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 （科目代码：

）：基本规则

乐器
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联合委员会（
）中心会提供一台理想的钢琴（立式钢琴或
三角钢琴）。考试前不安排练习，但考官会判断考生是否对这台钢琴习惯。
考试在其他地方举行时（如考试地点由申请人提供，并邀请考官去考点），则必须提
供一台理想的钢琴。允许使用电子钢琴，但要求具备清晰可辨的钢琴音色、触键敏感
的全尺寸配重力度键盘，以及与普通钢琴相一致的功能、音域和包括延音踏板在内的
配置等。
曲目安排
考生应根据自己的判断力选择 首乐曲，使曲目既有对比又有平衡。乐曲须从每级的
套曲目（ 、 和 ）中各选 首。
音阶、琶音和分解和弦
所有级别考试中，考官通常要求考生弹奏音阶、琶音和分解和弦的至少一种形式，而
从 级起考官将着重聆听发音法和双手平衡。
所有的音阶、琶音和分解和弦应：
 背谱弹奏
 根据指定的音域（和音型）进行上行和下行弹奏
 连奏，除非考试大纲中注明断奏（或二者皆有）
 不使用踏板
 没有不当重音，一定速度下保持准确性和清晰度
《

音乐考试指南》一书中列有建议的最低速度，该书可从音乐零售商或
处免费获得；也可从
出版的各级钢琴音阶书籍中找到
建议的最低速度。
任何能对演奏产生良好效果的实用而系统的指法都可以接受。
考生可从任一能够覆盖要求范围的八度开始弹奏。除非另有要求，对于所有要求 双
手弹奏 的内容，双手之间都应相隔 个八度。除非另有要求，琶音、减七和弦和属七
和弦从根音位置开始弹奏。三度音阶或双手间隔三度的音阶应从较低音部、从主音开
始弹奏，而六度音阶或双手间隔六度的音阶应从较高音部、从主音开始弹奏。

视奏
在开始正式视奏之前，考生会有最多半分钟的时间进行浏览，如考生希望，也可试弹
视奏中的任一部分。本大纲中列出了每级视奏测试的主要参数；这些参数适用于所有
其他级别（依照一个合理的渐进难度）。
出版有各级视奏测试模拟试题书籍。
演奏和评分
考官在评分时不仅会注意音符和节奏的准确性，也会注意其它决定演奏好坏的因素，
如触键的质量、音色的层次与变化、速度的选择以及在表情记号、乐句和重音等方面
的细节处理。任何能对演奏产生良好效果的实用而系统的指法都可以接受。对踏板的
正确使用将被列入评分范围之内，但对于那些有困难够到踏板但能充分表现音乐的考
生不扣分。同理适用于手太小而无法按照乐谱弹奏的考生：在音乐演奏的效果令人满
意的情况下，可采用分解和弦或偶尔省略跨度比较大的分解和弦中触不到的音符来弹
奏。《
音乐考试指南》一书中列有评分标准的进一步详情。
分数结构
所有级别的满分分布情况：
音阶和琶音、分级和弦
乐曲：

视奏
听力测试
总分

考试乐曲和演奏要求
摘自《考试信息和规则小册子》，该书应与本大纲结合阅读）
考试的各部分可依考生选择的任何顺序进行。
老师和考生应密切注意第
页上的考试大纲要求，包括以及目前考试大纲每套曲目中
标明的要求。一个 曲目 包含考试大纲曲一套曲目一个编号下的所有乐曲（除非有特别
注明的选项）。因此，一个曲目可能含有某一作品不止一个乐章或某个曲集中不止一条。
在适当情况下，考试大纲会列出一个曲目 乐章的最初的速度标记（或分标题）。当一
个曲目 乐章包含不止一个速度标记（或分标题）时，在考试中仍需要演奏整个曲目 乐章
（ 除非另有指示）。
未能遵守考试大纲具体要求或规则（如：演奏大纲未列的曲目，或没有准备好完整演奏
大纲中所标明的曲目）会被扣分，或在某种情况下被取消考试资格。
允许新旧考试大纲内容重叠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旧大纲中的曲目在一定条
件下也可以演奏（参照本小册子封二上的考试大纲更新）。
考生可使用考试大纲中所列出曲目的任何一个（现行或绝版或可下载的）版本，除非被
指明特定的改编版本。大纲中引用的版本仅供参考，不一定要采用。
考生可酌情对待乐曲中的标记或记号（尤其是编辑上的），如：节拍器记号、指法、乐
句划分、对装饰音的演绎等，这些并不需要严格遵照。乐曲中没有这些标记的地方，考生
也应运用自己的判断力使演奏更具音乐性。
考生应遵照从头反复（
）和从记号反复（
节的重复，则在考试中不要求弹奏，除非大纲另有规定。

）的标记，但如有其他几小

不必一定背谱演奏。背谱演奏的考生 必须保证向考官提供一份乐谱，以便考官在需要
时浏览。
考官可酌情让考生停止任何乐曲的演奏，只要他们认为已经足够对考生作出评价。
年版权、设计和专利法（英国）禁止制作或使用版权作品的影印本（或其他复制本）。
但英国音乐出版商协会的公平行为准则（可参阅
网站 允许 在某些
有限情况下制作复制本（如翻谱有困难 ， 但仅限于版权持有者列于条例的附录 之中的
前提下。在所有其它情况下，制作任何复制本之前都应向版权持有者提出申请。申请人有
责任保证考生依法制作和使用影印本（或其他复制本）。如发现考生使用与考试相关的非
法复制本，
保留扣留考生考试结果的权利。

