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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欢迎使用 Rockschool 2012-2015男/女声演唱 第 1至第 8级教学大纲。本大纲旨在为教

师、学生以及考生提供 Rockschool声乐等级水平认证的实用信息。 

 

Rockschool 官方网站（www.rslawards.com.cn）当中还有认证各个方面的更多详细信息，

包括认证细则、评分细则、考核标准以及认证的音频、曲谱范例，帮助您准备认证。 

 

本大纲内容包含以下认证： 

 综合水平认证 

 演唱证书 

 

请注意，本系列无预科等级。 

 

认证 

 

Rockschool综合水平认证和演唱证书认证的内容分别为： 

 

综合水平认证： 

 

有准备的内容： 

 演唱 3首曲目（1级至 8级） 

 技巧测试（1级至 8级） 

考官现场安排的内容： 

 视唱或即兴（1级至 5级） 

 速学曲目（6级至 8级） 

 听力测试（1级至 8级） 

 音乐常识问答（1级至 8级） 

 

演唱证书： 

 演唱 5首曲目 

 

金曲作品 

Rockschool 出版的教材包括 90 多首国际顶尖音乐人的金曲作品，为认证提供曲目参考。

我们的演唱教材分为 8级，每级含有男声、女声各 6首作品，男女声共有 96首歌曲。考生

可以根据教材中的曲目自行选择和组合，并前往下载页面下载歌曲伴奏。考生也可以根据

个人的音域调整歌曲的调。如果有变调的需要，考生须在认证开始之前将伴奏提供给考官。 

http://www.rslawar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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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结构 

综合水平认证结构如下： 

1级至 5级 

 演唱曲目* 

 技巧测试* 

 视唱或即兴 

 听力测试 

 音乐常识问答 

 

6级至 8级 

 演唱曲目* 

 技巧测试* 

 速学曲目 

 听力测试 

 音乐常识问答 

 

带*的项目可以根据考生意愿作为认证的第一或第二项内容进行。 

 

认证时间安排 

综合水平认证和演唱证书的时间安排为： 

 第 1级：25分钟 

 第 2级：25分钟 

 第 3级：30分钟 

 第 4级：30分钟 

 第 5级：30分钟 

 第 6级：40分钟 

 第 7级：40分钟 

 第 8级：40分钟 

自选曲目 

自选曲目（FCP）为 Rockschool教材之外的任意曲目，并可以归类为： 

 

1） 更多的金曲作品：经过Rockschool英国总部认证的最新、最全曲目列表请参考网址 

https://www.rslawards.com/music/graded-music-exams/vocals/wider-repertoire ，使用此列表

内的曲目无需经过RSL英国总部批准。 

2） 自选：考生可以自行选择或者创作任意乐种的曲目。但认证前，这些曲目必须经过RSL

英国总部进行批准。考生可通过电子邮件提交待批准的曲目文件至 

info@rslawards.com.cn 。请至少在认证之前5周提交，以便及时收到批准。 

 

我们不接受未能经过批准的曲目或者在更多金曲列表之外的曲目。如果考生在认证时演唱

未经批准的曲目，将会被上报至RSL总部的认证办公室进行核实。 

 

考生在认证中可以演唱的自选曲目数量为： 

 综合水平认证：3首作品中，可最多包含2首自选曲目（以及至少1首Rockschool教材

中的曲目） 

 演唱证书：5首作品中，可最多包含3首自选曲目（以及至少2首Rockschool教材中的

曲目） 

https://www.rslawards.com/music/graded-music-exams/vocals/wider-repertoire
mailto:info@rslawar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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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所选的自选曲目必须要与认证的等级要求相符合。更多关于自选曲目的详细信息请参

考我们的网址：www.rslawards.com.cn。 

即兴要求 

从第3级起，所有取自Rockschool教材中的曲目或者自选曲目都必须包含即兴部分。即兴部

分允许考生在认证前准备，但是必须是考生自己的创作，而且包括自由速度演唱以及改变

已有的旋律，具体要求如下： 

 

第3级：自由速度演唱（2-4小节）和旋律变化（4小节） 

第4-5级：自由速度演唱（4-8小节）和旋律变化（4-8小节） 

第6-7级：自由速度演唱（8-12小节）和旋律变化（8小节） 

第8级：自由速度演唱（12-16小节）和旋律变化（8小节） 

 

考生要在所有曲谱上着重标出自由速度演唱以及旋律变化的位置，在参加认证的时候

把这些小节指给考官。 

 

注意： 

 考生可任意选择即兴演唱的位置。但是即兴应包含几个连续的小节，而非多处分散的

即兴小节来凑满即兴小节数。 

 自由速度演唱可以在任意位置出现（例如：开头，结尾或者乐器独奏的段落） 

 旋律变化可以用改变已有的演唱部分来展示（例如：乐句段、副歌、过渡部分） 

 考生在进行自由速度演唱和旋律变化时，要具备出一定的和声、旋律、乐句构成、节

奏运用和音乐融合的知识。具体的使用范围和要求根据认证等级的增加而递进。 

 每一首歌曲的第一部分（特别是第一句乐句和副歌）须严格根据曲谱所标注的要求而

演唱。为了展现自由速度演唱和旋律变化，考生可以随后在其他部分对于曲谱有一点

偏离。这一点是为了展现考生能够抓住曲目本身的风格并且可以加入个人风格的能

力。 

 即兴部分适合展示头腔共鸣，以防考生忽略了头腔共鸣的使用而减弱了曲目的技巧

性。 

记谱 

所有带曲谱的部分都应完整地按照乐谱进行表演，以便考官考察考生演唱的准确程

度。第3级起的即兴部分除外。 

 

在男声演唱教材当中，认证部分的歌曲谱和其他测试内容的曲谱比人声实际演唱要高8

度。这是为了避免过多使用五线谱的上加线、下加线。 

麦克风的使用 

 在第1-3级当中，考生可自愿选择是否使用麦克风（如果考生认为使用麦克风有助于演

唱表现的话，可以使用）。 

 第4-5级当中，考生在演唱曲目的测试部分必须使用麦克风。 

 第6-8级当中，所有认证内容都必须使用麦克风。 

http://www.rslawar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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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应自行准备麦克风和连线，并携带至考场。 

 

评分机制 

所有Rockschool认证满分为100分。 

综合水平认证 

第 1-5级： 

演唱曲目（20） 

演唱曲目（20） 

演唱曲目（20） 

技巧测试（15） 

视唱或即兴（10） 

听力测试（10） 

音乐常识问答（5） 

6级至 8级 

演唱曲目（20） 

演唱曲目（20） 

演唱曲目（20） 

技巧测试（15） 

速学曲目（10） 

听力测试（10） 

音乐常识问答（5） 

演唱证书 

演唱曲目 1（20） 

演唱曲目 2（20） 

演唱曲目 3（20） 

演唱曲目 4（20） 

演唱曲目 5（20） 

分级标准 

综合水平认证： 

通过：60%–73%  

良好：74%–89%  

优秀：90%及以上 

 

演唱证书： 

通过：60%–74%  

良好：75%–89%  

优秀：90%及以上 

评分标准： 

所有完整的评分标准请参见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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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第 1 级至 8 级内容，也是教材“技巧练习、视奏和即兴/快速学习、练耳、音乐常

识问答”内容的中文参考。如果本文内容与教材有不一致之处，以教材为准。 

第 1级 

 

演唱第 1级认证对象是掌握了关键的基本演唱技巧的学生。认证可分为两类：综合水平认

证和演唱证书。细节请参见第 3页的“认证”部分。第 1级认证当中，不强制考生使用麦

克风，但是如果考生觉得使用如果麦克风有助于演唱表现的话，考生可以选择使用麦克

风。 

 

综合水平认证 

 

有准备的内容： 

考生须演唱 3首演唱曲目以及技巧测试内容。此部分须在认证的前两项进行，两者顺序可

以按照考生意愿。考官只会在认证中选择要求演唱一部分技巧测试内容。 

 

无准备的内容： 

考生可以自选进行视唱或是即兴测试，随后进行两项听力测试：旋律重现（测试一）以及

节奏重现（测试二）。节奏重现测试要求考生从考官给出的两个选项当中选出正确的节奏。 

认证的最后部分，是 5个音乐常识问答题。其中 4个问题是基于考生所表演的曲目（考生

有权选择具体某一首曲目），1个问题是关于考生对于声乐的理解。所有问题将由考官决

定。 

 

认证构成 

第 1级认证时长为 25分钟，并按照以下顺序进行： 

 演唱曲目* 

 技巧测试* 

 视唱或即兴 

 听力测试 

 音乐常识问答 

带*的项目可以根据考生意愿作为第一或第二项测试进行。 

 

曲目伴奏的音量设置 

认证开始时，考官会进行设备的音量检查，以确保伴奏播放成功并达到考生的要求。所以

考生在演唱第一首演唱曲目之前，会被要求跟着伴奏演唱前几小节。音量检查将不被打

分。一旦伴奏音量设定完毕，考官将会宣布认证开始。请注意，音量设置只会采用第一首

表演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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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作品 

在第 1 级 考生需要保持专注，完成记谱的要求、注意时值准确、声音的均衡、技巧控制、

与伴奏录音同步。 

 

考生需要完成一段无伴奏的演唱。这个练习是为了测试考生保持声线、在某些变化和即兴中体

现风格意识。无伴奏演唱将在第2首和第3首演唱作品之间进行。 

 

考生需要准备16小节的演唱，在记谱的基础上进行时值和/或音高的变化，只需要有几个音符的

变化即可。在这个级别的测试中，考生的着重点应在维持声音的稳定上。 

 

上述16小节可由考生从自己演唱的3首作品之中挑选。 

技巧测试 

第 1级中，技巧测试分为 4组。考官将会从每组当中进行选择。更多内容请参考后文的

“技巧测试考核范围”。 

 

A组：音阶 

速度：70拍/分钟 

拍子记号：4/4 

考生应提前准备大调音阶，并可以在 A-E之间自选起始音。考生可以选择使用全程节拍器

或者仅在测试开始之前播放一小节节拍器。不管何种情况下，起始音会在打节拍前播放给

考生。  

 

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B组：琶音 

速度：70拍/分钟 

拍子记号：4/4、3/4 

考生应提前准备两种不同的大和弦琶音，考官将抽取一种测试。此部分必须使用节拍器，

但考生可在 A-E之间自选起始音。起始音会在打节拍前播放给考生。 

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C组：音程 

速度：90拍/分钟 

拍子记号：4/4 

考生应提前准备两种大调音程： 

 大二度音程 

 大三度音程 

考生将会被考官要求演唱以上两类音程中的一种。考官还会选择 A-C（女声）和 D-E（男

声）之间选择起始音。考生要先演唱所选音程的根音，然后唱出音程。考生可以选择使用

节拍器或者在测试开始前播放一小节节拍器。不管何种情况下，起始音会在打节拍前播放

给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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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D组：技巧 

速度：85-120拍/分钟 

拍子记号：4/4 

考生应提前准备两种技巧： 

速度：节奏准确性 

旋律：力度变化 

考官将会要求考生测试以上两种技巧之一。所以考生应提前都做准备。节奏测试前会有一

个 4拍的计数，并含有 4小节带歌词的口述节奏。旋律测试前会播放根音，以及一个 4拍

计数。此项测试要求 4小节带歌词的旋律演唱并含有力度变化。两种测试都需要伴奏，考

生可从下载页面下载。 

视唱/即兴 

第 1级测试可以由考生选择进行视唱或是即兴演唱。考生将会得到一份全新的测试，具体

示例可参见第 1级教材。 

 

视唱 

调： 

 女声：C大调 

 男声：C大调 

速度：70拍/分钟 

音程跨度：不超过大三度 

 

第 1级的视唱测试由 4/4拍的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组成。测试总长度为四小节，

开始前会播放根音。考官会给出 90秒的准备时间，也会允许考生随节拍器练习准备，或是

在视唱前提供一个 4拍的计数。不论考生选择哪种方式，考官都会在准备时间开始时播放

根音，也可以在正式测试时再次播放根音。 

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即兴 

女声：C大调 

男声：C大调 

速度：70-80拍/分钟 

考官会在测试时给出 C大调的一组和弦，考生将根据伴奏即兴创作出旋律。测试共 4小节

长，伴奏一共播放三遍。前两遍是为考生练习，第三遍为正式测试。 

 

每次播放伴奏之前都会播放根音和 4拍的计数。伴奏录音是持续播放的，即当第一遍播放

之后，马上接着第二遍的根音和 4拍计数，随后接着播放第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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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听力测试 

听力测试共有两部分：旋律重现（测试一）以及节奏重现（测试二）。 

 

旋律重现 

速度：85拍/分钟 

考官将会依次播放 3个音，考生须指出其中第二个音是低于还是高于第一个音，第三个音

是低于还是高于第二个音。测试内容会播放两遍，每遍开始之前会进行 4拍计数。考生可

以用“高/低”进行作答。 

 

节奏重现 

第一部分：节奏重现 

速度：90拍/分钟 

 

考官将会在鼓点伴奏下播放一首两小节长的单音节奏。此部分将播放两遍。每遍开始之前

会进行 4拍计数。每遍之后会有短暂的停顿给考生进行练习。接下来考生会听到人声 4拍

计数，然后考生要把刚才听到的节奏唱出来。考生必须用“da”或“ba”音节来演唱。 

 

考生可以在伴奏录音播放的时候练习，也可以在两遍伴奏播放结束之后练习。。因为认证内

容为事先录音，第二遍播放之后的短暂停顿也会包括在录音内，所以 4拍计数提醒会在考

生练习时就进行。 

 

