGER: 将外接的节奏镲（RIDE）、高帽镲（HI-HAT）、军鼓（SNARE）、底

鼓（KICK）和高帽镲控制脚踏板（HH-CTRL）通过这些插孔相连。

(7) 脚踏开关插孔 FOOT SW: 接入脚踏开关并可设置为不同的功能以简化操作。默认设置是数据加减（DATA

PLUS/MINUS）。请参考总体设置章节中的《系统设置》查看详细信息。

(8) USB插孔 USB: USB连接口可以直接把鼓和电脑上的USB接口相连。该USB接口和 WINDOWS XP, WINDOWS

VISTA, WINDOWS 7和MAC OSX相兼容。电脑将把鼓识别为AUDIO DEVICE。

(9) MIDI连接插孔 MIDI IN/OUT: 该鼓包括MIDI输入和MIDI输出口，可以和其它带MIDI接口的设备相连。

背面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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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电源

(1) 把附送稳压电源的直流电缆插入电源插孔中。

(2) 将耳机插入耳机插孔。将耳机音量调至较低。

(3) 如果有外部音频设备如扩音器、音箱连接，请关

闭它的电源，调低音量。

(4) 按电源按钮POWER.

(5) 若有外部设备连接，打开外部设备。

音量

敲击打击垫并将音量调节到恰当的水平。

主音量将会影响耳机音量和音频输出音量。旋转MAS-

TER VOL 旋钮在0到127的范围改变主音量。顺时针旋

转旋钮可提高音量，逆时针旋转旋钮可降低音量。此

时显示屏将显示音量并闪烁。按ENTER按钮确定你的设

置，若2秒内若无任何操作，将自动返回之前的窗口。

旋转耳机音量旋钮PHONE VOL 仅仅控制耳机音量。

MASTER VOLPHONE VOL

打击垫

所有打击垫都有力度感应功能，敲击越重，声音

越大，敲击越轻，声音越小。

           在音乐盒模式下，打击垫1-4没有力

度感应功能。请参考《音乐盒》章节中的更多信

息。

敲一下打击垫时相应的指示灯会亮，相应的图标也

会出现在显示屏上。

Standard

 注意:

Master Vol

 注意:

打击垫可以有分层音功能。较轻击打时发出一种声

音。用力击打时发出另一种声音或二种声音的混

合。

            并不是所有的音色都具有这种特性。

                 敲击打击垫   打击垫指示灯

开始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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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组就是一套不同音色的组合，分配到各个鼓垫。H D P - 1 有 8 0 套预置的鼓组可供选择。

鼓组

        鼓组编号         鼓组名称鼓组选择

1. 鼓组选择
开机后即自动进入鼓组选择模式,鼓组的名称和编号在屏

幕显示，鼓组按钮 KIT发光。

旋转数据旋钮进行选择。

2. 用户收藏
可以把常用的鼓组编成一个链作为用户收藏，即可按顺

序快速改变用户收藏的鼓组。这个用户收藏由10个鼓组组

成。反复按鼓组按钮KIT可切换常规选择和链选择两种方

式。当链选择方式开启时，CHAIN（链）图标将出现，链的

编号同时显示，前面有一个“C”以示区别。开机后即自动

进入鼓组选择模式,鼓组的名称和编号在屏幕显示，鼓组

按钮 K I T 发光。

旋转数据旋钮进行选择。

  Standard

  Standard

KIT

                 链选择图标 链编号   鼓组名称 鼓组编号

  Light Funk

KIT

                 链编号   鼓组名称 鼓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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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8

音乐盒为您的演奏和娱乐提供一个有趣而独特的功能。

击打打击垫可以发出音乐盒里的配好的声音，而不仅仅

是打击垫的音色。

音乐盒里的声音由循环播放的音乐章节和单个音色组

成。循环播放的音乐章节包括鼓的节奏和三个伴奏；单

音色部分包括音效和音序。每个循环乐段和单音都有4个

变奏，在显示屏上用A到D表示。

将这些预设值结合起来，击打打击垫即可演奏各种完整

及变化多端的音乐。

音乐盒中内置20首乐段可供选择。

音乐盒

                 循环播放打击垫部分

                 音序器音符打击垫   效果音打击垫

                 单音色播放打击垫部分

                 节奏打击垫         伴奏打击垫

进入音乐盒模式

在鼓组选择窗口中按下G.BOX按钮，该按钮指示灯亮。

音乐盒播放的音乐名称和“b”为前缀的编号将显示。

它的速度和节拍将出现在显示屏右方。

当乐曲编号闪烁时，旋转数据旋钮选择音乐盒里的音

乐。

.