钢琴一级
音阶与分解和弦
音阶
、 、 、 大调
、 小调
（由考生选择自然小调、旋律小调或和声小调）
反向音阶
大调
分解和弦
、 、 大调
、 小调

分手弹奏
（左手由考生选择弹奏上行或下行）

个八度

从主音（同音）开始弹奏

个八度

以下音型，分手弹奏：

首曲目 考生从 、 和 三套曲目中各选 首：
套
穆齐奥 克莱门蒂 小抒情曲（

，第 课）

约瑟夫 海顿

首小步舞曲》

大调小步舞曲（《

，第 首）

钢琴考级作品
第一级

英格兰民歌 林肯郡的偷猎者（海威尔 戴维斯改编）
布洛 号笛舞曲（《必要曲目》
莫扎特
聂费

级，菲伯尔出版）

大调小步舞曲（《娜奈尔笔记本》第 首，朔特出版）

大调小快板（《初学者钢琴曲》第 首，朔特出版）

套
科尔内留斯 古利特 摇摇马（选自《技巧和旋律》，

，第 册）

克努特 尼斯泰特 叶落纷纷（选自《儿童图画》）

钢琴考级作品
第一级

加泰罗尼亚民歌 百鸟之歌（马克 马歇尔改编）
格季凯 欢快的歌（《

首简易钢琴曲集》，

拉约什 帕普 圆舞曲（《

，第 册第

首，彼得斯出版）

首钢琴小品》第 首，布达佩斯音乐出版社出版）

庞奇埃利 时间之舞（选自《歌女乔康达》，勃莱德改编。《钢琴作品集：剧院之夜》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套
斯蒂芬 克拉克 巨人来了

钢琴考级作品
第一级

斯蒂芬 杜洛 卡利普索歌手（《手指慢跑布吉》第 首）
彼得·埃本 食槽旁的小鸟（《儿童世界》第

首）

巴托克 儿童游戏（《献给孩子们》第 册第 首，博浩出版）
奥恩斯坦 天啊，布谷鸟是多么的喧闹！（《必要曲目》

级，菲伯尔出版）

凯文·伍丁 山上小屋（《鬼怪钢琴时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视奏

在 、 、 大调和 、 小调范围内，用五指手位分手弹奏一首

或

拍的 或 小节长的乐

曲、或 拍的 小节长的乐曲。可能会遇到一些简单的力度记号、音值和发音法记号以及偶尔的临时
记号（只在小调中出现）。
听力测试

另参见第

页

仅可使用该改编版
出版发行（音阶要求，视奏测试模拟试题，听力测试模拟试题）

钢琴二级
音阶、琶音和分解和弦
音阶（同向）
、 、 、 大调
、 、 小调
（由考生选择自然小调、旋律小调或和声小调）
反向音阶
、 大调
半音音阶
从 音开始
琶音
、 、 大调
、 小调
分解和弦
大调
小调

双手和分手弹奏

个八度

双手从主音（同音）开始弹奏

个八度

分手弹奏

个八度

分手弹奏

个八度

以下音型，分手弹奏：

个八度

首曲目 考生从 、 和 三套曲目中各选 首：
套
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 傲慢，
钢琴考级作品
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沙勒
大调小步舞曲
约翰·巴蒂斯特·万哈尔 如歌的（《 大调第 小奏鸣曲》，
，第 乐章） 第二级
克拉克 小号小步舞曲（《键盘曲集》第 首，第 辑，第 册，
出版）
莫扎特
大调快板（《 工作室》第 辑，第 册，环球出版社出版）
莫扎特 捕鸟人之歌（选自《魔笛》，勃莱德改编。《钢琴作品集：剧院之夜》，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套
何塞·费雷尔 西班牙小夜曲，
（范妮·沃特曼、 马里昂·海尔吾德改编）
钢琴考级作品
维塔利·纽加斯莫夫 摇篮曲（选自《“钢琴脑瓜”曲集 》
第二级
罗伯特·舒曼 捉迷藏（选自《少年曲集》，
）
弗莱 热面包卷（《风车》第 首，福西斯出版）
里森科 雨滴（《扑通！》第 首，布赖特科普夫与黑特尔出版）
尼古拉·波德戈尔诺夫 小花（选自《尼古拉·波德戈尔诺夫钢琴分级曲集》第 册，环球出版社出版）
套
强尼·默瑟 我是个老牛仔（妮基·艾尔斯改编）
钢琴考级作品
贝托尔德·胡梅尔 前奏曲（《 首儿童钢琴小品》，
，第 首）
第二级
兼田敏 大鹅进行曲
卡罗·巴勒特 缓缓的河（选自《打起精神！》，切斯特出版）
加尔希恰 龙卷风（选自《钢琴小品集》，
，波兰音乐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希瑟·哈蒙德 在球上（选自《酷酷钢琴运动》第
级，凯文·梅休出版）

视奏 用五指手位双手弹奏 首 或 小节长的乐曲，除 级的拍号和调号外，增加 大调和 、 小调。
可能会遇到一些附点音符和延音。
听力测试

另参见第

页

仅可使用该改编版
出版发行（音阶要求，视奏测试模拟试题，听力测试模拟试题）

钢琴三级
音阶与琶音
音阶（同向）
、 、 、♭ 、♭ 大调
、 、 小调
（由考生选择旋律小调或和声小调）
反向音阶
大调
和声小调
半音音阶
从♭ 音和 音开始
琶音
大调
小调
、 、♭ 、♭ 大调
、 小调