此部分测试内容包括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和四分休止符。 

 

第二部分：节奏辨别 

认证须在考官提供的两份打印材料当中指出第一部分所听到的是哪一个。 

 

音乐常识问答 

此部分中，考生共需回答 5个音乐常识问答题。其中 4个问题是音乐常识，1个问题是关

于考生对于声乐的理解。 

 

音乐常识 

第一部分：常用音乐常识 

 

考官将会问 4个问题。这些问题全都与考生的某一首演奏曲目有关(包括自选曲目)。考生

可以自己选择用来提问的曲目。 

 

若考生提供的曲谱上有任何手写笔迹，考官可能会要求考生选择另外一首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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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需辨别： 

 五线谱高音谱号 

 拍子记号 

 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时值 

 曲谱中的休止符 

 

第二部分：关于演唱 

考官还会提问关于演唱的问题。必要时考生可在作答时用简要的歌唱示范加以辅助。 

 

考生须回答： 

 你的横膈膜在哪里？ 

 你的喉部在哪里？ 

 头腔共鸣和胸腔共鸣的不同点在哪里？ 

 演唱之前的“暖嗓”（warm-up）训练为什么很重要？ 

 

演唱证书： 

第 1级认证总长 25分钟，考生只选唱 5首歌曲。 

 

自选曲目 

认证可以接受自选曲目： 

 综合水平认证：2首自选曲目 

 演唱证书：3首自选曲目 

 

更多关于自选曲目的详细信息请参考我们的网址：www.rslawards.com.cn，或发邮件至

info@rslawar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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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级 

 

演唱第 2级认证对象是熟练掌握了关键的基本演唱技巧的学生。认证可分为两类：综合水

平认证和演唱证书。细节请参见第 3页的”认证“部分。第 2级认证当中，不强制考生使用

麦克风，但是如果考生觉得使用如果麦克风有助于演唱表现的话，考生可以选择使用麦克

风。 

 

综合水平认证 

 

有准备的内容： 

考生须演唱 3首演唱曲目以及技巧测试内容。此部分须在认证的前两项进行，两者顺序可

以按照考生意愿。考官只会在认证中选择要求演唱一部分技巧测试内容。 

 

无准备的内容： 

考生可以自选进行视唱或是即兴测试，随后进行两项听力测试：旋律重现（测试一）以及

节奏重现（测试二）。节奏重现测试要求考生从考官给出的两个选项当中选出正确的节奏。 

认证的最后部分，是 5个音乐常识问答题。其中 4个问题是基于考生所表演的曲目（考生

有权选择具体某一首曲目），1个问题是关于考生对于声乐的理解。所有问题将由考官决

定。 

 

认证构成 

第 2级认证时长为 25分钟，并按照以下顺序进行： 

 演唱曲目* 

 技巧测试* 

 视唱或即兴 

 听力测试 

 音乐常识问答 

带*的项目可以根据考生意愿作为第一或第二项测试进行。 

 

曲目伴奏的音量设置 

认证开始时，考官会进行设备的音量检查，以确保伴奏播放成功并达到考生的要求。所以

考生在演唱第一首演唱曲目之前，会被要求跟着伴奏演唱前几小节。音量检查将不被打

分。一旦伴奏音量设定完毕，考官将会宣布认证开始。请注意，音量设置只会采用第一首

表演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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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作品 

在第 2 级 考生需要保持专注，完成记谱的要求、注意时值准确、声音的均衡、技巧控制、

与伴奏录音同步。 

 

考生需要完成一段无伴奏的演唱。这个练习是为了测试考生保持声线、在某些变化和即兴中体

现风格意识。无伴奏演唱将在第2首和第3首演唱作品之间进行。 

 

考生需要准备16小节的演唱，在记谱的基础上进行时值和/或音高的变化，只需要有几个音符的

变化即可。在这个级别的测试中，考生的着重点应在维持声音的稳定上。 

 

上述16小节可由考生从自己演唱的3首作品之中挑选。 

 

技巧测试 

第 2级中，技巧测试分为 4组。考官将会从每组当中进行选择。更多内容请参考后文的

“技巧测试考核范围”。 

 

A组：音阶 

节奏：80拍/分钟 

拍子记号：4/4 

考生应提前准备自然小调音阶，并可以在 A-E调自选起始音。考生可以选择使用节拍器，

或者在测试开始前听节拍器数拍。不管何种情况下，起始音会在打节拍前播放给考生。  

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B组：琶音 

节奏：80拍/分钟 

拍子记号：4/4、3/4 

考生应提前准备两种不同的小和弦琶音，考官将抽取一种进行测试。此部分必须使用节拍

器，但考生可在 A-E调自选起始音。起始音会在打节拍前播放给考生。 

 

此项考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C组：音程 

节奏：90拍/分钟 

拍子记号：4/4 

考生应提前准备两种大调音程： 

 大三度音程 

 小三度音程 

 

考生将会被考官要求演唱以上两类音程中的一种。考官还会选择 A-C调（女声）和 D-E调

（男声）之间选择起始音。考生要演唱所选音程的根音，然后再根据考官挑选的音程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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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度或小三度音程。考生可以选择使用节拍器，或者在测试开始前听节拍器数拍。不管

何种情况下，起始音会在打节拍前播放给考生。  

 

此项考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D组：技巧 

节奏：85-120拍/分钟 

拍子记号：4/4 

考生应提前准备两种技巧： 

 节奏：节奏准确性 

 旋律：力度变化 

考官将会要求考生测试以上两种技巧之一或者两种技巧，所以考生应提前都做准备。节奏

测试前会有一个 4拍的计数，并含有 4小节口述歌词的节奏。旋律测试前会播放根音，以

及一个 4拍计数。此项测试要求演唱 4小节带歌词的旋律，并要体现出力度的变化。两种

测试都需要伴奏，考生可从下载页面下载。 

 

视唱/即兴 

第 2级测试可以由考生选择进行视唱或是即兴演唱。考生将会得到一份全新的测试，具体

示例可参见第 2级教材。 

 

视唱 

调： 

 女声：F大调或 a小调 

 男声：C大调或 a小调 

速度：70拍/分钟 

音程跨度：不超过大三度 

 

第 2级的视唱测试由 4/4拍的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组成。测试总长度

为四小节，开始前会播放根音。考官会给出 90秒的准备时间，也会允许考生随节拍器练习

准备，或是在视唱前提供一个 4拍的计数。不论考生选择哪种方式，考官都会在准备时间

开始时播放根音，也可以在正式测试时再次播放根音。 

 

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即兴 

女声：a小调 

男声：a小调 

速度：80-90拍/分钟 

考官会在测试时给出 a小调的一组和弦，考生将根据伴奏即兴创作出旋律。测试共 4小节

长，伴奏一共播放三遍。前两遍是为考生练习，第三遍为正式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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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播放伴奏之前都会播放根音和 4拍的计数。伴奏录音是持续播放的，即当第一遍播放

之后，马上接着第二遍的根音和 4拍计数，随后接着播放第三遍。 

 

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听力测试 

听力测试共有两部分：旋律重现（测试一）以及节奏重现（测试二）。 

旋律重现 

调： 

女声：C大调 

男声：C大调 

 

速度：85拍/分钟 

 

考官将会依次播放有鼓点伴奏的两小节旋律。这个旋律使用的是 C大调音阶的头三个音，

第一个音是根音。测试内容会播放两遍，每遍开始之前会播放根音，然后是 4拍计数。每

次播放之后都会有短暂停顿，然后会听到第二遍人声数拍，在数拍之后考生必须跟着鼓的

伴奏把旋律唱出来。 

 

考生可以在伴奏录音播放的时候练习，也可以在两遍伴奏播放结束之后练习。。因为认证内

容为事先录音，第二遍播放之后的短暂停顿也会包括在录音内，所以 4拍计数提醒会在考

生练习时就进行。 

 

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节奏重现 

第一部分：节奏重现 

速度：90拍/分钟 

 

考官将会在鼓点伴奏下播放一首两小节长的单音节奏。此部分将播放两遍。每遍开始之前

会进行 4拍计数。每遍之后会有短暂的停顿给考生进行练习。接下来考生会听到人声 4拍

计数，然后考生要把刚才听到的节奏唱出来。考生必须用“da”或“ba”音节来演唱。 

 

考生可以在伴奏录音播放的时候练习，也可以在两遍伴奏播放结束之后练习。。因为认证内

容为事先录音，第二遍播放之后的短暂停顿也会包括在录音内，所以 4拍计数提醒会在考

生练习时就进行。 

 

此部分测试内容包括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和四分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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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节奏辨别 

认证须在考官提供的两份打印材料当中指出第一部分所听到的是哪一个。 

 

音乐常识问答 

此部分中，考生共需回答 5个音乐常识问答题。其中 4个问题是音乐常识，1个问题是关

于考生对于声乐的理解。 

 

音乐常识 

第一部分：常用音乐常识 

 

考官将会问 4个问题。这些问题全都与考生的某一首演奏曲目有关(包括自选曲目)。考生

可以自己选择用来提问的曲目。 

 

若考生提供的曲谱上有任何手写笔迹，考官可能会要求考生选择另外一首曲目。 

 

考生需辨别： 

 任意音符的音名（不要求说明是否带降号、升号或是还原记号） 

 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的时值 

 曲谱中任意休止符的时值 

 

考生需辨别并解释说明： 

 4/4拍子记号的意义 

 反复符号的意义，第一房子和第二房子 

 顿音记号 (staccato) 的含义 

 连唱线 (slur) 的含义 

 

第二部分：关于演唱 

考官还会提问关于演唱的问题。必要时考生可在作答时用简要的歌唱示范加以辅助。 

 

考生须回答： 

 “吐字（diction）”是什么意思？ 

 “音高（tone）”是什么意思？ 

 演唱时，什么时候是换气的最佳时机？ 

 歌唱时，姿势为什么重要？ 

演唱证书： 

第 1级认证总长 25分钟，考生只选唱 5首歌曲。 

自选曲目 

认证可以接受自选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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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水平认证：2首自选曲目 

 演唱证书：3首自选曲目 

 

更多关于自选曲目的详细信息请参考我们的网址：www.rslawards.com.cn，或发邮件至

info@rslawar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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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级 

 

演唱第 3级认证对象是掌握了关键的基本演唱技巧、开始有风格意识、初步显露出个人演

唱特点的学生。认证可分为两类：综合水平认证和演唱证书。细节请参见第 3页的”认证

“部分。第 3级认证当中，不强制考生使用麦克风，但是如果考生觉得使用如果麦克风有助

于演唱表现的话，考生可以选择使用麦克风。 

 

在第 3级所有的歌曲中，不论是教材中的曲目还是自选曲目，都需要加入即兴内容，包括

2-4小节自由速度演唱、4小节考生自选的旋律改编。在认证开始之前，考生必须在教材或

曲谱上把这些小节给标注出来，并指给考官看。关于即兴段落的具体说明详见本文第 5

页。 

 

综合水平认证 

 

有准备的内容： 

考生须演唱 3首演唱曲目以及技巧测试内容。此部分须在认证的前两项进行，两者顺序可

以按照考生意愿。考官只会在认证中选择要求演唱一部分技巧测试内容。 

 

无准备的内容： 

考生可以自选进行视唱或是即兴测试，随后进行两项听力测试：旋律重现（测试一）以及

节奏重现（测试二）。节奏重现测试要求考生从考官给出的两个选项当中选出正确的节奏。 

认证的最后部分，是 5个音乐常识问答题。其中 4个问题是基于考生所表演的曲目（考生

有权选择具体某一首曲目），1个问题是关于考生对于声乐的理解。所有问题将由考官决

定。 

 

认证构成 

第 3级认证时长为 30分钟，并按照以下顺序进行： 

 演唱曲目* 

 技巧测试* 

 视唱或即兴 

 听力测试 

 音乐常识问答 

带*的项目可以根据考生意愿作为第一或第二项测试进行。 

 

曲目伴奏的音量设置 

认证开始时，考官会进行设备的音量检查，以确保伴奏播放成功并达到考生的要求。所以

考生在演唱第一首演唱曲目之前，会被要求跟着伴奏演唱前几小节。音量检查将不被打

分。一旦伴奏音量设定完毕，考官将会宣布认证开始。请注意，音量设置只会采用第一首

表演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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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作品 

在第 3 级 考生需要保持专注，完成记谱的要求、注意时值准确、声音的均衡、技巧控制、

与伴奏录音同步。 

 

考生需要完成一段无伴奏的演唱。这个练习是为了测试考生保持声线、在某些变化和即兴中体

现风格意识。无伴奏演唱将在第2首和第3首演唱作品之间进行。 

 

考生需要准备16小节的演唱，在这个级别中，考生应该显露出风格意识方面的尝试。25%的无

伴奏演唱应该带有即兴的发展，要包括一些装饰性的演唱、旋律的变化。如果考生足够自信，

也可以进行更多的风格特征上的尝试。 

 

上述16小节可由考生从自己演唱的3首作品之中挑选。 

技巧测试 

第 3级中，技巧测试分为 4组。考官将会从每组当中进行选择。更多内容请参考后文的

“技巧测试考核范围”。 

 

A组：音阶 

速度：90拍/分钟 

拍子记号：4/4 

考生应提前准备大调音阶和自然小调音阶，并可以在 A-E之间自选起始音。考生可以选择

使用全程节拍器或者仅在测试开始之前播放一小节节拍器。不管何种情况下，起始音会在

打节拍前播放给考生。  

 

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B组：琶音 

速度：90拍/分钟 

拍子记号：3/4 

考生应提前准备大和弦琶音和小和弦琶音，考官将抽取一种测试。此部分必须使用节拍

器，但考生可在 A-E之间自选起始音。起始音会在打节拍前播放给考生。 

 

