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伴吉他入门零基础自学教程

欢迎大家来到音伴吉他课程。本套教程我们将从零开始教大家学会吉他。整套视频教

程我们将采用 4K 高清多机位拍摄，尽量让大家都能够身临其境的和我们一起学习。有别于

传统的教材，这套视频教程我们将会为大家准备大量循序渐进的基础练习资料，同时我们会

在视频教学的过程中让大家潜移默化的了解乐理知识，并且尽量讲解通俗易懂。课程常识部

分虽不是重点大家可相应的了解一下，后面实际弹奏部分我们会准备相应的练习资料给大

家，大家一定要多花一些时间去练习，争取每一个知识点都能够熟练掌握，学以致用。

本教程资料我们随时都会有更新，学习的琴友请一定要下载我们最新的版本，教程资

料在教程链接里面有下载，同时大家如有发现错误的地方欢迎给我们留言。

教程视频链接：

https://www.yinban.com/course/basics/4935.html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官网：https://www.yinban.com/
公众号：yinban66
B站：音伴吉他课堂

西瓜：音伴吉他课堂

https://www.yinban.com/course/basics/4935.html
https://www.yinban.com/
https://space.bilibili.com/275001676
https://www.ixigua.com/home/56821318169543/


第一章 吉他常识

一、认识吉他

二、吉他的种类

吉他作为世界上最流行的乐器之一，拥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其中古典吉

他的演奏技巧最为高深。古典吉他使用尼龙弦，音色柔美圆润，更多地用于独奏、

重奏。由于古典吉他指板较宽，部分手指较粗的学员也可使用古典吉他来学习弹

唱。

电吉他一般为实心，它靠琴弦切割拾音器里的磁力线产生声音信号，通过专

业音响发声。加上专业的效果器以后可以创造出各种特殊的音色。



民谣吉他使用钢丝弦，相对古典吉他琴颈较窄，音色也更加清脆。它不仅能

独奏，还特别适合自弹自唱，也是本教材的重点内容。

三、吉他的选购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选择一把适合自己的吉他是非常重要的。

合板吉他：面板、背板、侧板都是使用最差的胶合木，价格比较便宜。我们

一般不建议大家选用这类吉他，音色的优劣不必多说，如果手感、音准偏差过大，

会给你学琴积极性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当然市面上也有一些不错的合板吉他，比

如说卡马吉他的入门合板琴。

单板吉他：单板并不是说是一块整的木板，单板是实木的意思，这个概念大

家不要弄错。单板通常分为面单、面侧单、面背单，音色比大部分合板吉他要好

很多，一般国产单板吉他的价格在 1500 元到 4000 元之间，比较建议大家使用这

类吉他。

全单吉他：全单就是说面板、侧板、背板都是由实木制作而成，属于木吉他

中的中高端档次，价格区间也比较大，通常在 3500 元以上。如果你的经济情况

允许，全单吉他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四、吉他的保养

1、避免磕碰、撞击；

2、避免雨淋、受潮、阳光直射；

3、携带外出时应当装入琴包、琴箱；

4、长时间不用应当放松琴弦，避免指板因琴弦的张力而变形；

5、琴弦生锈应及时更换；

6、最好的保养方式就是经常弹！

五、吉他的调弦

“音准”是音乐艺术的前提，你演唱的音域可以不够宽广，弹奏的技巧也可

以不太精湛，但是音准达不到起码的要求是绝对不允许的。

1、调音器

最简单最直接的调音方法就是使用吉他调音器，现在甚至都不需要单独购买

调音器，直接用手机下载调音软件即可。

2、五品调音法

吉他常用的定音法是将 654321 弦空弦的音高分别定位 EADGBE。

第六弦的第五品与第五弦的空弦音高相同；

第五弦的第五品与第四弦的空弦音高相同；

第四弦的第五品与第三弦的空弦音高相同；

第三弦的第四品与第二弦的空弦音高相同；

第二弦的第五品与第一弦的空弦音高相同。

在没有调音器的情况下，调音其实并不难，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对初学者而