双手和分手弹奏

个八度

双手从主音（同音）开始弹奏

个八度

分手弹奏

个八度

双手弹奏

个八度

分手弹奏

个八度

首曲目 考生从 、 和 三套曲目中各选 首：
套
穆齐奥·克莱门蒂 快板（《 大调小奏鸣曲》第 乐章，
，第 首）
钢琴考级作品
耶利米·克拉克 美丽的曙光
第三级
多梅尼科·斯卡拉蒂 小步舞曲，
巴赫 大调快板，
（《简易钢琴曲集
巴赫》第 页，布达佩斯音乐出版社出版）
海顿 降 大调小快板（《简单快乐小品集》第 首，
出版社出版，或海顿《钢琴小品、钢琴变奏曲集》
亨勒出版）
赖内克 活泼的（《 小调小奏鸣曲》第 乐章，
，第 首。赖内克《 首微型小奏鸣曲》，
，布赖
特科普夫与黑特尔出版）
套
沃尔特·卡罗尔 暴风雨中的海岸（《在南部海域》第 首）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列比科夫 吹笛子的牧人（《剪影：儿童图画》，
西班牙民歌 驴子死了（卡罗·巴勒特改编）
格季凯 课堂（《 首简易钢琴曲集》，
，第 册第 首，彼得斯出版）
库拉克 女巫之舞，
，第 首（《浪漫乐派精神》第 册，阿尔弗雷德出版）
莱因霍尔德 小抒情曲（《微型图画》，
，第 首，道布林格出版）
套
富兰克林·盖尔尼克 冒牌虾蓝调
妮基·艾尔斯 线轴
菲利普·马汀 杰克很伤心（选自《杰克加油，杰克快点……》）
迈克·舒恩梅尔 忧伤（选自《爵士小故事》，朔特出版）
希伯 狐步舞 （选自《简易舞曲》第 册，朔特出版）
赫苏斯·托雷斯 奥罗拉（《汇编 》，
出版）

，第 首）

钢琴考级作品
第三级

钢琴考级作品
第三级

视奏 在五指手位范围外用双手弹奏 首不超过 小节长的乐曲，除 级的拍号和调号外，拍号增加
拍、调号增加 、降 、降 大调和 小调。左手或右手偶尔可能会遇到双音和弦。
听力测试

另参见第

页

仅可使用该改编版
出版发行（音阶要求，视奏测试模拟试题，听力测试模拟试题）

钢琴四级
音阶与琶音
音阶（同向）
、♭ 、♭ 、♭ 、♭ 大调
、 、 、 小调
（由考生选择旋律小调或和声小调）
反向音阶
、♭ 大调
、 和声小调
半音音阶
由考官指定的任一黑键开始
琶音
、♭ 、♭ 、♭ 、♭ 大调
、 、 、 小调

双手同时和分手弹奏

个八度

从主音（同音）开始弹奏

个八度

双手同时和分手弹奏

个八度

双手同时和分手弹奏

个八度

首曲目 考生从 、 和 三套曲目中各选 首：
套
约翰·尼波默克·胡梅尔 小步舞曲速度（《 首简单易学小品》，
，第 首）
钢琴考级作品
约翰·菲利普·基恩贝格尔 调皮的精灵
第四级
戈特弗里德·海因里希·施托尔采尔 布列舞曲（《 小调组曲》第 乐章）
巴赫 大调第 号创意曲，
（
《二部创意曲》，
出版，或
巴赫《二部创意
曲和三部创意曲》第 页，
出版，或《键盘曲集》第 辑，第 册，第 首，
出版）
海顿 大调快板（海顿《 首轻松小品》第 首，环球出版社出版，或《情绪》朔特出版）
克雷布斯 降 大调钢琴曲（快板）（《熊骑士小奏鸣曲集》第 册，第 首，熊骑士出版，或《简易钢琴小
品集》第 首，朔特出版）
套
安东尼奥·埃斯特韦斯 洋娃娃摇篮曲（《 首幼儿钢琴曲》第 首）
菲利克斯·雷比茨基 嗨，我知道一个快乐牧场（选自《这是我们的小花园》，
罗伯特·舒曼 猎人之歌（《少年曲集》，
，第 首）
波特凯维茨 俄罗斯农家少女（《木偶》，
，第 首，辛洛克出版）
车尔尼 降 大调练习曲（《小小钢琴家》，
，第 首，阿尔弗雷德出版）
富克斯 晨歌，
，第 首（富克斯《儿童钢琴曲》，
出版）

）

钢琴考级作品
第四级

套
大卫·卡尔·格洛弗 印第安小马赛跑
钢琴考级作品
迈克·科尼克 在小屋里（选自《钢琴曲目》第 级）
第四级
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 漫步（《儿童音乐》，
，第 首）
巴托克 踏脚舞（《罗马尼亚民间舞曲》第 首，环球出版社出版）
布莱恩·查普尔 游行（《在阴凉处》第 首，切斯特出版）
斯拉维茨基 捷克歌曲（选自《钢琴与青少年》，《 工作室》第 辑，第 册，环球出版社出版）

视奏 弹奏 首 小节左右长的乐曲，除 级的拍号和调号外，增加
音、延长记号和保持音。
听力测试

另参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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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音阶要求，视奏测试模拟试题，听力测试模拟试题）

拍。可能会遇到弱起和偶尔的半

钢琴五级
音阶与琶音
音阶（同向）
所有大调与小调
（由考生选择旋律小调或和声小调）
反向音阶
第 组： 、♭
大调与和声小调
或第 组： 、♭ 大调与和声小调
半音音阶
开始音由考官指定
反向半音音阶
从 （同音）、♭ （同音）开始
琶音
所有大调与小调