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C组：音程 

速度：90拍/分钟 

拍子记号：4/4 

考生应提前准备两种大调音程： 

 纯四度音程 

 纯五度音程 

考生将会被考官要求演唱以上两类音程中的一种。考官还会选择 A-C（女声）和 D-E（男

声）之间选择起始音。考生要先演唱所选音程的根音，然后唱出音程。考生可以选择使用



版权所有 男女声演唱教学大纲指南 

节拍器或者在测试开始前播放一小节节拍器。不管何种情况下，起始音会在打节拍前播放

给考生。  

 

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D组：技巧 

速度：95-100拍/分钟 

拍子记号：4/4 

考生应提前准备两种技巧： 

速度：节奏准确性 

旋律：快速的力度变化和转音 (bend) 

 

考官将会要求考生测试以上两种技巧之一。所以考生应提前都做准备。节奏测试前会有一

个 4拍的计数，并含有 4小节带歌词的口述节奏。旋律测试前会播放根音，以及一个 4拍

计数。此项测试要求 4小节带歌词的旋律演唱并含有力度变化。两种测试都需要伴奏，考

生可从下载页面下载。 

视唱/即兴 

第 3级测试可以由考生选择进行视唱或是即兴演唱。考生将会得到一份全新的测试，具体

示例可参见第 3级教材。 

 

视唱 

调： 

 女声：C大调或 d小调 

 男声：F大调或 e小调 

速度：75-85拍/分钟 

音程跨度：不超过纯五度 

 

第 3级的视唱测试由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四分休止符组成。该测试

有四小节长，先播放根音，具体用上述哪个调由考官决定。考生有 90秒钟练习时间，考生

可以选择全程跟着节拍器练习，也可以仅在开始的时候用节拍器数四拍。不论用哪种练习

方式，考官在 90秒练习时间结束之后就开始播放根音，在测试过程中，考生也可以选择全

程使用节拍器或仅在开始时数四拍。在播放根音之后即开始正式测试。 

 

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即兴 

女声：C大调 

男声：C大调 

速度：70-80拍/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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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级的视唱测试中，考官会给考生播放一个 G大调或 e小调的和弦进行（由考官决

定）。考生要跟着伴奏即兴演唱旋律。这个和弦进行会播放三遍，前两遍是练习用的，第三

遍是正式测试。 

 

伴奏录音是连续播放的。每次播放伴奏之前，考生都会先听到根音，然后是四小节数拍，

然后是伴奏录音；之后马上是第二遍根音、四小节数拍、伴奏录音，然后是第三遍。 

 

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听力测试 

听力测试共有两部分：旋律重现（测试一）以及节奏重现（测试二）。 

 

旋律重现 

调： 

女声：C大调或 a自然小调音阶 

男声：F大调或 a自然小调音阶 

速度：90拍/分钟 

考官将会依次播放有鼓点伴奏的两小节旋律。这个旋律使用的是上述音阶的头五个音，第

一个音是根音。测试内容会播放两遍，每遍开始之前会播放根音，然后是 4拍计数。每次

播放之后都会有短暂停顿，然后会听到第二遍人声数拍，在数拍之后考生必须跟着鼓的伴

奏把旋律唱出来。 

 

考生可以在伴奏录音播放的时候练习，也可以在两遍伴奏播放结束之后练习。。因为认证内

容为事先录音，第二遍播放之后的短暂停顿也会包括在录音内，所以 4拍计数提醒会在考

生练习时就进行。 

 

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节奏重现 

第一部分：节奏重现 

速度：90拍/分钟 

 

考官将会在鼓点伴奏下播放两小节长的单音节奏。此部分将播放两遍。每遍开始之前会进

行 4拍计数。每遍之后会有短暂的停顿给考生进行练习。接下来考生会听到人声 4拍计

数，然后考生要把刚才听到的节奏唱出来。考生必须用“da”或“ba”音节来演唱。 

 

考生可以在伴奏录音播放的时候练习，也可以在两遍伴奏播放结束之后练习。。因为认证内

容为事先录音，第二遍播放之后的短暂停顿也会包括在录音内，所以 4拍计数提醒会在考

生练习时就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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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测试内容包括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和四分休止符。 

 

第二部分：节奏辨别 

认证须在考官提供的两份打印材料当中指出第一部分所听到的是哪一个。 

 

音乐常识问答 

此部分中，考生共需回答 5个音乐常识问答题。其中 4个问题是音乐常识，1个问题是关

于考生对于声乐的理解。 

 

音乐常识 

第一部分：常用音乐常识 

 

考官将会问 4个问题。这些问题全都与考生的某一首演奏曲目有关(包括自选曲目)。考生

可以自己选择用来提问的曲目。 

 

若考生提供的曲谱上有任何手写笔迹，考官可能会要求考生选择另外一首曲目。 

 

考生需辨别： 

 任何音的音名（必须同时说出升号、降号、还原记号） 

 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八分音符三连音和十六分音符的时值 

 任意休止符的时值 

 两个相邻音符之间的音程关系（不超过五度，不需要指出音程的大、小、纯属性） 

 

考生需要识别和解释以下内容： 

 4/4拍记号的含义 

 反复记号、一房子和二房子小节 

 顿音记号的含义 

 连唱线的含义 

 Crescendo / diminuendo 的含义 

 D.C., D.S. al Coda, al Fine的含义 

 Ad lib的含义 

 

第二部分：关于演唱 

考官还会提问关于演唱的问题。必要时考生可在作答时用简要的歌唱示范加以辅助。 

 

考生须回答： 

 “呼吸间歇（break）”是什么意思？ 

 “过渡（transition）”是什么意思？ 

 演唱时，如何唱一个持续的长音？ 

 请为以下情况提供例子： 

 A） 演唱之前能食用的有益的食物？ 

 B） 演唱之前最好不食用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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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证书： 

第 3级认证总长 30分钟，考生只选唱 5首歌曲。 

自选曲目 

认证可以接受自选曲目： 

 综合水平认证：2首自选曲目 

 演唱证书：3首自选曲目 

 

更多关于自选曲目的详细信息请参考我们的网址：www.rslawards.com.cn，或发邮件至

info@rslawar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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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级 

 

演唱第 4级认证对象是掌握了关键的基本演唱技巧、开始有一定的风格意识和个人演唱特

点的学生。认证可分为两类：综合水平认证和演唱证书。细节请参见第 3页的”认证“部

分。第 4级认证当中，所有的演唱作品都必须使用麦克风。 

 

在第 4级所有的歌曲中，不论是教材中的曲目还是自选曲目，都需要加入即兴内容，包括

4-8小节自由速度演唱、4-8小节考生自选的旋律改编。在认证开始之前，考生必须在教材

或曲谱上把这些小节给标注出来，并指给考官看。关于即兴段落的具体说明详见本文第 5

页。 

 

综合水平认证 

 

有准备的内容： 

考生须演唱 3首演唱曲目以及技巧测试内容。此部分须在认证的前两项进行，两者顺序可

以按照考生意愿。考官只会在认证中选择要求演唱一部分技巧测试内容。 

 

无准备的内容： 

考生可以自选进行视唱或是即兴测试，随后进行两项听力测试：旋律重现（测试一）以及

和声重现（测试二）。和声重现的测试内容包含由考官提供的歌词。 

 

认证的最后部分，是 5个音乐常识问答题。其中 4个问题是基于考生所表演的曲目（考生

有权选择具体某一首曲目），1个问题是关于考生对于声乐的理解。所有问题将由考官决

定。 

 

认证构成 

第 4级认证时长为 30分钟，并按照以下顺序进行： 

 演唱曲目* 

 技巧测试* 

 视唱或即兴 

 听力测试 

 音乐常识问答 

带*的项目可以根据考生意愿作为第一或第二项测试进行。 

 

曲目伴奏的音量设置 

认证开始时，考官会进行设备的音量检查，以确保伴奏播放成功并达到考生的要求。所以

考生在演唱第一首演唱曲目之前，会被要求跟着伴奏演唱前几小节。音量检查将不被打

分。一旦伴奏音量设定完毕，考官将会宣布认证开始。请注意，音量设置只会采用第一首

表演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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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作品 

在第 4 级，作品有足够的长度让考生来展示风格意识，包括适当的音色、节奏的变化、力

度和乐句。 

 

无伴奏演唱 

 

考生需要完成一段无伴奏的演唱。这个练习是为了测试考生保持声线、在某些变化和即兴中体

现风格意识。无伴奏演唱将在第2首和第3首演唱作品之间进行。 

 

考生需要准备24小节的演唱，在这个级别中，考生应该有明显的装饰唱法和速度的变化。考生

应展示出共鸣腔的变化，并体现出旋律线的构成和乐句方面的意识。 

 

上述24小节可由考生从自己演唱的3首作品之中挑选。 

技巧测试 

第 4级中，技巧测试分为 5组。考官将会从每组当中进行选择。更多内容请参考后文的

“技巧测试考核范围”。 

 

A组：音阶 

速度：80拍/分钟 

拍子记号：4/4 

考生应提前准备大调五声音阶，并可以在 A-E之间自选起始音。考生可以选择使用全程节

拍器或者仅在测试开始之前播放一小节节拍器。不管何种情况下，起始音会在打节拍前播

放给考生。  

 

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B组：琶音 

速度：80拍/分钟 

拍子记号：4/4 

考生应提前准备大和弦上行琶音、大七和弦（带属音）下行琶音，考官将抽取一种测试。

此部分必须使用节拍器，但考生可在 A-E之间自选起始音。起始音会在打节拍前播放给考

生。 

 

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C组：音程 

速度：90拍/分钟 

拍子记号：4/4 

考生应提前准备两种大调音程： 

 大六度音程 

大七度音程 



版权所有 男女声演唱教学大纲指南 

考生将会被考官要求演唱以上两类音程中的一种。考官还会选择 A-C（女声）和 D-F（男

声）之间选择起始音。考生要先演唱所选音程的根音，然后唱出大六度或大七度音。考生

可以选择使用节拍器或者在测试开始前播放一小节节拍器。不管何种情况下，起始音会在

打节拍前播放给考生。  

 

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D组：旋律学习 

速度：115拍/分钟 

拍子记号：4/4 

考生必须准备滑音(slides)和下行颤音 (trilldown)。这段测试是八小节的旋律，在听到根音和

四拍的数拍之后，考生必须按歌词唱出这段旋律。这段测试必须跟着伴奏录音完成，伴奏

录音包含在下载文件里。 

 

E组：伴唱 

速度：115拍/分钟 

拍子记号：4/4 

考生需要准备教材中的两段伴唱。这是一个两声部的和声乐段，考官会要求考生演唱其中

一个声部，另一个声部由录音播放出来。该录音包含在下载文件中。 

 

视唱/即兴 

第 4级测试可以由考生选择进行视唱或是即兴演唱。考生将会得到一份全新的测试，具体

示例可参见第 4级教材。 

 

视唱 

调： 

 女声：D大调、Bb大调、b小调或 d小调 

 男声：D大调、Bb大调、e小调或 d小调 

速度：80-90拍/分钟 

音程跨度：不超过一个八度 

 

第 4级的视唱测试有歌词，不超过一个八度。考官会抽取以上四个调中的一个，测试总长

度为四小节，开始前会播放根音。本级测试中包含即兴元素，以便为考生进入第 6-8级技

巧测试中的“快速学习”内容打好基础。第五、第六小节是第一、第二小节的重复，且最

后两小节需要即兴演唱。考生有 90秒钟练习时间，考生可以选择全程跟着节拍器练习，也

可以仅在开始的时候用节拍器数四拍。不论用哪种练习方式，考官在 90秒练习时间结束之

后就开始播放根音，在测试过程中，考生也可以选择全程使用节拍器或仅在开始时数四

拍。在播放根音之后即开始正式测试。 

 

在即兴的两小节中，考生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允许使用即兴歌词

和 ad lib（自由速度）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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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兴 

 女声：D大调、Bb大调、e小调或 d小调 

 男声：D大调、Bb大调、d小调或 a小调 

速度：95拍/分钟 

第 4级的视唱测试中，考官会给考生播放一个和弦进行，该和弦进行使用上述几种调中的

一个，由考官决定。考生要跟着伴奏即兴演唱旋律。本条测试中包含视唱元素，以便为考

生进入第 6-8级技巧测试中的“快速学习”内容打好基础。这个测试前两小节有歌词。考

生有 30秒钟时间进行准备，然后伴奏录音会播放两遍，第一遍供考生练习用，第二遍为正

式测试。每次伴奏录音播放之前，都有根音和四拍的数拍。两次播放是连续的，即第一遍

根音-数拍-伴奏录音播放完毕之后，第二遍根音-数拍-伴奏录音马上开始。 

 

在练习环节，考生可以选择全程跟着节拍器练习，也可以仅在开始的时候用节拍器数四

拍。该选择同样适用于测试环节。 

 

即兴演唱的部分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允许使用即兴歌词和 ad lib

（自由速度）演唱。 

 

听力测试 

听力测试共有两部分：旋律重现（测试一）以及和声重现（测试二）。 

 

旋律重现 

调： 

女声：D大调或 b自然小调音阶 

男声：G大调或 e自然小调音阶 

速度：90拍/分钟 

考官将会依次播放有鼓点伴奏的两小节旋律。这个旋律使用的是上述音阶的头五个音，第

一个音是根音。测试内容会播放两遍，每遍开始之前会播放根音，然后是 4拍计数。每次

播放之后都会有短暂停顿，然后会听到第二遍人声数拍，在数拍之后考生必须跟着鼓的伴

奏把旋律唱出来。 

 

