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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大调 音阶 & 终止式左手 C大调 终止式右手-1 

C大调 终止式右手-2 C大调 终止式右手-3 

C大调 终止式右手-4 & 主三和弦琶音 C大调 属七和弦 

a和声小调 音阶 & 终止式左手 a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1 

a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2 a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3 

a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4 & 主三和弦琶音 a和声小调 减七和弦 



G大调 音阶 & 终止式左手 G大调 终止式右手-1 

G大调 终止式右手-2 G大调 终止式右手-3 

G大调 终止式右手-4 & 主三和弦琶音 G大调 属七和弦 

e和声小调 音阶 & 终止式左手 e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1 

e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2 e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3 

e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4 & 主三和弦琶音 e和声小调 减七和弦 



D大调 音阶 & 终止式左手 D大调 终止式右手-1 

D大调 终止式右手-2 D大调 终止式右手-3 

D大调 终止式右手-4 & 主三和弦琶音 D大调 属七和弦 

b和声小调 音阶 & 终止式左手 b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1 

b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2 b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3 

b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4 & 主三和弦琶音 b和声小调 减七和弦 



A大调 音阶 & 终止式左手 A大调 终止式右手-1 

A大调 终止式右手-2 A大调 终止式右手-3 

A大调 终止式右手-4 & 主三和弦琶音 A大调 属七和弦 

f♯和声小调 音阶 & 终止式左手 f♯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1 

f♯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2 f♯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3 

f♯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4 & 主三和弦琶音 f♯和声小调 减七和弦 



E大调 音阶 & 终止式左手 E大调 终止式右手-1 

E大调 终止式右手-2 E大调 终止式右手-3 

E大调 终止式右手-4 & 主三和弦琶音 E大调 属七和弦 

c♯和声小调 音阶 & 终止式左手 c♯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1 

c♯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2 c♯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3 

c♯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4 & 主三和弦琶音 c♯和声小调 减七和弦 



B大调 音阶 & 终止式左手 B大调 终止式右手-1 

B大调 终止式右手-2 B大调 终止式右手-3 

B大调 终止式右手-4 & 主三和弦琶音 B大调 属七和弦 

g♯和声小调 音阶 & 终止式左手 g♯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1 

g♯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2 g♯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3 

g♯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4 & 主三和弦琶音 g♯和声小调 减七和弦 



F大调 音阶 & 终止式左手 F大调 终止式右手-1 

F大调 终止式右手-2 F大调 终止式右手-3 

F大调 终止式右手-4 & 主三和弦琶音 F大调 属七和弦 

d和声小调 音阶 & 终止式左手 d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1 

d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2 d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3 

d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4 & 主三和弦琶音 d和声小调 减七和弦 



B♭大调 音阶 & 终止式左手 B♭大调 终止式右手-1 

B♭大调 终止式右手-2 B♭大调 终止式右手-3 

B♭大调 终止式右手-4 & 主三和弦琶音 B♭大调 属七和弦 

g和声小调 音阶 & 终止式左手 g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1 

g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2 g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3 

g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4 & 主三和弦琶音 g和声小调 减七和弦 



E♭大调 音阶 & 终止式左手 E♭大调 终止式右手-1 

E♭大调 终止式右手-2 E♭大调 终止式右手-3 

E♭大调 终止式右手-4 & 主三和弦琶音 E♭大调 属七和弦 

c和声小调 音阶 & 终止式左手 c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1 

c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2 c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3 

c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4 & 主三和弦琶音 c和声小调 减七和弦 



A♭大调 音阶 & 终止式左手 A♭大调 终止式右手-1 

A♭大调 终止式右手-2 A♭大调 终止式右手-3 

A♭大调 终止式右手-4 & 主三和弦琶音 A♭大调 属七和弦 

f和声小调 音阶 & 终止式左手 f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1 

f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2 f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3 

f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4 & 主三和弦琶音 f和声小调 减七和弦 



D♭大调 音阶 & 终止式左手 D♭大调 终止式右手-1 

D♭大调 终止式右手-2 D♭大调 终止式右手-3 

D♭大调 终止式右手-4 & 主三和弦琶音 D♭大调 属七和弦 

b♭和声小调 音阶 & 终止式左手 b♭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1 

b♭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2 b♭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3 

b♭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4 & 主三和弦琶音 b♭和声小调 减七和弦 



G♭大调 音阶 & 终止式左手 G♭大调 终止式右手-1 

G♭大调 终止式右手-2 G♭大调 终止式右手-3 

G♭大调 终止式右手-4 & 主三和弦琶音 G♭大调 属七和弦 

e♭和声小调 音阶 & 终止式左手 e♭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1 

e♭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2 e♭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3 

e♭和声小调 终止式右手-4 & 主三和弦琶音 e♭和声小调 减七和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