言听力水平达不到要求，特别是两个音非常接近的时候，那种细微的差别可能无

法判断，所以我们这里讲到五品调音法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提升你的听力水平。更

具体的讲解大家可以观看我们的调音教学视频。



第二章 吉他的弹奏方法

一、持琴姿势（三点持琴法）

1、右腿放平，将琴箱下侧凹部分放在右大腿处，为第一点。离自己身体的

距离不要太远或太近，保持一个拳头左右的距离比较合适；

2、在保持第一点的基础上，将琴箱轻靠的自己胸前，为第二点。此时吉他

是有点倾斜的。

3、右手手肘放在琴箱侧板上，肘关节的位置处于最高点，为第三点，手指

稍微张开盖住音孔，琴头微微朝上。

二、右手弹奏方法

右手弹奏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拨片（pick）法，另一种是指弹法，本教程主

要讲解指弹法。

首选右手各手指我们分别用字母：P-大拇指、i-食指、m-中指、a-无名指、

Ch-小指代表。

1、右手大拇指不要过于弯曲，放松即可，用大拇指内侧轻放在第六弦上，

食指、中指、无名指指尖分别放于三、二、一弦下方，此时右手手型像握住一个

鸡蛋的感觉；

2、手掌呈圆弧形，手腕放松，有略微向外突出的感觉；

3、大拇指垂直于地面方向发力，弹奏完第六弦大拇指会自然地搭到第五弦，

弹奏完第五弦大拇指会自然地搭到第四弦，弹奏完第四弦大拇指放回到第六弦，

叫做靠弦奏法。注意弹奏时应当用手指与手掌连接的那个关节发力，也就是大关

节；

4、食指、中指、无名指的发力方向朝手掌心靠上的方向，同样用大关节发

力，注意手型不要有变化。食指、中指、无名指不建议用靠弦奏法，弹奏完一根

弦以后手指可以悬空，叫做悬空奏法，并且不要碰到刚弹完的琴弦，让琴弦保持

充分的震动；

5、除非特殊音色的需要，右手的拨弦位置应在音孔中间的位置，太靠前音

色会偏暗，太靠后音色会偏硬。

另外，用指尖和指甲拨弦都是可以的，但是指甲不宜过长，并且指甲边缘应

打磨光滑。

练习作业提交方式：请大家拍好练习视频发布时@音伴吉他课堂（抖音、快

手、B 站均可收到@信息），收到信息后我们老师会帮大家查看练习是否正确并

加以指正。

三、左手按弦方法

1、左手手臂自然下垂，手腕放松；

2、大拇指自然放于琴颈后，不要太过用力，手掌心不能贴到琴颈上；

3、按弦时第一指节与琴弦垂直，用手指指尖的肉垫部分按弦；

4、左手手指按弦时应尽量靠近品丝，但不应该碰到品丝，这样会使你按弦

更加省力，发音也会更加饱满、清脆；

5、按弦时手指力度不要太大，能正常发声即可；

6、暂时不按弦的手指尽量放松，不要离琴弦太远，养成这个习惯，在以后



需要加速的时候才能不影响弹奏速度；

7、左手手指分为数字 12345 来代表，分别为食指-1、中指-2、无名指-3、

小指-4，大拇指为 5指或者字母 T，部分和弦图上会用“T”来表示大拇指。

第三章 基础乐理

一、简谱

简谱符号 1 2 3 4 5 6 7

音名 C D E F G A B

唱名 Do Re Mi Fa Sol La Si

关于简谱相信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只是平时用到的情况可能比较少，上表

需要大家熟记，以便于以后和弦的学习。

音名即为简谱符号的名称，唱名就是告诉你这个音是如何被人唱出来的，既

包括了如何发音，也表示了音的高低，但是很多人在谈论音乐时却忽略掉了音的

高低这个因素，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在简谱的记谱法里面，我们会在基本符号的基础上加上小圆点，来表示低音、

中音或者高音：

（民谣吉他考级教程第二章乐理初步第 4页最下方）

二、音符的时值

时值表示音符时间的长短，在简谱中我们使用短横线、附点、连音线来表示

音符的时值。

在简谱中表示时值的基本符号叫做“四分音符”， 如“1”“3”“5”，在

四分音符后面加上一根短横线就变成二分音符，如“1—”“3—”“5—”，加

在基本音符跟后面的短横线叫做增时线，每增加一条增时线就表示延长一个四分

音符的时值；在四分音符下面加上短横线就变成八分音符，如“1”“3”“5”,

加在基本音符下面的短横线叫做减时线，每增加一条减时线表示缩短原音符时值

的一半。

以“Sol”为例，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音符名称 全音符 二分音符 四分音符 八分音符 十六分音符