按EXIT或KIT按钮退出音乐盒窗口并返回鼓组窗口。

演奏

1. 播放循环部分

击打打击垫1 开始播放循环部分的鼓节奏，

击打打击垫2 - 4开始播放伴奏部分1 – 3。

打击垫的指示灯亮，相应的图标将出现在显示屏上。

音乐名称将被变奏代码 A，B，C，D 取代，被击打的打击

垫的变奏代码将闪烁。

若敲击力度较轻，打击垫将转到下一变奏。变奏将从下一

音符开始，以保持拍子和小节的连续性。

用力击打打击垫，打击垫声音停止，对应的打击垫图标消

失，变奏码也停止闪烁。

小节数拍数将在屏幕上实时播放。即使所有打击垫都不出

声，小节数仍然显示在动。

旋转数据旋钮，当前工作的打击垫的变奏将在当前变奏的

基础上同时改变。

   U got it

G.BOX CLICK PHRASE

  ABCD 4-1

 音乐盒乐曲编号前缀   乐曲编号   乐曲名称

 节拍号  速度

 变奏代码  小节   节拍

 已触发的打击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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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盒

如果要停止全部拍子和伴奏，不需要分别击打每个打击

垫，按     按钮即可停止所有拍子和伴奏，小节计数消

失。再次按     按钮开始从第一小节演奏所有原先已激

活的节奏和伴奏。

2. 演奏音序

音乐盒里每一首音乐都有音序部分，可以控制音序中的音

符何时发声。敲击打击垫5或6时，音符按顺序被触发。

当改变打击垫1的变奏时，打击垫5的变奏会一起变化；当

改变打击垫2的变奏时，打击垫6的变奏会一起变化。

音序器是与节奏和伴奏同步的。只有和节奏、伴奏同一小

节的音符才能播放。

在该小节任何地方都可以触发音序器的音符，但是若击打

打击垫的次数多于小节的音符数，音符将重复。

3.演奏声音效果

击打打击垫7或8立即产生一个声音效果。敲击打击垫7或8

时即发出效果音。

每个音效部分都有几个不同的声音，连续击打打击垫时，

会依次切换到下一个效果声音。

           在音乐盒模式下，打击垫1 - 4仅用于开启

节奏和伴奏，不能用敲击的轻重来控制音量。打击垫5 –

8有力度感应功能。敲击越重，音量越大。

4. 演奏完整的音乐

你可以按上述方式，根据自己的品味编辑音乐。你也可以

随意打击打击垫，就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听的声音。

 注意:

G.BOX CLICK PHRASE

5. 在演奏过程中改变音乐盒编号

按下     按钮停止所有打击垫的演奏，再旋转数据旋钮改

变音乐盒编号。

6. 同步开始

选择音乐盒的音乐后，按     按钮，节奏和伴奏将根据初

始值和设置值一起播放，而不需要敲击打击垫启动节奏和

伴奏。此时旋转数据旋钮可以同时改变所有的变奏代码。

7. 调节速度

节奏和伴奏速度是一致的，其快慢可以改变。

只需按下CLICK 按钮并保持两秒，当前速度将出现在

显示屏右边并闪烁。旋转数据旋钮即可改变速度，范围从

每分钟40到240拍。按ENTER按钮确定你的设置，速度

值将停止闪烁。

  AAAA 4-3

KIT

 同时改变所有的变奏代码

 调节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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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N CLICK PHRASE

MetroTempo

MetroVol

2 秒

  MetroBeat

SETUPENTER EXIT

SETUPENTER EXIT

SETUPENTER EXIT

按CLICK按钮，节拍器将立即启动。

节拍器第一拍的声音最响，接下来声音变低。CLICK指

示灯将根据设置好的节拍和速度闪烁。指示灯在第一拍

时最亮。

再次按CLICK按钮停止节拍器。

按下CLICK按钮并保持不放2秒钟可以设置节拍器，其指

示灯将闪烁。节拍器将一直发声，并实时回应你的设

置。

使用数据旋钮进行设置。设置参数后按ENTER按钮

确定你的设置，然后设置下一个参数

按KIT按钮退出设置回到鼓组选择窗口。

以下参数可以改变：

(1) 速度 - 参数名称为“METROTEMPO”。当前速度

将闪烁。旋转数据旋钮改变速度，拍子范围从每分钟40

拍到240拍。默认速度值是120。

速度将出现在显示屏的右方。

(2) 拍子 - 参数名称为“METROBEAT”。当前拍子将

闪烁。旋转数据旋钮改变拍子数值，范围从2到12，默

认拍子值是4。拍子将出现在显示屏的右方。

(3) 音量 – 参数名称为“METROVOL”。当前节拍器

音量将闪烁。旋转数据旋钮改变音量值，范围从0到

127。

 提示:  如果不想改变当前参数，可以按ENTER按

钮跳过。

节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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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录音模式