考生可以在伴奏录音播放的时候练习，也可以在两遍伴奏播放结束之后练习。。因为认证内

容为事先录音，第二遍播放之后的短暂停顿也会包括在录音内，所以 4拍计数提醒会在考

生练习时就进行。 

 

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和声重现 

调： 

 女声：C大调或 A大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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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声：D大调或 F大调 

速度：90-100拍/分钟 

 

考官将会在鼓点伴奏下播放三小节长的上述某调旋律（考官决定使用哪个调），该旋律是基

于 I-IV级和弦进行的。演唱录音里会唱出各和弦的根音，然后考生需要用同样节奏唱出根

音上方大三度音。考官会为考生提供歌词。 

 

此部分将播放两遍。每遍开始之前会听到根音和 4拍计数。每遍之后会有短暂的停顿给考

生进行练习。接下来考生会听到人声 4拍计数，然后考生要把和声唱出来。考生可以在两

遍录音播放的同时跟着练习。由于两遍录音是连续的，可能考生还未结束练习，第二遍录

音就已经开始播放了。 

 

音乐常识问答 

此部分中，考生共需回答 5个音乐常识问答题。其中 4个问题是音乐常识，1个问题是关

于考生对于声乐的理解。 

 

音乐常识 

第一部分：常用音乐常识 

 

考官将会问 4个问题。这些问题全都与考生的某一首演奏曲目有关(包括自选曲目)。考生

可以自己选择用来提问的曲目。 

 

若考生提供的曲谱上有任何手写笔迹，考官可能会要求考生选择另外一首曲目。 

 

考生需辨别： 

 任何音的音名（必须同时说出升号、降号、还原记号） 

 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八分音符三连音和十六分音符的时值、相

邻音符的组合时值 

 全休止符、二分休止符、四分休止符、八分休止符、十六分休止符及相邻休止符的组

合时值 

 两个相邻音符之间的音程关系（不超过七度，不需要指出音程的大、小、纯属性） 

 

考生需要识别和解释以下内容： 

 任一拍子记号的含义 

 Ad lib的含义 

 任意力度记号的含义 

 速度记号的含义 

 

第二部分：关于演唱 

考官还会提问关于演唱的问题。必要时考生可在作答时用简要的歌唱示范加以辅助。 

 

考生须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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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何保持连贯的音色？ 

 如何唱出气声？ 

 你是如何使用颤音(vibrato) 的？ 

 麦克风是如何放大声音的？ 

演唱证书： 

第 4级认证总长 30分钟，考生只选唱 5首歌曲。 

自选曲目 

认证可以接受自选曲目： 

 综合水平认证：2首自选曲目 

 演唱证书：3首自选曲目 

 

更多关于自选曲目的详细信息请参考我们的网址：www.rslawards.com.cn，或发邮件至

info@rslawar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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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级 

 

演唱第 5级认证对象是掌握了中级基本演唱技巧、开始在风格意识和个人演唱特点方面有

所发展的学生。认证可分为两类：综合水平认证和演唱证书。细节请参见第 3页的”认证

“部分。第 5级认证当中，所有的演唱作品都必须使用麦克风。 

 

在第 5级所有的歌曲中，不论是教材中的曲目还是自选曲目，都需要加入即兴内容，包括

4-8小节自由速度演唱、4-8小节考生自选的旋律改编。在认证开始之前，考生必须在教材

或曲谱上把这些小节给标注出来，并指给考官看。关于即兴段落的具体说明详见本文第 5

页。 

 

综合水平认证 

 

有准备的内容： 

考生须演唱 3首演唱曲目以及技巧测试内容。此部分须在认证的前两项进行，两者顺序可

以按照考生意愿。考官只会在认证中选择要求演唱一部分技巧测试内容。 

 

无准备的内容： 

考生可以自选进行视唱或是即兴测试，随后进行两项听力测试：旋律重现（测试一）以及

和声重现（测试二）。和声重现的测试内容包含由考官提供的歌词。 

 

认证的最后部分，是 5个音乐常识问答题。其中 4个问题是基于考生所表演的曲目（考生

有权选择具体某一首曲目），1个问题是关于考生对于声乐的理解。所有问题将由考官决

定。 

 

认证构成 

第 5级认证时长为 30分钟，并按照以下顺序进行： 

 演唱曲目* 

 技巧测试* 

 视唱或即兴 

 听力测试 

 音乐常识问答 

带*的项目可以根据考生意愿作为第一或第二项测试进行。 

 

曲目伴奏的音量设置 

认证开始时，考官会进行设备的音量检查，以确保伴奏播放成功并达到考生的要求。所以

考生在演唱第一首演唱曲目之前，会被要求跟着伴奏演唱前几小节。音量检查将不被打

分。一旦伴奏音量设定完毕，考官将会宣布认证开始。请注意，音量设置只会采用第一首

表演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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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作品 

在第 5 级，作品有足够的长度让考生来展示对风格的理解，包括音色的变化、风格节奏的

变化、对力度和乐句更广泛的理解和控制。作品中有足够的机会让考生来进行装饰和即兴。 

 

无伴奏演唱 

 

考生需要完成一段无伴奏的演唱。这个练习是为了测试考生保持声线、在某些变化和即兴中体

现风格意识。无伴奏演唱将在第2首和第3首演唱作品之间进行。 

 

考生需要准备24小节的演唱，在这个级别中，考生应该有明显的、与风格相关的装饰唱法和音

高的变化。考生应展示出对乐句发展的理解，并将歌曲作为一个整体展现出来。 

 

上述24小节可由考生从自己演唱的3首作品之中挑选。 

技巧测试 

第 5级中，技巧测试分为 5组。考官将会从每组当中进行选择。更多内容请参考后文的

“技巧测试考核范围”。 

 

A组：音阶 

速度：80拍/分钟 

拍子记号：4/4 

考生应提前准备小调五声音阶，并可以在 A-E之间自选起始音。考生可以选择使用全程节

拍器或者仅在测试开始之前播放一小节节拍器。不管何种情况下，起始音会在打节拍前播

放给考生。  

 

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B组：琶音 

速度：80拍/分钟 

拍子记号：4/4 

考生应提前准备大和弦上行琶音、大七和弦（带属音）下行琶音，考官将抽取一种测试。

此部分必须使用节拍器，但考生可在 A-E之间自选起始音。起始音会在打节拍前播放给考

生。 

 

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C组：音程 

速度：90拍/分钟 

拍子记号：4/4 

考生应提前准备两种大调音程： 

 小六度音程 

 小七度音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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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将会被考官要求演唱以上两类音程中的一种。考官还会选择 A-C（女声）和 D-F（男

声）之间选择起始音。考生要先演唱所选音程的根音，然后唱出小六度或小七度音。考生

可以选择使用节拍器或者在测试开始前播放一小节节拍器。不管何种情况下，起始音会在

打节拍前播放给考生。  

 

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D组：旋律学习 

速度：125拍/分钟 

拍子记号：4/4 

考生必须准备花腔 (melismas) 和滑音 (scoops)。这段测试是八小节的旋律，在听到根音和四

拍的数拍之后，考生必须按歌词唱出这段旋律。这段测试必须跟着伴奏录音完成，伴奏录

音包含在下载文件里。 

 

E组：伴唱 

速度：120拍/分钟 

拍子记号：4/4 

考生需要准备教材中的两段伴唱。这是一个两声部的和声乐段，考官会要求考生演唱其中

一个声部，另一个声部由录音播放出来。该录音包含在下载文件中。 

 

视唱/即兴 

第 5级测试可以由考生选择进行视唱或是即兴演唱。考生将会得到一份全新的测试，具体

示例可参见第 4级教材。 

 

视唱 

调： 

 女声：D大调、Bb大调、b小调或 d小调 

 男声：D大调、Bb大调、e小调或 d小调 

速度：85-95拍/分钟 

音程跨度：不超过一个八度 

 

第 5级的视唱测试有歌词，不超过一个八度。考官会抽取以上四个调中的一个，测试总长

度为四小节，开始前会播放根音。本级测试中包含即兴元素，以便为考生进入第 6-8级技

巧测试中的“快速学习”内容打好基础。第五、第六小节是第一、第二小节的重复，且最

后两小节需要即兴演唱。考生有 90秒钟练习时间，考生可以选择全程跟着节拍器练习，也

可以仅在开始的时候用节拍器数四拍。不论用哪种练习方式，考官在 90秒练习时间结束之

后就开始播放根音，在测试过程中，考生也可以选择全程使用节拍器或仅在开始时数四

拍。在播放根音之后即开始正式测试。 

 

在即兴的两小节中，考生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允许使用即兴歌词

和 ad lib（自由速度）演唱。 



版权所有 男女声演唱教学大纲指南 

 

即兴 

 女声：D大调、Bb大调、e小调或 d小调 

 男声：D大调、Bb大调、e小调或 d小调 

速度：100拍/分钟 

第 5级的视唱测试中，考官会给考生播放一个和弦进行，该和弦进行使用上述几种调中的

一个，由考官决定。考生要跟着伴奏即兴演唱旋律。本条测试中包含视唱元素，以便为考

生进入第 6-8级技巧测试中的“快速学习”内容打好基础。这个测试前两小节有歌词。考

生有 30秒钟时间进行准备，然后伴奏录音会播放两遍，第一遍供考生练习用，第二遍为正

式测试。每次伴奏录音播放之前，都有根音和四拍的数拍。两次播放是连续的，即第一遍

根音-数拍-伴奏录音播放完毕之后，第二遍根音-数拍-伴奏录音马上开始。 

 

在练习环节，考生可以选择全程跟着节拍器练习，也可以仅在开始的时候用节拍器数四

拍。该选择同样适用于测试环节。 

 

即兴演唱的部分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允许使用即兴歌词和 ad lib

（自由速度）演唱。 

 

听力测试 

听力测试共有两部分：旋律重现（测试一）以及和声重现（测试二）。 

 

旋律重现 

调： 

女声：Bb大调或 a自然小调音阶 

男声：D大调或 c自然小调音阶 

速度：90拍/分钟 

考官将会依次播放有鼓点伴奏的两小节旋律。这个旋律使用的是上述音阶的头五个音，第

一个音是根音。测试内容会播放两遍，每遍开始之前会播放根音，然后是 4拍计数。每次

播放之后都会有短暂停顿，然后会听到第二遍人声数拍，在数拍之后考生必须跟着鼓的伴

奏把旋律唱出来。 

 

考生可以在伴奏录音播放的时候练习，也可以在两遍伴奏播放结束之后练习。。因为认证内

容为事先录音，第二遍播放之后的短暂停顿也会包括在录音内，所以 4拍计数提醒会在考

生练习时就进行。 

 

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和声重现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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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声：A大调或 F大调 

 男声：C大调或 A大调 

速度：90-110拍/分钟 

 

考官将会在鼓点伴奏下播放四小节长的上述某调旋律（考官决定使用哪个调），该旋律基于

I-IV-V级和弦进行。演唱录音里会唱出各和弦的根音或三度音，然后考生需要用同样节奏唱

出该音上方的三度音。考官会为考生提供歌词。 

 

此部分将播放两遍。每遍开始之前会听到根音和 4拍计数。每遍之后会有短暂的停顿给考

生进行练习。接下来考生会听到人声 4拍计数，然后考生要把和声唱出来。考生可以在两

遍录音播放的同时跟着练习。由于两遍录音是连续的，可能考生还未结束练习，第二遍录

音就已经开始播放了。 

 

音乐常识问答 

此部分中，考生共需回答 5个音乐常识问答题。其中 4个问题是音乐常识，1个问题是关

于考生对于声乐的理解。 

 

音乐常识 

第一部分：常用音乐常识 

 

考官将会问 4个问题。这些问题全都与考生的某一首演奏曲目有关(包括自选曲目)。考生

可以自己选择用来提问的曲目。 

 

若考生提供的曲谱上有任何手写笔迹，考官可能会要求考生选择另外一首曲目。 

 

考生需辨别： 

 任何音的音名（必须同时说出升号、降号、还原记号） 

 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八分音符三连音和十六分音符的时值、相

邻音符的组合时值 

 全休止符、二分休止符、四分休止符、八分休止符、十六分休止符及相邻休止符的组

合时值 

 两个相邻音符之间的音程关系（不超过一个八度，不需要指出音程的大、小、纯属

性） 

 

考生需要识别和解释以下内容： 

 任一拍子记号的含义 

 Ad lib的含义 

 任意力度记号的含义 

 速度记号的含义 

 调号的含义（需要说明是大调或关系小调） 

 Swing节奏记号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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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关于演唱和麦克风 

考官还会提问关于演唱的声音和麦克风相关问题。必要时考生可在作答时用简要的歌唱示

范加以辅助。 

 

考生须回答： 

 如何用你的发音器官（嘴、唇、舌、牙齿、下巴），将一个嘹亮的“i——”音转化为一

个稍微柔和的音？ 

 如何防止长时间大声演唱带来的声带受损？ 

 列举两个能够帮助你在音域内进行力度控制的练习方法。 

 解释你是如何用麦克风以不同音量进行演唱的。 

演唱证书： 

第 5级认证总长 30分钟，考生只选唱 5首歌曲。 

 

自选曲目 

认证可以接受自选曲目： 

 综合水平认证：2首自选曲目 

 演唱证书：3首自选曲目 

 

更多关于自选曲目的详细信息请参考我们的网址：www.rslawards.com.cn，或发邮件至

info@rslawar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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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级 

 