双手同时和分手弹奏

个八度

双手从主音（同音）开始弹奏

个八度

双手同时和分手弹奏

个八度
个八度

双手同时和分手弹奏

个八度

首曲目 考生从 、 和 三套曲目中各选 首：
套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小调前奏曲（《 首为键盘初学者而作的小前奏曲》
钢琴考级作品
，第 首）
扬·拉迪斯拉夫·杜塞克 不太快的快板（《 大调小奏鸣曲》第 乐章，
，第 首） 第五级
伊格纳茨·约瑟夫·普莱耶尔 柔板（《降 大调奏鸣曲》，
，第 乐章）
亨德尔 小调进场曲（选自
。亨德尔《简易钢琴小品集锦》第 首，熊骑士出版）
海顿 小调小步舞曲（《古典乐派精神》第 册，阿尔弗雷德出版）
莫扎特 快板（《 大调第 号“维也纳”小奏鸣曲》第 乐章。莫扎特《 首维也纳小奏鸣曲》，朔特出版）
套
约翰·弗雷德里希·弗朗兹·布格缪勒 暴风雨（《性格练习曲》，
，第 首）
钢琴考级作品
莱因戈尔德·莫里采维奇·格里埃尔 欢快的（《 首素描曲》，
，第 首）
第五级
海因里希·霍夫曼 晚上（《心情图画》，
，第 首）
布里奇 稍快的小快板（《牧歌小品集》第 套，第 首，博浩出版。及布里奇《 首牧歌小品》，泰晤士出版）
延森 艺术歌曲，
，第 首（《浪漫钢琴小品增编》第 册，
出版）
迈卡帕尔
大调前奏曲（《 首踏板前奏曲》，
，第 首，普立兹姆出版）
套
贝拉·巴托克 乡村的傍晚（《 首简易钢琴曲》第 首）
钢琴考级作品
亚历山大·汤斯曼 捉迷藏（《给孩子们》第 册，第 首）
第五级
伊芙琳·弗斯
年代摇摆乐（《摇摆的节奏》第 首）
瓦莱莉·卡珀斯 甜蜜的果冻卷先生（《爵士群像》第 首，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丁善德 去郊外（《儿童组曲》第 乐章。《中国儿童钢琴音乐》，朔特出版）
肖斯塔科维奇 舞曲（《洋娃娃之舞》第 首，博浩出版）

视奏 弹奏 首 至 小节左右长的乐曲，拍号同 级，调号在 个升降号范围内（大调）或 个升降号
范围内（小调）。可能会遇到四部和弦（左右手最多各 个音）、简单的切分音和结尾处速度的渐慢。
听力测试

另参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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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可使用该改编版
出版发行（音阶要求，视奏测试模拟试题，听力测试模拟试题）

钢琴六级
报考资格：乐理、实际音乐技巧或任一爵士乐独奏科目五级（或以上）
音阶与琶音
音阶（同向）
所有大调与小调
（旋律小调与和声小调均弹）
断奏音阶
第 组： 、♭ 大调
或第 组： 、♭ 大调
反向音阶
第 组： 、♭ 大调与和声小调
或第 组： 、♭ 大调与和声小调
三度双音音阶断奏
大调
半音音阶
开始音由考官指定
反向半音音阶
左手从 音开始，右手从 音开始
相距小三度
琶音
所有大调与小调
减七和弦
从 和 音开始

考生选择两组中的一组

双手和分手进行连奏

个八度

分手弹奏

个八度

双手从主音（同音）开始进行连奏

个八度

分手弹奏

个八度

双手和分手进行连奏

个八度

连奏

个八度

双手和分手进行连奏

个八度

双手和分手进行连奏

个八度

选择同上面相同的组

出版发行（音阶要求，视奏测试模拟试题，听力测试模拟试题）

钢琴六级
首曲目 考生从 、 和 三套曲目中各选 首：
套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小调三部创意曲，
（《 首三部创意曲》
第 首，选自《真诚的指导》）
钢琴考级作品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 小步舞曲和三声中部（《降 大调奏鸣曲》第 乐章，
）
第六级
约翰·路德维希·克雷布斯 快板（《 大调第 号奏鸣曲》第 乐章，
）
巴赫 降 大调快板（《简易钢琴曲集
巴赫》第 页，布达佩斯音乐出版社出版）
莫扎特 快板（《 大调奏鸣曲》第 乐章，
。单独发行的奏鸣曲，
出版，或莫扎特《钢琴奏鸣曲》
第 册，
出版）
泰勒曼 第 号赋格（《简易赋格和小品集》第
页，朔特出版）
套
谢尔盖·波特凯维茨 最初的悲痛（《我的童年记忆》，
，第 首）
钢琴考级作品
弗雷德里克·肖邦 大调玛祖卡舞曲（《 首玛祖卡舞曲》，
，第 首）
第六级
爱德华·格里格 小鸟（《抒情小品集》，
，第 首）
格罗夫莱兹 帕斯图（选自《年鉴图片》，施泰纳和贝尔出版）
舒曼 主题与变奏（《 大调奏鸣曲》第 乐章，
，第 首。舒曼《 首儿童钢琴奏鸣曲》
图里纳 感伤二重奏（《小品集》，
，第 首，朔特出版）

，亨勒出版）

套
哈罗德·阿伦、埃德加·伊普·哈伯格 飞越彩虹（戴夫·斯特普尔顿改编）
钢琴考级作品
海托尔·维拉 罗伯斯 螃蟹（《技巧指南》第 卷，第 首）
第六级
王建中 龙灯调（《云南民歌五首》第 首）
理查德·罗德尼·贝内特 两只斑鸠（《鹧鸪馅饼》第 册，第 首，诺维罗出版）
索菲娅·古拜杜丽娜 森林音乐家（《音乐玩具》第 首，全音乐谱出版社出版，或《俄罗斯钢琴音乐：从格林
卡到古拜杜丽娜》第 首，布赖特科普夫与黑特尔出版）
卡尔·梵 悲歌（《 首小品》第 首，菲伯尔出版）

视奏 弹奏 首 至 小节左右长的乐曲，除 级的拍号外，增加 、 和 拍，调号在 个升降号
范围内（大调和小调）。可能会遇到三连音节奏、一些谱号变化和右踏板的少量运用。
听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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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七级
报考资格：乐理、实际音乐技巧或任一爵士乐独奏科目五级（或以上）
音阶与琶音
音阶（同向）
第 组： 、 、 、 、♭ 、♭
或第 组： 、 、 、 、♭ 、♭
（小调包括旋律小调与和声小调）
相隔三度的音阶
第 组：调性同上
或第 组：（只需大调与和声小调）
反向音阶
第 组：调性同上
或第 组：（只需大调与和声小调）
三度双音音阶连奏
大调
六度双音音阶断奏
大调
半音音阶
开始音由考官指定

大调与小调
大调与小调

反向半音音阶
从 （同音）和 （同音）开始
琶音
第 组：调性同上
或第 组
属七和弦
第 组： 、 、 、 、♭ 、♭ 调的属七和弦
或第 组： 、 、 、 、♭ 、♭ 调的属七和弦
减七和弦
从 和 音开始