记谱法 5——— 5— 5 5 5

时值 4拍 2拍 1拍 1/2 拍 1/4 拍

另外，一拍到底有多长，这不是一成不变的，比方说一个歌曲我们可以以每



分钟 60 拍弹奏，也就是一秒钟一拍，也可以以每分钟 90 拍弹奏，也就是两秒钟

三拍。在比较严谨的乐谱中都标明了演奏速度，也就是每分钟应该弹多少拍，建

议大家在练习时使用节拍器帮助自己的节奏稳定，使用节拍器时可以调成比原速

更慢的速度，熟练了以后再提速。

熟悉了音符的时值以后就会涉及到节奏型，这里暂时先不涉及到节奏型，到

练习扫弦时我们会重点讲解节奏型如何理解和运用。

三、六线谱

六线谱是吉他专用谱，六根弦分别对应吉他的六根弦（在吉他上，最细的弦

为 1弦，最粗的弦为 6弦）。六线谱的六根线从上往下数分别对应吉他的 1、2、

3、4、5、6弦。

六线谱用数字表示音符所在的弦和品位，即数字在第几弦的第几品，左手手

指就按在数字所在的弦和品位上，右手弹奏数字所在的弦，空弦时用数字 0表示，

若在不同的弦上有若干个数字上下呈一条直线对齐时，表示这几个音需要同时弹

奏。在弹奏有和弦的吉他谱时，六线谱上方一般会标注和弦，此时六线谱中会用

×来表示需要弹奏的弦，我们只需要按好和弦，然后弹奏×所在的的弦即可。数

字和×可能会同时存在于六线谱中。

请先不要急于练习，能看懂即可。



四、五线谱

在民谣吉他的演奏中，特别是弹唱谱，其实用到的地方不多，几乎不用，更

多的情况是用到六线谱和简谱，但是六线谱中的音符记法与五线谱中音符的记法

类似。



吉他谱更像是五线谱和简谱的结合，既有符干符尾，部分音符也用到了增时

线。

乐理是音乐学习的基础，请各位同学认真理解并熟记，其实乐理很简单，不

要把它想得复杂。



吉他练习的注意事项

1、自己制定一个学习目标，坚持每天练琴；

2、请务必重视基本功的训练，这是取得好成绩的必要条件；

3、请严格照谱弹奏每一条手指练习、每一首练习曲，练习时把控好弹奏速

度，建议加上节拍器练习，刚开始时不要弹太快，熟练了以后可以提速练习；

4、请保持正确的姿势、手型，刚开始练习时不建议有特殊的想法；

5、在练好基本功之前不要急于弹奏自己力不能及的曲子；

6、碰到难点时应当仔细思考，分析难点所在；

7、演奏一首曲子时应当加入自己对乐曲的理解，倾注自己的感情到每一个

音符，让每一首曲子都有生命力；

8、让吉他成为你的朋友，而不要变成一种负担，把每次练习都当成是一种

情绪的表达，一次对朋友的倾诉，释放生活、学习、工作中的压力的一种方式，

保持良好的心态；

9、最后再请做到以下三点：①坚持②练习③坚持练习！



第一课 右手分解和弦练习

目的：1、掌握持琴姿势；

2、掌握右手的基本弹奏方法。

要求：

1、大拇指弹奏低音（四五六弦）时用靠弦奏法，其他手指弹奏相对应的弦

时用不靠弦奏法；

2、保持正确的持琴姿势与基本手型；

3、打开节拍器，慢速、均匀、连贯地弹奏每一个音符。

练习 1：

练习 2：

练习 3：

练习 4：



第二课 左手按弦练习（单音）Ⅰ

目的：

1、巩固持琴姿势；

2、掌握左手手型和各指按弦方法；

3、掌握左右手配合弹奏方法。

要求：

1、请仔细阅读或观看左手功能、姿势、手型的相关内容后进行练习；

2、打开节拍器，慢速、均匀地练习；

3、左手 1、2、3、4 指分管一、二、三、四品位上的音，也就是说 1指管

一品，2 指管二品，3 指管三品，4指管四品；

4、重点在于左手的手型，如果练习的时候有发不出声的情况，暂时不要

太过在意，切不可用力过猛导致手型和姿势产生变化。

练习一：C调音阶练习

音阶练习时打开节拍器，先在六线谱中找到每个音的位置，弹奏熟练以后唱

出每一个音，如果音太高或太低可调整低八度或高八度唱。



练习二：半音阶（爬格子）练习

半音阶可以不用太在意是什么音，重点在于手指手型是否标准。

注意：音阶和半音阶属于每日练习，请每天坚持练习。



第三课 左手按弦练习（单音） Ⅱ

目的：

1、继续巩固持琴姿势及左手手型；

2、通过简单的单音练习，找到旋律的感觉。

要求：

1、使用节拍器；

2、左手手指第几品就用第几指按弦；

3、弹奏熟练后边弹边唱音符；

4、开节拍器慢速、连贯、均匀地练习，熟练后可提速。

练习一：《小星星》



练习二：《粉刷匠》

注意：成人学员也必须严格照谱弹奏，以上两条练习仅仅作为手指练习，不列入

乐曲范围。



第四课 C大调

一、什么是 C大调

在音乐中，有很多种调式，吉他初学者用得较多的调为大小调，其中 C 大调

中的“C”表示调式一级音的音位，一级音也可称为主音，“大调”则表示它的

性质。主音为调式中最稳定的音。

二、调式音阶

简谱 1 2 3 4 5 6 7 1
音名 C D E F G A B C
唱名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属名 主音 上主音 中音 下属音 属音 下中音 导音 主音