演唱第 6级认证是为了检测考生是否熟练掌握高级演唱技巧、是否已经建立鲜明的个人风

格。认证可分为两类：综合水平认证和演唱证书。细节请参见第 3页的”认证“部分。在第

6级的所有认证环节，都必须使用麦克风。 

 

在第 6级所有的歌曲中，不论是教材中的曲目还是自选曲目，都需要加入即兴内容，包括

8-12小节自由速度演唱、8小节考生自选的旋律改编。在认证开始之前，考生必须在教材

或曲谱上把这些小节给标注出来，并指给考官看。关于即兴段落的具体说明详见本文第 5

页。 

 

综合水平认证 

 

有准备的内容： 

考生须演唱 3首演唱曲目以及技巧测试内容。此部分须在认证的前两项进行，两者顺序可

以按照考生意愿。考官只会在认证中选择要求演唱一部分技巧测试内容。 

 

无准备的内容： 

在这个级别中，考生需要完成“快速学习”(Quick Study Piece) 的测试内容。这个环节包括

四小节的旋律和八小节的即兴。随后进行两项听力测试：旋律重现（测试一）以及和声重

现（测试二）。和声重现的测试内容包含由考官提供的歌词。 

 

认证的最后部分，是 5个音乐常识问答题。其中 3个问题是基于考生所表演的曲目（考生

有权选择具体某一首曲目），1个问题是关于作品中的即兴段落，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考生

对于音色或麦克风的理解。所有问题将由考官决定。 

 

认证构成 

第 6级认证时长为 40分钟，并按照以下顺序进行： 

 演唱曲目* 

 技巧测试* 

 快速学习曲目 

 听力测试 

 音乐常识问答 

带*的项目可以根据考生意愿作为第一或第二项测试进行。 

 

曲目伴奏的音量设置 

认证开始时，考官会进行设备的音量检查，以确保伴奏播放成功并达到考生的要求。所以

考生在演唱第一首演唱曲目之前，会被要求跟着伴奏演唱前几小节。音量检查将不被打

分。一旦伴奏音量设定完毕，考官将会宣布认证开始。请注意，音量设置只会采用第一首

表演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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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作品 

第 6级的演唱作品在结构和内容上更复杂，需要对风格特征有更扎实的理解。 

技巧测试 

第 6级中，技巧测试分为 5组。考官将会要求考生从每组当中选择。 

更多内容请参考后文的“技巧测试考核范围”。 

 

A组：音阶 

速度：100拍/分钟 

拍子记号：4/4 

考生应提前准备布鲁斯音阶，并可以在 A-E调自选起始音。考生可以选择使用节拍器或者

在测试开始前聆听 4拍的节拍器。不管何种情况下，起始音会在打节拍前播放给考生。  

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B组：琶音 

速度：100拍/分钟 

拍子记号： 4/4 

考生应提前准备大和弦琶音和减和弦琶音，考官将抽取一种进行测试。此部分必须使用节

拍器，但考生可在 C-G调自选起始音。考生将听到根音，然后是四拍的计数，然后考生开

始演唱。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C组：音程 

速度：90拍/分钟 

拍子记号：4/4 

考生应提前准备两种音程进行： 

 

 大七度和大六度音程进行（Major 7th and major 6th sequence） 

 小七度和小六度音程进行（Minor 7th and minor 6th sequence） 

考生将会被考官要求演唱以上两类音程中的一种。考官还会在 A-C（女声）和 D-F（男声）

之间选择起始音。按考官的要求，考生要按顺序演唱根音-大七度音、根音-大六度音-根

音，或根音-小七度音、根音-小六度音-根音。考生可以选择使用节拍器或者在测试开始前

听节拍器数一小节拍子。不管何种情况下，起始音会在打节拍前播放给考生。  

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D组：伴唱 

速度：120拍/分钟 

拍子记号：4/4 

此项测试包含三个声部的和声演唱，考生需要表演其中一个声部，由考官抽取演唱哪个声

部，所以考生需要提前把三个声部的内容都准备好。考生演唱所选的声部时，必须跟着另

外两个声部的伴唱录音。该录音可从下载页面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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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组：风格学习 

速度：包含节奏的变化，请参照后文的“技巧测试考核范围”的“技巧”部分 

拍子记号：4/4 

考生要从以下列表当中的不同风格中选取一种来表演。这里选取的风格与随后“快速学

习”测试环节的风格相同，之后不再重选。例如，考生在此环节选择表演爵士和蓝调布鲁

斯，随后在“快速学习”的环节，考官会给考生提供爵士和蓝调布鲁斯的速学曲目。 

 

可选风格： 

 流行和音乐剧 (Pop and Music Theatre) 

 灵魂乐和 R’n’B (Soul and R’N’B) 

 爵士和布鲁斯 (Jazz and Blues) 

 摇滚和独立摇滚 (Rock and Indie) 

 

快速学习 

速度：70-160拍/分钟 

本测试中，考生需准备并表演一首快速学习（QSP）。快速学习由 4小节的旋律和 8小节的

即兴部分组成。前 4小节的旋律有曲谱参考，考生须按照谱上标注的所有记号演唱，包括

歌词。在 5-8小节中，考生须基于前 4小节内容即兴创作出风格一致的旋律和歌词，在 9-

12小节中，考生可以即兴创作，无需参照 1-4小节。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

的任意演唱方式。允许出现即兴歌词和自由速度演唱。 

 

考官将会给出一份歌曲曲谱，同时播放完整的歌曲录音，包括其中记谱的部分。第一遍播

放之前会播放根音和一小节数拍，播放完毕后考生会有 3分钟的准备时间。练习之前考官

也会播放根音，90秒之后再次播放根音。在这部分，考生可在练习开始之前选择是否一直

使用节拍器，或仅在开始时播放一小节数拍。 

 

在考生练习的 3分钟结束前，伴奏录音会播放两次，不包含记谱的内容。第一遍是为考生

练习，第二遍为考生准备完整版本的演唱。每次演唱之前都会播放根音和一个 4拍的计

数。伴奏录音是持续播放的，即当第一遍演唱完成后，马上接着第二遍演唱的根音和一个

4拍计数。 

 

快速学习的风格将会从以下几个选项中产生，与前一部分测试的风格学习相同。 

曲种： 

可选风格： 

 流行和音乐剧 (Pop and Music Theatre) 

 灵魂乐和 R’n’B (Soul and R’N’B) 

 爵士和布鲁斯 (Jazz and Blues) 

 摇滚和独立摇滚 (Rock and Indie) 

 

这里选取的曲种页与之前曲种学习测试环节的风格相同，具体请与考官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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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测试 

听力测试共有两部分：旋律重现（测试一）以及和声演唱（测试二）。 

 

旋律重现 

调： 

女声：A大调或 c自然小调音阶 

男声：E大调或 d自然小调音阶 

速度：90拍/分钟 

 

考官将会播放一段有鼓点伴奏的两小节的旋律，旋律会采用上述音阶中的一个（由考官决

定），且第一个音将为根音或为第五音。此段旋律将播放两遍，每遍之前会播放根音和四拍

的数拍。每遍之后会有短暂的停顿给考生进行练习。在考生作答之前，会听到四小节人声

数拍，然后考生将跟随鼓点伴奏重复唱出所听到的旋律。 

 

考生可以在两遍练习之后作答随着伴奏录音完成测试。因为认证内容为事先录音，第二遍

播放之后的短暂停顿也会包括在录音内，所以 4拍计数提醒会在考生练习时就进行。此项

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和声重现 

调： 

女声：C大调或 A大调音阶 

男声：G大调或 A大调音阶 

速度：90-120拍/分钟 

考官将会在鼓点伴奏下播放一段基于 I–IV-V-VI 和弦进行的 4小节长的旋律（考官决定用什么

调）。录音当中的人声会唱出根音、第三音或第五音，考生按同样的节奏唱出自然音阶的高

三度或高四度和声。考官会给考生提供歌词。 

 

此部分测试的录音将播放两遍。每遍开始之前会进行 4拍计数。每遍之后会有短暂的停顿

给考生进行练习。在考生作答之前，会听到 4拍人声计数，然后考生将进行和声演唱。考

生可以在两遍练习之后作答随着伴奏录音作答。因为认证内容为事先录音，第二遍播放之

后的短暂停顿也会包括在录音内，所以 4拍计数提醒会在考生练习时就进行。 

 

音乐常识问答 

此部分中，考生共需回答 5个音乐常识问答题。其中 3个问题是有关于所选曲目的音乐常

识，1个关于即兴的问题和 1个关于声音和麦克风的问题。 

 

音乐常识 

第一部分：音乐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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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官将会问 3个问题。这些问题全都与考生的某一首演奏曲目有关(包括自选曲目)。考生

可以自己选择提问的曲目。 

 

若考生提供的曲谱上有任何手写笔迹，考官可能会要求考生选择另外一首曲目。 

 

考生需辨别并解释： 

 曲谱中的任意记谱符号 

 识别任意相邻两个音之间的音程关系，不超过一个八度（并要说明是大音程、小音程

或是纯音程） 

 

第二部分：即兴 

考生需简要描述并展示如何对于所选曲目的任一段落进行即兴创作。此部分应当以曲目中

的旋律、节奏、乐句、力度和表现力为参考。考生可自选曲目中的某一段落进行回答。 

 

第三部分：声乐和麦克风 

考官还会提问关于声乐或麦克风的问题，具体问题由考官决定。必要时考生可在作答时用

简要的歌唱示范加以辅助。 

 

考生须回答： 

 说出演唱的 3个共鸣腔。 

 解释“气音发声（aspirate onset）”和“喉音发声（glottal onset）”的区别。 

 在你的嗓音疲惫或者嗓子疼痛时什么方法能够有效缓解？ 

 使用麦克风时，你该如何控制胸腔音（低音）和头音（高音）转换时的音量？ 

 

演唱证书： 

第 6级认证总长 40分钟，考生只选唱 5首歌曲。 

 

自选曲目 

认证可以接受自选曲目： 

 综合水平认证：2首自选曲目 

 演唱证书：3首自选曲目 

 

更多关于自选曲目的详细信息请参考我们的网址：www.rslawards.com.cn，或发邮件至

info@rslawar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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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级 

 

演唱第 7级认证是为了检测考生是否熟练掌握高级演唱技巧、是否已经建立鲜明的个人风

格。认证可分为两类：综合水平认证和演唱证书。细节请参见第 3页的”认证“部分。在第

7级的所有认证环节，都必须使用麦克风。 

 

在第 7级所有的歌曲中，不论是教材中的曲目还是自选曲目，都需要加入即兴内容，包括

8-12小节自由速度演唱、8小节考生自选的旋律改编。在认证开始之前，考生必须在教材

或曲谱上把这些小节给标注出来，并指给考官看。关于即兴段落的具体说明详见本文第 5

页。 

 

综合水平认证 

 

有准备的内容： 

考生须演唱 3首演唱曲目以及技巧测试内容。此部分须在认证的前两项进行，两者顺序可

以按照考生意愿。考官只会在认证中选择要求演唱一部分技巧测试内容。 

 

无准备的内容： 

在这个级别中，考生需要完成“快速学习”(Quick Study Piece) 的测试内容。这个环节包括

四小节的旋律和八小节的即兴。随后进行两项听力测试：旋律重现（测试一）以及和声重

现（测试二）。和声重现的测试内容包含由考官提供的歌词。 

 

认证的最后部分，是 5个音乐常识问答题。其中 3个问题是基于考生所表演的曲目（考生

有权选择具体某一首曲目），1个问题是关于作品中的即兴段落，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考生

对于音色或麦克风的理解。所有问题将由考官决定。 

 

认证构成 

第 7级认证时长为 40分钟，并按照以下顺序进行： 

 演唱曲目* 

 技巧测试* 

 快速学习曲目 

 听力测试 

 音乐常识问答 

带*的项目可以根据考生意愿作为第一或第二项测试进行。 

 

曲目伴奏的音量设置 

认证开始时，考官会进行设备的音量检查，以确保伴奏播放成功并达到考生的要求。所以

考生在演唱第一首演唱曲目之前，会被要求跟着伴奏演唱前几小节。音量检查将不被打

分。一旦伴奏音量设定完毕，考官将会宣布认证开始。请注意，音量设置只会采用第一首

表演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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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作品 

第 7 级的演唱作品有足够的长度让考生显示出风格技巧的运用。在作品中，考生要展示出

个人对作品的诠释，通过即兴和装饰音，体现出均衡的音乐表现力。 

技巧测试 

第 7级中，技巧测试分为 5组。考官将会要求考生从每组当中选择。 

更多内容请参考后文的“技巧测试考核范围”。 

 

A组：音阶 

速度：100拍/分钟 

拍子记号：4/4 

考生应提前准备和声小调音阶，并可以在 A-E调自选起始音。考生可以选择使用节拍器或

者在测试开始前聆听 4拍的节拍器。不管何种情况下，起始音会在打节拍前播放给考生。  

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B组：琶音 

速度：100拍/分钟 

拍子记号： 3/4 

考生应提前准备增和弦琶音。此部分必须使用节拍器，但考生可在 C-G调自选起始音。考

生将听到根音，然后是一小节的数拍，然后考生开始演唱。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

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C组：音程 

速度：90拍/分钟 

拍子记号：4/4 

考生应提前准备两种音程进行： 

 

 大三度和大二度音程进行 

 小三度和小二度音程进行 

考生将会被考官要求演唱以上两类音程中的一种。考官还会在 A-C（女声）和 D-F（男声）

之间选择起始音。按考官的要求，考生要按顺序演唱根音-大三度音、根音-大二度音-根

音，或根音-小三度音、根音-小二度音-根音。考生可以选择使用节拍器或者在测试开始前

听节拍器数一小节拍子。不管何种情况下，起始音会在打节拍前播放给考生。  

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D组：伴唱 

速度：120拍/分钟 

拍子记号：4/4 

此项测试包含三个声部的和声演唱，考生需要表演其中一个声部，由考官抽取演唱哪个声

部，所以考生需要提前把三个声部的内容都准备好。考生演唱所选的声部时，必须跟着另

外两个声部的伴唱录音。该录音可从下载页面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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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组：风格学习 