考生选择两组中的一组

由考官指定连奏或断奏，双手
同时和分手弹奏

个八度

由考官指定连奏或断奏，双手
同时弹奏

个八度

由考官指定连奏或断奏，双手
从主音开始（同音）

个八度

分手弹奏

个八度

分手弹奏

个八度

由考官指定连奏或断奏，双手
同时和分手弹奏

个八度

由考官指定连奏或断奏

个八度

连奏，双手同时和分手弹奏，
原位与第一转位

个八度

连奏，双手同时和分手弹奏

个八度

连奏，双手同时和分手弹奏

个八度

选择同上面相同的组

出版发行（音阶要求，视奏测试模拟试题，听力测试模拟试题）

钢琴七级
首曲目 考生从 、 和 三套曲目中各选 首：
套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格林卡 小调赋格
钢琴考级作品
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 小调小奏鸣曲，
第七级
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 快板（《 大调奏鸣曲》第 乐章，
）
巴赫 阿勒曼德舞曲（《 大调第 号法国组曲》第 乐章，
。
巴赫《法国组曲》，
出版）
巴赫，阿尔坎改编 西西里舞曲（选自
。
巴赫《长笛与羽管键琴奏鸣曲》第 乐章， 比约多
出版）
斯卡拉蒂 大调奏鸣曲，
（斯卡拉蒂《 大调奏鸣曲》，
，与
共同由熊骑士
出版，或斯卡拉蒂《
首奏鸣曲》第 册，第 首，布达佩斯音乐出版社出版）
套
杜鸣心、吴祖强 水草舞（《鱼美人组曲》第 乐章）
钢琴考级作品
爱德华·麦克道威尔 牧场小溪旁（《森林素描》，
，第 首）
第七级
塞利姆·帕姆格伦 五月的夜晚（《五月》，
，第 首）
居伊 圆舞曲
，第 首（《俄罗斯钢琴音乐：从格林卡到古拜杜丽娜》第 首，布赖特科普夫与黑特尔出版）
李斯特 第 号钢琴小品（选自《 首钢琴小品》，
。《 首钢琴小品集》第 页，
出版，或《浪漫
钢琴小品集》第 册，第 页，
出版）
门德尔松 船歌（不太快的小快板，
。门德尔松《威尼斯船歌》，亨勒出版）
套
西尔维·波多洛娃 旋转木马
克劳德·德彪西 埃及古壶（《前奏曲》第 册，第 首）
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 降 大调前奏曲（《 首前奏曲》，
迪希勒 托卡塔练习曲（道布林格出版）
古尔德 中国蓝（《中国小品》第 首， 舍尔莫出版）
彼得·斯克尔索普 《小奏鸣曲》第 乐章（菲伯尔出版）

，第

首）

视奏 弹奏 首 至 小节左右长的乐曲，除 级的拍号和调号外，增加
变化、八度记号和柔音踏板的运用。
听力测试

另参见第

页

钢琴考级作品
第七级

和

拍。可能会遇到速度

钢琴八级
报考资格：乐理、实际音乐技巧或任一爵士乐独奏科目五级（或以上）
音阶与琶音
音阶（同向）
、 、 、 、 、♭ 、♭
（旋律小调与和声小调均弹）
相隔三度的音阶
调性同上（大调与和声小调）

、♭

相隔六度的音阶
调性同上（大调与和声小调）
三度双音连奏音阶
、♭ 大调
相隔小三度的半音音阶
从考官所指定的任何一个音开始
小三度双音半音音阶
从
音开始
全音阶
从 音开始
琶音
同上述音阶（同向）调性
属七和弦
、 、 、 、 、♭ 、♭ 、♭ 调
减七和弦
从考官指定的任何一个音开始

大调与小调

由考官指定连奏或断奏，
双手和分手弹奏

个八度

由考官指定连奏或断奏，
双手弹奏

个八度

由考官指定连奏或断奏，
双手弹奏

个八度

分手弹奏

个八度

由考官指定连奏或断奏，
双手弹奏

个八度

连奏，分手弹奏

个八度

连奏，双手和分手弹奏

个八度

连奏，双手和分手弹奏
原位、第一和第二转位

个八度

连奏，双手和分手弹奏

个八度

连奏，双手和分手弹奏

个八度

出版发行（音阶要求，视奏测试模拟试题，听力测试模拟试题）

钢琴八级
首曲目 考生从 、 和 三套曲目中各选 首：
套
威廉·阿尔温 前奏曲与赋格 采用印度音阶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
（《平均律钢琴曲集》
钢琴考级作品
第 卷，第 首）
第八级
多梅尼科·斯卡拉蒂 小调奏鸣曲，
巴赫 小调快板（选自
。巴赫《简易钢琴小品集锦》第 首，熊骑士出版）
亨德尔 咏叹调与变奏（“快乐的铁匠”）（《 大调组曲》第 乐章，
。亨德尔《键盘作品选》第 册
第 首，
出版，或亨德尔《 套大组曲》第 册，
出版）
斯卡拉蒂 小调奏鸣曲，
（斯卡拉蒂《 小调奏鸣曲》，
，与
共同由熊骑士
出版，或斯卡拉蒂《
首奏鸣曲》第 册第
首，布达佩斯音乐出版社出版）
舒曼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
，第 首（克拉拉·舒曼《浪漫主义钢琴音乐》，熊骑士出版）
肖斯塔科维奇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
，第 首（肖斯塔科维奇《 首前奏曲与赋格》，
，第 册，思
考斯基 博浩出版或彼得斯出版）