这里只介绍快捷录音的方法。

在这一方式下不需要做任何设置。所有的当前设置都包括鼓

组选择、音效设置、节拍器设置等都将用于录音。在重叠模

式下可以录一个16小节的乐段。

在鼓组选择界面中,按    按钮进入录音模式，PHRASE按

钮指示灯亮，   按钮指示灯闪烁。当 “RECORD” 出现在

显示屏上并闪烁时再按下   按钮进入录音准备。

用户录制乐段

此功能下可以录制演奏的音乐并保存为30个自定义乐段，并可使用多达20个伴奏。

Record

KIT

录音

录音准备阶段时屏幕上会显示”READY…”并能听到一小节

的引导小节声音。

引导小节结束后，无论你是否在击打打击垫，录音将立即开

始。此时    按钮指示灯将停止闪烁并保持点亮状态。 CLICK

按钮指示灯根据当前的拍子和速度相应闪烁。

显示屏将实时显示预设的小节数和录音小节数。屏幕上左侧

数字为当前的小节数，中间为设置的总小节数，右侧为录音

模式，D表示重叠模式。

KIT显示栏内会显示当前使用的鼓组，按住KIT 按钮并保持

2秒钟，鼓组编号将出现在显示屏右方并闪烁。使用数据旋

钮改变鼓组，再按ENTER按钮确定并退出。鼓组编号停止闪

烁。

TEMPO显示栏内会显示当前的速度，按住TEMPO按钮并保持2

秒钟，速度将出现在显示屏右方并闪烁。使用数据旋钮改变

速度，再按ENTER按钮确定并退出。速度停止闪烁。

最后一小节录音完成时，节拍器预设拍将再次开始，并返回

第一小节继续录音，录下的内容将同时回放。

在重叠模式下，可以把很多声音添加到当前录音。也可以在

录音中加入声轨改变鼓组，这样很容易一步步完成录音。

录音时按下CLICK 按钮，可以打开或关闭节拍器声音。

Ready...

KIT

M.Set016 D

当前小节号                预置小节数

KIT

SETUPENTER EXIT

3

21

G.BOX CLICK PHRASE

SETUPENTER EXIT

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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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录制乐段

回放录音

SETUPENTER EXIT

Replace?

SETUPENTER EXIT

SavePhrase
按下     停止录音。

停止后再按下EXIT屏幕上显示“SAVE?”提示是否保

存，按下ENTER并可用数据旋钮选择储存位置1 - 30，

再按下ENTER确认保存。如果所选择的乐段编号已经存

有内容了，屏幕会提示“REPLACE？”是否要替换它？

按下ENTER确认替换并保存，或按EXIT可另行选择。

所有保存的自定义乐段都可以播放。

在鼓组选择窗口按PHRASE 按钮进入已录音的乐段选择

和播放模式。

选中的乐段编号将出现在显示屏上并闪烁。

旋转数据旋钮选择一个乐段。

如果没有保存任何乐段，显示屏会出现“NO

PHRASE”；三秒后会跳回录音设置窗口，

按      按钮在一小节引导拍后乐段开始播放。再次按

此按钮停止播放。

播放时当前乐段的小节数会以实时图标的方式出现在显

示屏上。

播放过程中用数据旋钮可以改变乐段。选完2秒后新的

乐段将开始播放。

播放时按下CLICK 按钮，可以打开或关闭节拍器声音。

播放停止时可以选择另一个鼓组进行播放，方法与上一

页所述相同。播放过程中可以改变播放的速度，方法与

上一页所述相同。

清除已录制的乐段

选择好乐段编号后按ENTER 按钮进入录制乐段清除窗

口。当前乐段编号及“ERASE?” 将出现在显示屏上。

按ENTER 按钮清除该乐段并返回乐段选择窗口。

按EXIT 按钮取消清除操作并返回乐段选择窗口。

 注意: 注意!如果清除后没有任何乐段，将自动

进入应用默认设置的录音窗口。

 注意:  清除的乐段无法恢复。

Phrase

KIT

M.Set016

G.BOX CLICK PHRASE

Erase?

SETUPENTER EXIT

当前小节号         预置的小节号

乐段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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