速度：包含节奏的变化，请参照后文的“技巧测试考核范围”的“技巧”部分 

拍子记号：4/4 

考生要从以下列表当中的不同风格中选取一种来表演。这里选取的风格与随后“快速学

习”测试环节的风格相同，之后不再重选。例如，考生在此环节选择表演爵士和蓝调布鲁

斯，随后在“快速学习”的环节，考官会给考生提供爵士和蓝调布鲁斯的速学曲目。 

 

可选风格： 

 流行和音乐剧 (Pop and Music Theatre) 

 灵魂乐和 R’n’B (Soul and R’N’B) 

 爵士和布鲁斯 (Jazz and Blues) 

 摇滚和独立摇滚 (Rock and Indie) 

 

快速学习 

速度：70-160拍/分钟 

本测试中，考生需准备并表演一首快速学习（QSP）。快速学习由 4小节的旋律和 8小节的

即兴部分组成。前 4小节的旋律有曲谱参考，考生须按照谱上标注的所有记号演唱，包括

歌词。在 5-8小节中，考生须基于前 4小节内容即兴创作出风格一致的旋律和歌词，在 9-

12小节中，考生可以即兴创作，无需参照 1-4小节。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

的任意演唱方式。允许出现即兴歌词和自由速度演唱。 

 

考官将会给出一份歌曲曲谱，同时播放完整的歌曲录音，包括其中记谱的部分。第一遍播

放之前会播放根音和一小节数拍，播放完毕后考生会有 3分钟的准备时间。练习之前考官

也会播放根音，90秒之后再次播放根音。在这部分，考生可在练习开始之前选择是否一直

使用节拍器，或仅在开始时播放一小节数拍。 

 

在考生练习的 3分钟结束前，伴奏录音会播放两次，不包含记谱的内容。第一遍是为考生

练习，第二遍为考生准备完整版本的演唱。每次演唱之前都会播放根音和一个 4拍的计

数。伴奏录音是持续播放的，即当第一遍演唱完成后，马上接着第二遍演唱的根音和一个

4拍计数。 

 

快速学习的风格将会从以下几个选项中产生，与前一部分测试的风格学习相同。 

曲种： 

可选风格： 

 流行和音乐剧 (Pop and Music Theatre) 

 灵魂乐和 R’n’B (Soul and R’N’B) 

 爵士和布鲁斯 (Jazz and Blues) 

 摇滚和独立摇滚 (Rock and Indie) 

 

这里选取的曲种页与之前曲种学习测试环节的风格相同，具体请与考官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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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测试 

听力测试共有两部分：旋律重现（测试一）以及和声演唱（测试二）。 

 

旋律重现 

调： 

女声：B大调或 d自然小调音阶 

男声：D大调或 e自然小调音阶 

速度：90拍/分钟 

 

考官将会播放一段有鼓点伴奏的两小节的旋律，旋律会采用上述音阶中的一个（由考官决

定），且第一个音将为根音或为第五音。此段旋律将播放两遍，每遍之前会播放根音和四拍

的数拍。每遍之后会有短暂的停顿给考生进行练习。在考生作答之前，会听到四小节人声

数拍，然后考生将跟随鼓点伴奏重复唱出所听到的旋律。 

 

考生可以在两遍练习之后作答随着伴奏录音完成测试。因为认证内容为事先录音，第二遍

播放之后的短暂停顿也会包括在录音内，所以 4拍计数提醒会在考生练习时就进行。此项

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和声重现 

调： 

女声：A大调或 e小调音阶 

男声：E大调或 b小调音阶 

速度：90-130拍/分钟 

考官将会在鼓点伴奏下播放一段基于任意和弦进行的 4小节长的旋律（考官决定用什么

调）。录音当中的人声会唱出根音、第三音或第五音，考生按同样的节奏唱出自然音阶的高

三度或高四度和声。考官会给考生提供歌词。 

 

此部分测试的录音将播放两遍。每遍开始之前会进行 4拍计数。每遍之后会有短暂的停顿

给考生进行练习。在考生作答之前，会听到 4拍人声计数，然后考生将进行和声演唱。考

生可以在两遍练习之后作答随着伴奏录音作答。因为认证内容为事先录音，第二遍播放之

后的短暂停顿也会包括在录音内，所以 4拍计数提醒会在考生练习时就进行。 

 

音乐常识问答 

此部分中，考生共需回答 5个音乐常识问答题。其中 3个问题是有关于所选曲目的音乐常

识，1个关于即兴的问题和 1个关于声音和麦克风的问题。 

 

音乐常识 

第一部分：音乐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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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官将会问 3个问题。这些问题全都与考生的某一首演奏曲目有关(包括自选曲目)。考生

可以自己选择提问的曲目。 

 

若考生提供的曲谱上有任何手写笔迹，考官可能会要求考生选择另外一首曲目。 

 

考生需辨别并解释： 

 曲谱中的任意记谱符号 

 识别任意相邻两个音之间的音程关系，不超过一个八度（并要说明是大音程、小音程

或是纯音程） 

 

第二部分：即兴 

考生需简要描述并展示如何对于所选曲目的任一段落进行即兴创作。此部分应当以曲目中

的旋律、节奏、乐句、力度和表现力为参考。考生可自选曲目中的某一段落进行回答。 

 

第三部分：声乐和麦克风 

考官还会提问关于声乐或麦克风的问题，具体问题由考官决定。必要时考生可在作答时用

简要的歌唱示范加以辅助。 

 

考生须回答： 

 在练习“发声共鸣腔之间的转换”时，你会采用什么方法？（包括你可能采用的音

高） 

 请列出演唱摇滚风格时你可能采用的两种声音处理效果。 

 解释“暖嗓（warm-ups）”和“技巧练习（technical practice）”之间的区别，并分别各

举一例。 

 你会如何采取什么均衡设置 (equalization setting) 来纠正一名演唱时“鼻音”特别重的

歌手？ 

 

演唱证书： 

第 7级认证总长 40分钟，考生只选唱 5首歌曲。 

 

自选曲目 

认证可以接受自选曲目： 

 综合水平认证：2首自选曲目 

 演唱证书：3首自选曲目 

 

更多关于自选曲目的详细信息请参考我们的网址：www.rslawards.com.cn，或发邮件至

info@rslawar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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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级 

 

演唱第 8级认证是为了检测考生是否熟练掌握高级演唱技巧、是否已经建立鲜明的个人风

格。认证可分为两类：综合水平认证和演唱证书。细节请参见第 3页的”认证“部分。在第

8级的所有认证环节，都必须使用麦克风。 

 

在第 8级所有的歌曲中，不论是教材中的曲目还是自选曲目，都需要加入即兴内容，包括

12-16小节自由速度演唱、8小节考生自选的旋律改编。在认证开始之前，考生必须在教材

或曲谱上把这些小节给标注出来，并指给考官看。关于即兴段落的具体说明详见本文第 5

页。 

 

综合水平认证 

 

有准备的内容： 

考生须演唱 3首演唱曲目以及技巧测试内容。此部分须在认证的前两项进行，两者顺序可

以按照考生意愿。考官只会在认证中选择要求演唱一部分技巧测试内容。 

 

无准备的内容： 

在这个级别中，考生需要完成“快速学习”(Quick Study Piece) 的测试内容。这个环节包括

四小节的旋律和八小节的即兴。随后进行两项听力测试：旋律重现（测试一）以及和声重

现（测试二）。和声重现的测试内容包含由考官提供的歌词。 

 

认证的最后部分，是 5个音乐常识问答题。其中 3个问题是基于考生所表演的曲目（考生

有权选择具体某一首曲目），1个问题是关于作品中的即兴段落，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考生

对于音色或麦克风的理解。所有问题将由考官决定。 

 

认证构成 

第 8级认证时长为 40分钟，并按照以下顺序进行： 

 演唱曲目* 

 技巧测试* 

 快速学习曲目 

 听力测试 

 音乐常识问答 

带*的项目可以根据考生意愿作为第一或第二项测试进行。 

 

曲目伴奏的音量设置 

认证开始时，考官会进行设备的音量检查，以确保伴奏播放成功并达到考生的要求。所以

考生在演唱第一首演唱曲目之前，会被要求跟着伴奏演唱前几小节。音量检查将不被打

分。一旦伴奏音量设定完毕，考官将会宣布认证开始。请注意，音量设置只会采用第一首

表演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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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作品 

第 8 级的演唱作品有足够的长度让考生显示出风格技巧的运用。在演唱中，考生要展示出

进阶、成熟的表演意识，同时在表演中对作品进行高度的个人诠释。 

技巧测试 

第 8级中，技巧测试分为 5组。考官将会要求考生从每组当中选择。 

更多内容请参考后文的“技巧测试考核范围”。 

 

A组：音阶 

速度：100拍/分钟 

拍子记号：4/4 

考生应提前准备半音音阶，并可以在 A-E调自选起始音。考生可以选择使用节拍器或者在

测试开始前聆听 4拍的节拍器。不管何种情况下，起始音会在打节拍前播放给考生。  

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B组：琶音 

速度：100拍/分钟 

拍子记号： 4/4 

考生应提前准备减七和弦琶音。此部分必须使用节拍器，但考生可在 C-G调自选起始音。

考生将听到根音，然后是一小节的数拍，然后考生开始演唱。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

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C组：音程 

速度：90拍/分钟 

拍子记号：4/4 

考生应提前准备两种音程进行： 

 

 大七度、小七度和八度音程 

 大三度和小三度音程 

考生将会被考官要求演唱以上两类音程中的一种。考官还会在 A-C（女声）和 D-F（男声）

之间选择起始音。按考官的要求，考生要按顺序演唱根音-大七度音、根音-小七度音、根

音-八度音-根音，或根音-大三度音、根音-小三度音-根音。考生可以选择使用节拍器或者在

测试开始前听节拍器数一小节拍子。不管何种情况下，起始音会在打节拍前播放给考生。  

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D组：伴唱 

速度：130拍/分钟 

拍子记号：4/4 

此项测试包含三个声部的和声演唱，考生需要表演其中一个声部，由考官抽取演唱哪个声

部，所以考生需要提前把三个声部的内容都准备好。考生演唱所选的声部时，必须跟着另

外两个声部的伴唱录音。该录音可从下载页面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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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组：风格学习 

速度：包含节奏的变化，请参照后文的“技巧测试考核范围”的“技巧”部分 

拍子记号：4/4 

考生要从以下列表当中的不同风格中选取一种来表演。这里选取的风格与随后“快速学

习”测试环节的风格相同，之后不再重选。例如，考生在此环节选择表演爵士和蓝调布鲁

斯，随后在“快速学习”的环节，考官会给考生提供爵士和蓝调布鲁斯的速学曲目。 

 

可选风格： 

 流行和音乐剧 (Pop and Music Theatre) 

 灵魂乐和 R’n’B (Soul and R’N’B) 

 爵士和布鲁斯 (Jazz and Blues) 

 摇滚和独立摇滚 (Rock and Indie) 

 

快速学习 

速度：70-160拍/分钟 

本测试中，考生需准备并表演一首快速学习（QSP）。快速学习由 4小节的旋律和 8小节的

即兴部分组成。前 4小节的旋律有曲谱参考，考生须按照谱上标注的所有记号演唱，包括

歌词。在 5-8小节中，考生须基于前 4小节内容即兴创作出风格一致的旋律和歌词，在 9-

12小节中，考生可以即兴创作，无需参照 1-4小节。此项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

的任意演唱方式。允许出现即兴歌词和自由速度演唱。 

 

考官将会给出一份歌曲曲谱，同时播放完整的歌曲录音，包括其中记谱的部分。第一遍播

放之前会播放根音和一小节数拍，播放完毕后考生会有 3分钟的准备时间。练习之前考官

也会播放根音，90秒之后再次播放根音。在这部分，考生可在练习开始之前选择是否一直

使用节拍器，或仅在开始时播放一小节数拍。 

 

在考生练习的 3分钟结束前，伴奏录音会播放两次，不包含记谱的内容。第一遍是为考生

练习，第二遍为考生准备完整版本的演唱。每次演唱之前都会播放根音和一个 4拍的计

数。伴奏录音是持续播放的，即当第一遍演唱完成后，马上接着第二遍演唱的根音和一个

4拍计数。 

 

快速学习的风格将会从以下几个选项中产生，与前一部分测试的风格学习相同。 

曲种： 

可选风格： 

 流行和音乐剧 (Pop and Music Theatre) 

 灵魂乐和 R’n’B (Soul and R’N’B) 

 爵士和布鲁斯 (Jazz and Blues) 

 摇滚和独立摇滚 (Rock and Indie) 

 

这里选取的曲种页与之前曲种学习测试环节的风格相同，具体请与考官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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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测试 

听力测试共有两部分：旋律重现（测试一）以及和声演唱（测试二）。 

 

旋律重现 

调： 

女声：B大调或 d自然小调音阶 

男声：D大调或 e自然小调音阶 

速度：90拍/分钟 

 

考官将会播放一段有鼓点伴奏的两小节的旋律，旋律会采用上述音阶中的一个（由考官决

定），且第一个音将为根音或为第五音。此段旋律将播放两遍，每遍之前会播放根音和四拍

的数拍。每遍之后会有短暂的停顿给考生进行练习。在考生作答之前，会听到四小节人声

数拍，然后考生将跟随鼓点伴奏重复唱出所听到的旋律。 

 