套
扬·拉迪斯拉夫·杜塞克 活泼的快板（《降 大调奏鸣曲》第 乐章，
）
钢琴考级作品
爱德华·格里格 有节制的快板（《 小调奏鸣曲》第 乐章，
）
第八级
弗朗兹·舒伯特 不太快的快板（《 小调奏鸣曲》第 乐章，
）
贝多芬 快板（《 大调奏鸣曲》第 乐章，
，第 首。单独发行奏鸣曲，
出版，或贝多芬《 首钢琴
奏鸣曲》第 册，
出版）
菲尔德 回旋曲：十二点（菲尔德《夜曲及其它钢琴小品集》第 首，
出版）
海顿 有节制的快板（《 大调奏鸣曲》第 乐章，
。单独发行奏鸣曲，维也纳原始文献出版社出版，
或海顿《钢琴奏鸣曲全集》第 册第 首，维也纳原始文献出版社出版）
胡梅尔 匈牙利风格回旋曲，
，第 首（胡梅尔《钢琴奏鸣曲与钢琴小品集》第 册第 首，环球出版社出版）
莫扎特 活泼的快板（《 大调奏鸣曲》第 乐章，
。单独发行奏鸣曲，
出版，或莫扎特《钢
琴奏鸣曲》第 册，
出版）
套
贝拉·巴托克 第 号保加利亚节奏舞曲（《小宇宙》第 册，第
首）
弗兰克·布里奇 短歌
钢琴考级作品
弗雷德里克·肖邦 小调圆舞曲，
，第 首
第八级
加布里埃尔·福雷 近似小快板的行板（《小品集》，
，第 首）
菲利普·马汀 有力的快板（《彩虹来复去》第 首）
哈利·华伦、阿尔·杜宾 雨中九月（妮基·艾尔斯改编）
巴克斯 乡村小调（巴克斯《钢琴作品选》，泰晤士出版）
勃拉姆斯 第 号叙事曲（选自《 首叙事曲》，
，
出版）
夏布里埃 哈巴涅拉舞曲（熊骑士出版）
德彪西 波西米亚舞曲（德彪西《简易钢琴小品集锦》第 首，熊骑士出版，或德彪西《 首青年期作品》，杜朗
出版）
多赫南伊 阿勒曼德舞曲（《古风组曲》第 乐章，
，辛洛克出版）
欣德米特 木偶之舞（选自《木偶图提方》，朔特出版）
雅纳切克 猫头鹰还没飞走！（《荒草丛生的小径上》第 首，熊骑士出版）
李斯特 牧歌（《旅行岁月：第 年
瑞士》第 首，亨勒出版）
米约 迪居甲（《巴西的思念》，
，第 首，埃西克出版）
柴科夫斯基 夜曲，
，第 首（柴科夫斯基《钢琴作品选》第 册第
页，阿尔弗雷德 卡尔姆斯出版）

视奏 弹奏 首 页左右长的乐曲，除 级的拍号和调号外，拍号增加
可能会遇到左手或右手的三声部和弦、分解和弦和简单的装饰音。
听力测试

另参见第

页

拍、调号增加 、降 大调。

听力测试：所有科目的演奏考试都包含听力测试
所有好的音乐创作，其核心都在于听力。拥有 音乐耳 会对各方面音乐才能产生影响，
因此培养听力认知是音乐训练的基础。演唱，包括在脑中默唱和大声唱出来，是培养
音乐耳 的最好的方法之一。 音乐耳 不必机械地在某种乐器上 找到音符 （虽然这
也很重要），就能将内部的声音想象，即 内耳 ，与外部的声音创造联系到一起。在
课堂中把富有想象力的活动结合至听力练习中，可以使为听力测试所做的准备变成学
习过程中重要组成部分的自然延伸。
在考试中
听力测试是所有实践等级考试的必需部分。
测试由考官通过钢琴掌控。对于测试中所有要求以 唱 来回答的部分，音高比音质更
为重要。考官乐于定调调整到考生的音域范围内，考生可用任何元音（或辅音加元音）、
哼唱或口哨（如有需要，可在不同八度上）来回答。
评估
一些测试允许第二次尝试，或在必要的时候考官会再弹一次。此外在考生犹豫不决的
情况下，如有必要，考官乐于做出提示。任何这种情况都将影响得分。
关于听力测试评估的进一步信息，可查询为考生、老师和家长所设的《
考试指南》一书，该书可从
处下载。
少许改动（

音乐

年起）

本考试大纲包括对

年的听力测试做出的少许改动。

模拟测试
新版的（
年起）《听力测试模拟试题》和《听力训练练习》中给出了测试样题，
这些书可从音乐零售商及
处购买。
失聪或有听觉障碍的考生
失聪或有听觉障碍的考生如在报名时提出要求，可用特殊的测试来替代标准测试。这
些测试的考试大纲可向
（电子信箱：
）免费
索取。替代测试的样题可从
（电话：
；电子信箱：
）处购买。替代性听力测试不受少许改动（
年起）影响。

听力测试 级
拍出考官所弹奏乐段的节拍，并辨认是二拍子还是三拍子。考官会开始弹奏乐段，考生应尽快加
入，拍出拍子并突出强拍。考官接着会问乐曲是二拍子还是三拍子。不要求考生说出拍号。
模唱考官弹的 个乐句。乐句会有 小节长，是大调，在主音和中音之间的音域内。首先考官会弹
奏主和弦和开始音（主音），然后数 小节。考官弹奏完每个乐句后，考生应没有停顿地立刻唱
出回声，并保持节奏准确。
辨认考官弹奏的乐句中哪里有音高变化。乐句会有 小节长，是大调，其中只有 个音符会有变化。
首先考官会弹奏主和弦和主音，然后数 小节。考官会弹奏乐句两次，弹第二次的时候会做出变
化，随后考生应说出变化在开头附近还是结尾附近。如有必要，考官会将两个版本的乐句再各弹
一次（尽管这会影响得分）。
回答关于考官所弹奏乐曲的两个特征的问题。在弹奏前，考官会告诉考生是关于哪两个特征的问
题。 第一个会是：力度（强 弱，或突变 渐变）；第二个会是发音法（连贯 断开）