全半音关系 全音 全音 半音 全音 全音 全音 半音

任何自然大调都符合“全全半全全全半”的规律。如何理解全半音？在吉他

上相邻的品都是半音关系，如：空弦到 1 品，3 品到 4品等。在吉他上相隔一个

品都是全音关系，如：1 品到 3品，空弦到 2 品。此外，钢琴键盘上相邻的白键

中间有黑键的情况为全音关系，相邻白键中间没有黑键为半音关系。

三、和弦入门

和弦：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的音按照三度或非三度的音程关系排列构成。

看到上面这句话，可能你会有点摸不着头脑，没关系，咱们分开来看：

首先，要了解和弦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音程。

音程：两个音之间的距离叫做音程，其单位是“度”。

例：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距离叫做路程，单位可以用“米”或者“千

米”表示，那么音与音之间的距离就叫做音程。

那么如何理解从一个音到另一个音是几度，是我们接下来要分析的。

例：从 1 到 3 我们可以理解为 3度，计算方法为 3 减去 1 再加 1，如果从中

音 5到高音 2，也就是在 2 上方加了一个高音点的时候，我们可以用 2 加 8再减

去 5，得到中音 5 到高音 2 为五度；此外对于初学者来说我们也可以直接数总共

经过几个音符，从 1 到 3 经过 Do、Re、Mi三个音，那么我们可以确定从 1到 3
为三度关系。

关于和弦，我们暂时只考虑由三个音按三度关系叠加排列的情况，也是最简

单的一种情况，我们称之为三和弦。每个和弦都由一个音发展构成，这个音叫做

和弦的根音，如：在 C调里，以“1”为根音，在“1”的基础上往上方找一个三

度音“3”，这个音就是三音，再在“3”的基础上找一个三度音“5”，这个音

就是五音，那么“1”“3”“5”就构成了一个三和弦。因为根音“1”在 C调里

的音名为 C，所以由“1”构成的和弦“1”“3”“5”也被称为 C 和弦。依照这

个方法请你自己尝试找出“F”“G”和弦的组成音吧，找不出来也没关系，我们

会在教学视频中详细给大家讲解。



四、和弦图谱

上图是吉他的前三品，从右往左的竖线分别代表吉他的 1、2、3、4、5、6
弦，从上往下的横格分别代表吉他的一、二、三品。

和弦图上的数字表示我们应该用哪根手指来按，如：C和弦需要用到 3根手

指，分别是 3 指按到五弦 3 品，2指按到四弦 2品，1 指按到二弦 1 品，大家可

以先练习 C、F、G7 这三个和弦，手指按和弦的顺序都是先按 3 指再按 2指最后

按 1指，请务必按照此顺序来练习！

上图四个和弦请同学们认真熟记指法和名称，熟记好了以后再学习和弦转换

方法。

和弦指法我们会在教学视频中详细讲解。



第五课 和弦转换

和弦转换的意思是从一个和弦快速地换到另一个和弦，节奏保持不变，连贯

地弹奏。关于和弦之间的转换，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所有手指同时按弦，做到快和

准，但是对于初学者而言，这无疑是有困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和弦转换

单独列为一课的原因。

在练习和弦之间的转换之前，首先要能记住和弦的指法，看到和弦的名字时，