考生可以在两遍练习之后作答随着伴奏录音完成测试。因为认证内容为事先录音，第二遍

播放之后的短暂停顿也会包括在录音内，所以 4拍计数提醒会在考生练习时就进行。此项

测试可以采用除哼唱和口哨之外的任意演唱方式。 

 

和声重现 

调： 

女声：A大调或 b小调音阶 

男声：D大调或 e小调音阶 

速度：90-130拍/分钟 

考官将会在鼓点伴奏下播放一段基于任意和弦进行的 4小节长的旋律（考官决定用什么

调）。录音当中的人声会唱出根音、第三音或第五音，考生按同样的节奏唱出自然音阶的高

三度或高四度和声。考官会给考生提供歌词。 

 

此部分测试的录音将播放两遍。每遍开始之前会进行 4拍计数。每遍之后会有短暂的停顿

给考生进行练习。在考生作答之前，会听到 4拍人声计数，然后考生将进行和声演唱。考

生可以在两遍练习之后作答随着伴奏录音作答。因为认证内容为事先录音，第二遍播放之

后的短暂停顿也会包括在录音内，所以 4拍计数提醒会在考生练习时就进行。 

 

音乐常识问答 

此部分中，考生共需回答 5个音乐常识问答题。其中 3个问题是有关于所选曲目的音乐常

识，1个关于即兴的问题和 1个关于声音和麦克风的问题。 

 

音乐常识 

第一部分：音乐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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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官将会问 3个问题。这些问题全都与考生的某一首演奏曲目有关(包括自选曲目)。考生

可以自己选择提问的曲目。 

 

若考生提供的曲谱上有任何手写笔迹，考官可能会要求考生选择另外一首曲目。 

 

考生需辨别并解释： 

 曲谱中的任意记谱符号 

 识别任意相邻两个音之间的音程关系，不超过十度（并要说明是大音程、小音程或是

纯音程） 

 

第二部分：即兴 

考生需简要描述并展示如何对于所选曲目的任一段落进行即兴创作。此部分应当以曲目中

的旋律、节奏、乐句、力度和表现力为参考。考生可自选曲目中的某一段落进行回答。 

 

第三部分：声乐和麦克风 

考官还会提问关于声乐或麦克风的问题，具体问题由考官决定。必要时考生可在作答时用

简要的歌唱示范加以辅助。 

 

考生须回答： 

 什么是花腔（melisma）？该用什么训练方法来练习？ 

 在演唱灵魂乐/R&B风格的抒情曲目时，你是如何积累情感强度的？请描述。 

 请给出练习“混合”共鸣（mix voice）的强度的两个例子。 

 请解释“动圈式麦克风”和“电容式麦克风”的区别，并分别给出使用方法的例

子。 

演唱证书： 

第 8级认证总长 40分钟，考生只选唱 5首歌曲。 

 

自选曲目 

认证可以接受自选曲目： 

 综合水平认证：2首自选曲目 

 演唱证书：3首自选曲目 

 

更多关于自选曲目的详细信息请参考我们的网址：www.rslawards.com.cn，或发邮件至

info@rslawar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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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测试的范围 

 

第 1、第 2、第 3级 

 第 1级 第 2级 第 3级 

A组：音阶 大调音阶 自然小调音阶 大调和自然小调音

阶 

节奏 70拍/分钟 80拍/分钟 90拍/分钟 

拍子记号 4/4 4/4 4/4 

起始音范围 A-E A-E A-E 

    

B组：琶音 A大和弦琶音的两个

转位 

A小和弦琶音的两个

转位 

A大和弦、A小和弦

琶音 

节奏 70拍/分钟 80拍/分钟 90拍/分钟 

拍子记号 4/4 4/4 3/4 

起始音范围 A-E A-E A-E 

    

C组：音程 大二度、大三度音

程 

大三度、小三度音

程 

纯四度、纯五度音

程 

节奏 90拍/分钟 90拍/分钟 90拍/分钟 

拍子记号 4/4 4/4 4/4 

起始音范围 女声: A-C 

男声: D-F 

女声: A-C 

男声: D-F 

女声: A-C 

男声: D-F 

    

D组：技巧学习 节奏准确度、力度

变化 

节奏准确度、力度

变化 

节奏准确度、力度

变化、转音 

节奏 90-120拍/分钟 超出 90-120拍/分钟 90-120拍/分钟 

拍子记号 4/4 4/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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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第 5级 

 第 4级 第 5级 

A组：音阶 大调五声音阶 小调五声音阶 

节奏 80拍/分钟 80拍/分钟 

拍子记号 4/4 4/4 

起始音范围 A-E A-E 

   

B组：琶音  A大和弦琶音 

 A大和弦琶音（上行），

A大和弦带 E7度音（下

行） 

A大和弦琶音（上行），A大

和弦带 E7度音（下行） 

节奏 80拍/分钟 80拍/分钟 

拍子记号 4/4 3/4 

起始音范围 A-E A-E 

   

C组：音程 大六度、大七度音程 小六度、小七度音程 

节奏 90拍/分钟 90拍/分钟 

拍子记号 4/4 4/4 

起始音范围 女声: A-C 

男声: D-F 

女声: A-C 

男声: D-F 

   

D组：旋律学习     

节奏 115拍/分钟 115拍/分钟 

拍子记号 4/4 4/4 

风格 滑音 slides和下行颤音 trill 

down 

花腔 melismas和下滑音 

scoops 

   

E组：伴唱   

节奏 115拍/分钟 115拍/分钟 

拍子记号 4/4 4/4 

需准备的部分 所有两声部伴唱 所有两声部伴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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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第 7、第 8级 

 

  

 第 6级 第 7级 第 8级 

A组：音阶 布鲁斯音阶 和声音阶 半音音阶 

节奏 100拍/分钟 100拍/分钟 100拍/分钟 

拍子记号 4/4 4/4 4/4 

起始音范围 A-E A-E A-E 

    

B组：琶音 C大和弦琶音 

C减和弦琶音 

C增和弦琶音 C减七和弦琶音 

节奏 100拍/分钟 100拍/分钟 100拍/分钟 

拍子记号 4/4 3/4 4/4 

起始音范围 C-G C-G C-G 

    

C组：音程 大七度和大六度音程 

小七度和小六度音程 

大三度和大二度音程 

小三度和小二度音程 

大七度、小七度、八度

音程 

大三度、小三度音程 

节奏 90拍/分钟 90拍/分钟 90拍/分钟 

拍子记号 4/4 4/4 4/4 

起始音范围 女声: A-C 

男声: D-F 

女声: A-C 

男声: D-F 

女声: A-C 

男声: D-F 

    

D组：伴唱       

节奏 120拍/分钟 120拍/分钟 120拍/分钟 

拍子记号 4/4 4/4 4/4  

需准备的部分 所有三个声部的伴唱 所有三个声部的伴唱 所有三个声部的伴唱 

     

E组： 风格学习    

节奏 85-120拍/分钟内变

化的节奏 

85-120拍/分钟内变化

的节奏 

85-120拍/分钟内变化的

节奏 

拍子记号 4/4 4/4 4/4 

风格 流行和音乐剧 

灵魂乐和 R’n’B 

爵士和布鲁斯 

摇滚和独立摇滚 

流行和音乐剧 

灵魂乐和 R’n’B 

爵士和布鲁斯 

摇滚和独立摇滚 

流行和音乐剧 

灵魂乐和 R’n’B 

爵士和布鲁斯 

摇滚和独立摇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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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唱和即兴的测试范围 

第 1、第 2、第 3级 

 第 1级 第 2级 第 3级 

视唱 

调 女声：C大调 

男声：C大调 

女声：F大调或 a小

调 

男声：C大调或 a小

调 

女声：C大调或 d小调 

男声：F大调或 e小调 

节奏 70拍/分钟 70拍/分钟 70拍/分钟 

音域 不超过大三度 不超过大三度 不超过纯五度 

长度 4小节 4小节 4小节 

    

即兴 

调 女声：C大调 

男声：C大调 

女声：a小调 

男声：a小调 

女声：G大调或 e小调 

男声：G大调或 e小调 

节奏 70拍/分钟 80-90拍/分钟 80-90拍/分钟 

长度 4小节 4小节 4小节 

 

 

第 4、第 5级 

 第 4级 第 5级 

视唱 

调 女声：D大调、降 B大调、b小

调、或 d小调 

男声：D大调、降 B大调、e小

调、或 d小调 

女声：D大调、降 B大调、b小

调、或 d小调 

男声：D大调、降 B大调、e小

调、或 d小调 

节奏 8-90拍/分钟 85-95拍/分钟 

音域 不超过一个八度 不超过一个八度 

长度 8小节 8小节 

   

即兴 

调 女声：D大调、降 B大调、b小

调、或 d小调 

男声：D大调、降 B大调、d小

调、或 a小调 

女声：D大调、降 B大调、e小

调、或 d小调 

男声：D大调、降 B大调、e小

调、或 d小调 

节奏 95拍/分钟 100拍/分钟 

长度 8小节 8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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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学习的测试范围 

 

第 6、第 7、第 8级 

 第 6级 第 7级 第 8级 

节奏 70-160拍/分钟 70-160拍/分钟 70-160拍/分钟 

长度 12小节 12小节 12小节 

风格 流行和音乐剧 

灵魂乐和 R’n’B 

爵士和布鲁斯 

摇滚和独立摇滚 

流行和音乐剧 

灵魂乐和 R’n’B 

爵士和布鲁斯 

摇滚和独立摇滚 

流行和音乐剧 

灵魂乐和 R’n’B 

爵士和布鲁斯 

摇滚和独立摇滚 

 

 

听力测试的范围 

 

第 1、第 2、第 3级 

 第 1级 第 2级 第 3级 

测试一：旋律重现 

调 无定调 C大调音阶 女声：C大调或 a自

然小调音阶 

男声：F大调或 a自

然小调音阶 

节奏 85拍/分钟 85拍/分钟 90拍/分钟 

测试内容 按顺序的 3个音： 

识别高/低音 

C大调的前 3个音构

成的 2小节旋律，第

一个音为根音 

以上调的前 5个音所

构成 2小节旋律，第

一个音为根音 

    

测试二：节奏重现 

节奏 90拍/分钟 90拍/分钟 90拍/分钟 

测试内容 在鼓点伴奏下，

用”da“或”ba“唱出

2小节长的节奏 

在鼓点伴奏下，

用”da“或”ba“唱出 2

小节长的节奏 

在鼓点伴奏下，

用”da“或”ba“唱出 2

小节长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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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第 5级 

 第 4级 第 5级 

测试一：旋律重现   

调 女声：D大调或 b自然小调音

阶 

男声：G大调或 e自然小调音

阶 

女声：降 B大调或 a自然小调音

阶 

男声：D大调或 c自然小调音阶 

节奏 90拍/分钟 90拍/分钟 

测试内容 由以上音阶中的 6个音构成的 2

小节旋律，第一个音为根音 

由以上音阶构成的 2小节旋律，第

一个音为根音 

   

测试二：伴唱   

调 女声：C大调或 A大调 

男声：D大调或 F大调 

女声：A大调或 F大调 

男声：C大调或 A大调 

节奏 90-100拍/分钟 90-110拍/分钟 

测试内容 高于伴唱录音的大三度 高于伴唱录音的三度 

 

第 6、第 7、第 8级 

 

 第 6级 第 7级 第 8级 

测试一：旋律重现    

调 女声：A大调或 c自

然小调音阶 

男声：E大调或 d自

然小调音阶 

女声：、B大调或 d

自然小调音阶 

男声：D大调或 e

自然小调音阶 

女声：、B大调或 d

自然小调音阶 

男声：D大调或 e

自然小调音阶 

节奏 90拍/分钟 90拍/分钟 90拍/分钟 

测试内容 由以上音阶构成的 2

小节旋律，第一个音

为根音或五度音 

由以上音阶构成的 2

小节旋律，第一个

音为根音或五度音 

由以上音阶构成的 2

小节旋律，第一个

音为根音、三度音

或五度音 

    

测试二：伴唱    

调 女声：C大调或 A大

调 

男声：G大调或 A大

调 

女声：A大调或 e小

调 

男声：E大调或 b小

调 

女声：A大调或 b

小调 

男声：D大调或 b

小调 

节奏 90-120拍/分钟 90-130拍/分钟   

测试内容 同样节奏、高于伴唱

录音的三、四度 

同样节奏、高于伴

唱录音的三、四度 

同样节奏、高于伴

唱录音的三、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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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有准备的内容（演唱作品和技巧测试） 

 