听力测试 级
拍出考官所弹奏乐段的节拍，并辨认是二拍子还是三拍子。考官会开始弹奏乐段，考生应尽快加
入，拍出拍子并突出强拍。考官接着会问乐曲是二拍子还是三拍子。不要求考生说出拍号。
模唱考官弹的 个乐句。乐句会有 小节长，是大调，在主音和属音之间的音域内。首先考官会弹
奏主和弦和开始音（主音），然后数 小节。考官弹奏完每个乐句后，考生应没有停顿地立刻唱
出回声，并保持节奏准确。
说出考官弹奏的乐句中的 个音高或节奏变化。乐句会有 小节长，是大调。首先考官会弹奏主和
弦和主音，然后数 小节。考官会弹奏乐句两次，弹第二次的时候会做出变化，随后考生应通过
唱、拍手或语言来描述这个变化。如有必要，考官会将两个版本的乐句再各弹一次（尽管这会影
响得分）。
回答关于考官所弹奏乐曲的两个特征的问题。在弹奏前，考官会告诉考生是关于哪两个特征的问
题。第一个会是下列之一：力度（强 弱，或突变 渐变），发音法（连贯 断开）；第二个会是速
度（渐慢 渐快，或保持原速）。

听力测试 级
拍出考官所弹奏乐段的节拍，并辨认是二拍子、三拍子还是四拍子。考官会开始弹奏乐段，考生
应尽快加入，拍出拍子并突出强拍。考官接着会问乐曲是二拍子、三拍子还是四拍子。不要求考
生说出拍号。
模唱考官弹的 个乐句。乐句会有 小节长，是大调或小调，在 个八度音域内。首先考官会弹奏主
和弦和开始音，然后数 小节。考官弹奏完每个乐句后，考生应没有停顿地立刻唱出回声，并保
持节奏准确。
说出考官弹奏的乐句中的 个音高或节奏变化。乐句会有 小节长，是大调或小调。首先考官会弹
奏主和弦和主音，然后数 小节。考官会弹奏乐句两次，弹第二次的时候会做出变化，随后考生
应通过唱、拍手或语言来描述这个变化。如有必要，考官会将两个版本的乐句再各弹一次（尽管
这会影响得分）。
回答关于考官所弹奏乐曲的两个特征的问题。在弹奏前，考官会告诉考生是关于哪两个特征的问
题。第一个会是下列之一：力度（强 弱，或突变 渐变），发音法（连贯 断开），速度（渐慢
渐快，或保持原速）；第二个会是调性（大调 小调）。

听力测试 级
凭记忆以唱或弹奏的方式重复考官弹过两遍的旋律。旋律会在 个八度的音域之内，是最多有 个
升降号的大调或小调。首先考官会弹奏主和弦和开始音，然后数 小节（如果考生选择弹奏，考
官还会根据其乐器给出相关主和弦和开始音的名称）。如有必要，考官会把旋律再弹一次并允许
考生做第二次尝试（尽管这会影响得分）。
以自由节奏看谱视唱 个音符。考生可选择高音或低音谱号。这些音符会在 、 或 大调主音的
上下三度音域之内。测试会从主音开始并结束在主音上，不会有大于三度的音程。首先考官会给
出并弹奏主和弦和开始音。如有必要，考官会通过弹奏帮助考生纠正唱错音高的音符，给出正确
的音符。
回答关于考官所弹奏乐曲的两个特征的问题。在弹奏前，考官会告诉考生是关于哪两个特征的
问题。第一个会是下列之一：力度，发音法，速度，调性；第二个会是特性。
拍出出自同一乐曲的选段中音符的节奏，并辨认是二拍子、三拍子还是四拍子。考官会弹奏选
段两次（无和声），随后考生应拍出节奏。考官接着会问乐曲是二拍子、三拍子还是四拍子。不
要求考生说出拍号。

听力测试 级
凭记忆以唱或弹奏的方式重复考官弹过两遍的旋律。旋律会在 个八度的音域之内，是最多有 个
升降号的大调或小调。首先考官会弹奏主和弦和开始音，然后数 小节（如果考生选择弹奏，考
官还会根据其乐器给出相关主和弦和开始音的名称）。如有必要，考官会把旋律再弹一次并允许
考生做第二次尝试（尽管这会影响得分）。
以自由节奏看谱视唱 个音符。考生可选择高音或低音谱号。这些音符会在主音的上五度和下四
度音域之内，是最多有 个升降号的大调。测试会从主音开始并结束在主音上，不会有大于三度
的音程，属音到主音的向上四度除外。首先考官会给出并弹奏主和弦和开始音。如有必要，考官
会通过弹奏帮助考生纠正唱错音高的音符，并给出正确的音符。
回答关于考官所弹奏乐曲的两个特征的问题。在弹奏前，考官会告诉考生是关于哪两个特征的
问题。第一个会是下列之一：力度，发音，速度，调性，特性；第二个会是风格和时期。
拍出出自同一乐曲的选段中音符的节奏，并辨认是二拍子、三拍子还是四拍子。考官会弹奏选
段两次（无和声），随后考生应拍出节奏。考官接着会问乐曲是二拍子、三拍子还是四拍子。不
要求考生说出拍号。

听力测试 级
凭记忆以唱或弹奏的方式重复考官弹过两遍的二声部乐句中的高音声部。这个高音声部会在 个
八度的音域之内，是最多有 个升降号的大调或小调。首先考官会弹奏主和弦和开始音，然后数
小节。（如果考生选择弹奏，考官还会根据其乐器给出相关主和弦和开始音的名称。）如有必要，
考官会把乐句再弹一次并允许考生做第二次尝试（尽管这会影响得分）。
在考官的伴奏下视唱乐谱上的一个旋律。考生可选择高音或低音谱号。旋律会在一个八度的音域
之内，是最多有三个升降号的大调或小调。首先考官会给出并弹奏主和弦和开始音并提示节拍。
随后 考生会有一个短暂的预备时间，其间考生可出声试唱。考官会再次弹奏主和弦和开始音，
然后数 小节。如有必要，考官会允许考生做第二次尝试（尽管这会影响得分）。
辨认乐句结尾的终止式是完全终止还是不完全终止。乐句会是大调或小调，由考官弹奏两次。构
成终止式的和弦会是根音位置。在第一次弹奏之前，考官会弹奏主和弦。
回答关于考官所弹奏乐曲的两个特征的问题。在弹奏前，考官会告诉考生是关于哪两个特征的
问题。第一个会是：织体或结构；第二个会是下列之一：力度、发音、速度、调性、特性、风格
和时期、织体 结构。
拍出出自同一乐曲的选段中音符的节奏，并辨认是二拍子、三拍子还是四拍子。考官会弹奏选
段两次（无和声），随后考生应拍出节奏。考官接着会问乐曲是二拍子、三拍子还是四拍子。不
要求考生说出拍号。

听力测试 级
凭记忆以唱或弹奏的方式重复考官弹过两遍的二声部乐句中的低音声部。这个低音声部会在 个
八度的音域之内，是最多有三个升降号的大调或小调。首先考官会弹奏主和弦和开始音，然后数
小节。（如果考生选择弹奏，考官还会根据其乐器给出相关主和弦和开始音的名称。）如有必
要，考官会把乐句再弹一次并允许考生做第二次尝试（尽管这会影响得分）。
视唱乐谱上的 个二声部乐句的高音声部，同时考官弹奏低音声部。考生可选择高音或低音谱号。
这个高音声部会在 个八度的音域之内，是最多有 个升降号的大调或小调。首先考官会给出并弹
奏主和弦和开始音并提示节拍。随后考生会有一个短暂的预备时间，其间考生可出声试唱。考官
会再次弹奏主和弦和开始音，然后数 小节。如有必要，考官会允许考生做第二次尝试（尽管这
会影响得分）。
辨认乐句结尾的终止式是完全终止、不完全终止还是阻碍终止。乐句会是大调或小调，由考官
弹奏两次。构成终止式的和弦会是根音位置。在第一次弹奏之前，考官会弹奏主和弦。
辨认构成上面终止式的 个和弦。和弦将限于主和弦、下属和弦、属和弦、属七和弦或下中音
和弦（均为根音位置）。首先考官会给出并弹奏主和弦，然后弹奏这对和弦。考生可用术语（主
和弦、属和弦，等等）、和弦音级（ 、 ，等等）或音名（ 大调、 大调，等等）来回答。
辨认 个不同乐段的结尾处的转调是转到属调、下属调还是关系小调。乐段将由考官弹奏一次，
会从大调开始。首先考官会给出并弹奏开始的主和弦。考生可用术语（属调、下属调、关系小调）
或新调的音名来回答。
回答关于考官所弹奏乐曲的两个特征的问题。弹奏之前，考官会告诉考生是关于下列之中哪两
个特征的问题：力度、发音、速度、调性、特性、风格和时期、织体、结构。
拍出出自同一乐曲的选段中音符的节奏，并辨认是二拍子、三拍子、四拍子还是 拍子。考
官会弹奏选段两次（无和声），随后考生应拍出节奏。考官接着会问乐曲是二拍子、三拍子、四
拍子还是 拍子。

听力测试 级
凭记忆以唱或弹奏的方式重复考官弹过两遍的三声部乐句中的最低声部。 这个最低声部会在
个八度的音域之内，是最多有 个升降号的大调或小调。首先考官会弹奏主和弦和开始音，然后
数 小节。（如果考生选择弹奏，考官还会根据其乐器给出相关主和弦和开始音的名称。）如有
必要，考官会把乐句再弹一次并允许考生做第二次尝试（尽管这会影响得分）。
辨认乐句结尾的终止式是完全终止、不完全终止、阻碍终止还是变格终止。乐句会是大调或小
调，由考官弹奏两次。构成终止式的和弦将限于主和弦（原位、第 或第 转位）、上主和弦（原
位或第 转位）、下属和弦（原位）、属和弦（原位、第 或第 转位）、属七和弦（原位）或下
中音和弦（原位）。在第一次弹奏之前，考官会弹奏主和弦。
辨认构成上面终止式进行的 个和弦（包括其位置）。这些和弦将限于主和弦（原位、第 或第
转位）、上主和弦（原位或第 转位）、下属和弦（原位）、属和弦（原位、第 或第 转位）、
属七和弦（原位）或下中音和弦（原位）。首先考官会指出并弹奏主和弦， 然后按顺序连续弹
奏这 个和弦，最后分别弹奏每个和弦，并稍作停顿以便考生辨认。考生可用术语（主和弦、第
转位，等等）、和弦音级（ ，等等）或音名（ 大调第 转位，等等）来回答。
视唱乐谱上的 个二声部乐句的低音声部，同时考官弹奏高音声部。考生可选择高音或低音谱号。
这个低音声部会在 个八度的音域之内，是最多有 个升降号的大调或小调。首先考官会给出并弹
奏主和弦和开始音并提示节拍。随后考生会有一个短暂的预备时间，其间考生可出声试唱。考官
会再次弹奏主和弦和开始音，然后数 小节。如有必要，考官会允许考生做第二次尝试（尽管这
会影响得分）。
辨认 个不同乐段的结尾处的转调是转到属调、下属调还是关系小调 大调。第 个乐段会从大调
开始，而第 个乐段会从小调开始；每个乐段会由考官弹奏一次。在弹奏每个乐段之前，考官会
给出并弹奏开始的主和弦。考生可用术语（属调 、下属调、关系小调 大调）或新调的音名来回
答。（ 小调乐段可能会转到属大调或属小调，这种情况下考生只需指出“属调”即可。）
描述考官所弹奏乐曲的个性特征。聆听该乐曲后，考生应描述出其任何显著特征（如织体、结构、
特性、风格和时期等等。）考官仅在必要时提示考生有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