 第 1级——第 3级 第 4级——第 5级 第 6级——第 8级 

优秀 
 
每首演唱作品 

（18-20分） 

技巧测试（13-15分） 

 非常连贯、扎实的基

本技巧 

 非常稳定的节奏感 

 整体音色好，音准稳

定、力度控制明显 

 严格按记谱法演唱 

 整体音调、音高连贯 

 和伴奏录音合拍、连

贯性好 

 （第 3级）非常稳定

的基本风格特征 

 （第 3级）非常稳定

的基本即兴技巧，并

注意和声、旋律 

 非常自信、歌词和情

感表演力强 

 非常连贯、扎实的基本

技巧 

 非常稳定的节奏感 

 自信的发音、吐字、乐

句 

 整体音色好，音准稳

定、力度控制明显 

 严格按记谱法演唱 

 整体音调、音高连贯 

 和伴奏录音合拍、连贯

性好 

 非常稳定的基本风格特

征 

 非常稳定的基本即兴技

巧，和声、旋律方面具

有高度结构性和完整性 

 非常自信、歌词和情感

表演力强 

 强烈的个人诠释能力 

 自信的麦克风使用技巧 

 轻松地掌握高级技巧 

 自然体现出的节奏感和律

动感 

 十分自信的吐字、发音和

乐句 

 整体音准稳定、力度变化

控制好 

 严格按记谱法演唱 

 整体音调、音高非常轻

松、连贯 

 和伴奏录音合拍、连贯性

好 

 整体风格纯正、细节明显 

 完美的即兴，结构性强，

并高度注意和声、旋律和

构造 

 非常专业的表演 

 强烈的个人诠释能力 

 十分自信地使用麦克风 

良好 
 
每首演唱作品 

（15-17分） 

技巧测试（11-12分） 

 扎实的基本技巧 

 准确的节奏感，有小

瑕疵 

 整体音准基本稳定 

 正确按记谱演唱 

 整体音调、音高基本

连贯、有小瑕疵 

 同步性、连贯性比较

高 

 （第 3级）体现了一

定的基本风格特征 

 （第 3级）有一定的

基本即兴技巧，和

声、旋律具有一定整

体性和意识 

 整体表现基本自信，

在歌词和情绪上表现

良好 

 连贯、扎实的基本技巧 

 稳定的节奏感 

 适当的发音、吐字、乐

句 

 整体音色较好好，音准

稳定、力度控制较明显 

 准确按记谱法演唱 

 整体音调、音高连贯 

 和伴奏录音比较合拍、

连贯性较好 

 较稳定的基本风格特征 

 较稳定的基本即兴技

巧，和声、旋律方面具

有较好结构性和完整性 

 较自信、歌词和情感表

演力较好 

 清晰的个人诠释能力 

 自信的麦克风使用技巧 

 较好地掌握高级技巧 

 始终体现出节奏感和律动

感 

 适当的吐字、发音和乐句 

 整体音准较稳定、力度变

化控制较好 

 准确按记谱法演唱 

 整体音调、音高较轻松、

连贯 

 和伴奏录音合拍、连贯性

好 

 整体风格注意了细节，很

自信地表现了歌词和情绪 

 即兴部分具有说服力，结

构性好，有恰当的和声、

旋律 

 非常自信专业的表演 

 很强的个人诠释能力 

 自信地使用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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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 
 
每首演唱作品 

（12-14分） 

技巧测试（9-10分） 

 基本技巧过关，有个

别错误 

 基本的节奏感，有小

瑕疵但不影响连贯性 

 
 整体音准基本稳定，

有个别错误 

 
 识谱基本正确，有个

别错误 

 整体音调、音高基本

连贯、有小瑕疵 

 连贯性、连贯性尚可 

 （第 3级）体现了一

些风格特征 

 （第 3级）体现了一

些即兴技巧，并含有

和声、旋律 

 基本自信、歌词和情

感表现力尚可 

 基本技巧过关，有个别

错误 

 基本稳定的节奏感和律

动 

 大体适当的吐字、发音

和乐句 

 
 整体音准基本稳定、力

度变化控制基本符合曲

风 

 识谱、和声基本准确，

有小瑕疵但不影响连贯

性 

 整体音调、音高连贯，

有小瑕疵但不影响连贯

性 

 连贯性、连贯性比较

好，有小瑕疵但不影响

连贯性 

 整体风格细节基本明

显、歌词和情感表现力

尚可 

 基本的即兴技巧，并大

致注意和声、旋律、结

构；基本满足风格要求 

 大体自信、表演力较强 

 体现了一些个人诠释能

力 

 麦克风的使用基本过关 

 高级技巧基本过关，有个

别错误 

 基本稳定的节奏感和律动 

 适当的吐字、发音和乐句 

 整体音准基本稳定、力度

变化控制符合风格特点 

 比较准确地识谱，有个别

错误 

 整体音调、音高连贯 

 连贯性、连贯性高，有小

瑕疵但及时修正 

 整体风格明显、歌词和情

感表现力尚佳 

 大体过关的即兴，和声、

旋律和结构尚可 

 自信的表演 

 个人诠释能力尚可 

 麦克风的使用基本过关 

未通过 1 
 
每首演唱作品 

（7-11分） 

技巧测试（4-8分） 

 基本技巧不过关，有

个别停顿或重来 

 节奏感、律动错误，

有小瑕疵影响连贯性 

 
 整体音准不稳定 

 识谱错误 

 有几处音调不准确 

 同步和连贯性不佳 

 （第 3级）风格特征

不明显 

 （第 3级）较少的即

兴技巧，未含有和

声、旋律 

 缺乏交流、歌词和情

感表现力不佳 

 基本技巧不过关，有个

别停顿或重来 

 节奏感、律动错误，有

小瑕疵影响连贯性 

 吐字、发音和措辞不恰

当 

 整体音准不稳定 

 识谱、和声错误 

 有几处音调不准确 

 同步性、连贯性不佳 

 风格特点不明显，交流

有限 

 较少的即兴技巧，未注

意和声、旋律、结构；

不能满足风格要求 

 缺乏交流、歌词和情感

表现力不佳 

 个人诠释能力不佳 

 使用麦克风不过关 

 高级技巧错误明显 

 节奏感、律动错误 

 吐字、发音和措辞不适当 

 整体音准不稳定 

 识谱、和声错误 

 有几处音调不准确 

 同步性、连贯性不佳 

 风格特点不明显，交流有

限 

 较少的即兴技巧，未注意

和声、旋律、构造；不能

满足风格要求 

 缺乏交流、歌词和情感表

现力不佳 

 个人诠释能力不佳 

 使用麦克风不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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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通过 2 
 
每首演唱作品 

（0-6分） 

技巧测试（0-3分） 

 同一个技巧错误导致

数次停顿或重来 

 节奏感多处错误 

 
 整体音准不稳定 

 
 不能识谱 

 音高不准确 

 不能同步、连贯性不

佳 

 （第 3级）未展现风

格特征 

 （第 3级）无即兴 

 表演较差、无交流、

歌词和情感表现力不

佳 

 
 一些测试部分未完成/

忽略（至 40%） 

 未能完成的部分皆

为”0“分 

 同一个技巧错误导致数

次停顿或重来 

 节奏感混乱 

 吐字、发音和措辞不佳 

 
 整体音准不稳定 

 
 不能识谱 

 音高不准确 

 不能同步、连贯性不佳 

 未展现风格特征 

 无即兴 

 特别紧张，表演较差、

无交流、歌词和情感表

现力不佳 

 
 个人诠释能力不佳或没

有 

 使用麦克风非常差 

 
 一些测试部分未完成/忽

略（至 40%） 

 未能完成的部分皆

为”0“分 

 技巧错误导致数次停顿或

重来 

 节奏感混乱 

 吐字、发音和措辞不佳 

 
 整体音准不稳定 

 
 不能识谱 

 音高不准确 

 不能同步、连贯性不佳 

 未展现风格特征 

 无即兴 

 紧张，表演较差、无交

流、歌词和情感表现力不

佳 

 
 个人诠释能力不佳或没有 

 使用麦克风非常差 

 
 一些测试部分未完成/忽略

（至 25%） 

 未能完成的部分皆为”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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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安排的内容 

 

 第 1级——第 3级 第 4级——第 5级 第 6级——第 8级 

优秀 

 

视唱和即兴（9-10） 

 恰当、扎实的基本技

巧 

 识谱 、音高准确 

 连贯、明显的节奏感

和律动及音色的运用 

 连贯的乐句 

 
 非常自信的表演 

 即兴技巧具有音乐

性、风格性 

视唱或即兴（9-10） 

 恰当、扎实的基本技巧 

 识谱 、音高准确 

 连贯、明显的节奏感和

律动及音色的运用 

 富有乐感的乐句、风格

细节特征明显 

 
 自信、专业的表演 

 即兴技巧具有音乐性、

风格性 

快速学习（9-10） 

 扎实的高级技巧 

 识谱 、音高连贯准确、

自如 

 连贯、强烈的节奏感和

律动，表演流畅 

 在乐句和沟通上体现出

极强的风格特征 

 
 自信、专业的表演 

 即兴技巧具有音乐性、

风格性 

听力测试（9-10） 

 自信、反应迅速、准

确率高、同步性强 

 非常自信的表演 

听力测试（9-10） 

 自信、反应迅速、准确

率高、同步性强 

 非常自信的表演 

听力测试（9-10） 

 自信、反应迅速、准确

率高、同步性强 

 非常自信的表演 

音乐常识（5） 

所有问题回答正确 

音乐常识（5） 

所有问题回答正确 

音乐常识（5） 

所有问题回答正确 

良好 

 

视唱和即兴（7-8） 

 扎实的基本技巧 

 整体识谱、音高准确 

 较好的节奏感、律动

和音色 

 具有说服力的乐句 

 自信的表演 

 即兴技巧基本具有音

乐性、风格性 

视唱和即兴（7-8） 

 扎实的基本技巧 

 整体识谱、音高准确 

 较好的节奏感、律动和

音色 

 乐句结构好，有风格细

节 

 自信的表演 

 稳定、适当的即兴和发

展 

快速学习（7-8） 

 扎实的高级技巧，使用

准确 

 整体识谱、音高准确 

 较好的节奏感、律动和

音色 

 乐句和沟通上体现了风

格特征 

 有说服力的表演 

 流畅、非常适当的即兴

与发展 

听力测试（7-8） 

 准确率较高、同步性

较强 

 较自信的表演 

听力测试（7-8） 

 准确率较高、同步性较

强 

 较自信的表演 

听力测试（7-8） 

 准确率较高、同步性较

强 

 较自信的表演 

音乐常识（4） 

4个问题回答正确 

音乐常识（4） 

4个问题回答正确 

音乐常识（4） 

4个问题回答正确 

合格 

 

视唱和即兴（6） 

 基本技巧过关 

 整体识谱、音高基本

准确，有小瑕疵 

 基本过关的节奏感和

律动 

 乐句构成较好 

 
 基本自信的表演 

 即兴技巧基本符合曲

种要求 

视唱和即兴（6） 

 基本技巧过关 

 整体识谱、音高基本准

确，有小瑕疵 

 基本过关的节奏感和律

动 

 乐句构成较好，有风格

细节 

 
 基本自信的表演 

 大体流畅、适当的即兴 

快速学习（6） 

 高级技巧过关、使用得

当  

 整体识谱、音高基本准

确，有小瑕疵 

 基本过关的节奏感和律

动 

 乐句有风格特征，有较

自信的交流 

 
 基本自信的表演 

 即兴技巧基本符合风格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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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测试（6） 

 基本准确的反应，同

步性基本准确 

 基本自信的表演 

听力测试（6） 

 基本准确的反应，同步

性基本准确 

 基本自信的表演 

听力测试（6） 

 基本准确的反应，同步

性基本准确 

 基本自信的表演 

音乐常识（3） 

3个问题回答正确 

音乐常识（3） 

3个问题回答正确 

音乐常识（3） 

3个问题回答正确 

未通过

1 
 

视唱和即兴（3-5） 

 基本技巧不过关 

 整体识谱、音准有许

多失误 

 需要重来 

 节奏有错误 

 音色控制不好 

 
 不自信的表演 

 不恰当的即兴和发

展，基本不符合风格

要求 

视唱和即兴（3-5） 

 基本技巧不过关 

 整体识谱、音准有许多

失误 

 需要重来 

 节奏有错误 

 音色控制不好 

 乐句构成和风格细节有

限 

 
 不自信的表演 

 不恰当的即兴和发展，

基本不符合风格要求 

快速学习（3-5） 

 不能很好控制高级技巧 

 整体识谱、音准有许多

失误 

 需要重来 

 节奏有错误，音高控制

不达标 

 风格、乐句和交流不过

关 

 不自信的表演 

 极有限的即兴和发展 

 听力测试（3-5） 

 有错误，不同步 

 不自信的表演 

听力测试（3-5） 

 有错误，不同步 

 不自信的表演 

听力测试（3-5） 

 有错误，不同步 

 不自信的表演 

音乐常识（2） 

2个问题回答正确 

音乐常识（2） 

2个问题回答正确 

音乐常识（2） 

2个问题回答正确 

未通过

2 
 

视唱和即兴（0-2） 

 基本技巧不过关 

 整体识谱、音准有许

多失误，而且未意识

到 

 一些测试部分未完成/

忽略（至 40%） 

 没有节奏感 

 音色控制失败 

 
 非常不自信的表演 

 无即兴技巧/不符合风

格要求 

视唱和即兴（0-2） 

 基本技巧不过关 

 整体识谱、音准有许多

失误，而且未意识到 

 一些测试部分未完成/忽

略（至 40%） 

 没有节奏感 

 音色控制失败 

 
 非常不自信的表演 

 无即兴技巧/不符合风格

要求 

快速学习（0-2） 

 未能掌握高级技巧 

 整体识谱、音准有许多

失误，而且未意识到 

 一些测试部分未完成/忽

略（至 40%） 

 节奏混乱，没有律动感 

 未控制音高 

 没有风格、乐句和交流 

 非常不自信的表演 

 无即兴技巧/不符合风格

要求 

听力测试（0-2） 

错误多/未听出内容  

听力测试（0-2） 

错误多/未听出内容  

听力测试（0-2） 

错误多/未听出内容  

音乐常识（0-1） 

0-1个问题回答正确 

 
未能完成的部分皆为”0“分 

音乐常识（0-1） 

0-1个问题回答正确 

 
未能完成的部分皆为”0“分 

音乐常识（0-1） 

0-1个问题回答正确 

 
未能完成的部分皆为”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