在自己的脑海里能够一瞬间想到和弦图谱。

方法一：先按先弹的弦

对于初学者而言，要做到把和弦里的所有音一次全部按到可能会很难，所以

我们可以用先按先弹的弦这个方法来进行和弦转换。

右手在弹奏分解和弦时是有先后顺序的，我们以一种分解方式为例，

X3231323，C 和弦为 53231323，F 和弦的第一个音（根音）弹第四弦，G7 和弦

的第一个音弹第六弦。

具体操作方法：我们在弹奏 C和弦时，第一个需要被弹奏的音在第五弦，而

在 C和弦中，第五弦是需要我们按到第三品的，所以我们可以按到第五弦第三品

的时候，右手同时弹奏第五弦；第二个音需要我们弹奏第三弦，在 C 和弦中第三

弦是不需要按的，我们直接弹奏就可以了，但是为了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我们

在弹奏第三弦的同时可以用 2 指按好第四弦，一方面保证了和弦的完整性，另一

方面也可以为以后的扫弦做准备；第三个音需要弹奏第二弦，在 C 和弦中第二弦

需要我们按到第一品，所以我们可以在按好第二弦第一品的同时右手弹奏第二

弦。完成这个顺序以后我们发现弹奏第一个音的时候按五弦三品，弹奏第二个音

的时候按四弦二品，弹奏第三个音的时候按第二弦一品，前三个音弹奏完以后 C
和弦的指法也完整了，后面的几个音就只需要我们按一定的节奏弹奏完即可，那

么我们在换到下一个和弦的时候，也可以先按一根手指，再按另一根手指，保持

同样的节奏进行即可。建议大家按照 C—F—G7的顺序练习，熟练了以后可以打

乱顺序练习。

刚开始进行和弦转换练习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加右手的弹奏（请大家打开节

拍器，调整到 4/4拍，速度根据自己的熟练程度而定，刚开始练习时一定要慢），

我们跟着节拍器的节奏一起数拍子，用左手一根手指一根手指来按就行，具体操

作与我们会在教学视频中演示。

方法二：保留共同手指

例如弹奏 G—G7 和弦的转换，2、3 指的位置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需要移

动 2、3 指的位置，只需要松开 4 指按好 1指即可。

以上方法文字叙述也许不能让你完全理解，请大家提前准备好节拍器，参照

教学视频进行练习。



第六课 C大调歌曲弹唱

一、如何做到自弹自唱？

要做到自弹自唱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①能熟练弹奏吉他伴奏谱；

②能熟练演唱歌曲；

③弹和唱的节奏一致；

④弹和唱的调一致。

其实弹唱是比较简单的一件事，但如果我们没有做到以上几点，弹唱的效

果就不能达到最佳。如果我们把弹唱拆开来看，我们既需要弹又需要唱，同时

弹需要注意左手和右手，唱需要注意歌词和旋律，如果对歌曲不够熟悉的情况

下我们可能会一心多用，那么这样是肯定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的。

所以大家不用把弹唱想得复杂，按照上述步骤慢慢来，在弹唱好第一首歌

曲以后，相信大家的感觉会很好！

二、弹唱《送别》

请先练好伴奏谱，再熟悉歌词和旋律，最后再结合起来弹唱。请结合和弦

转换方法中的“先按先弹的弦”进行练习。

分析：在弹唱时我们需要看到整首歌曲是什么拍子，什么调，在曲谱的左

上方 1=C表示《送别》这首歌为 C调，1=C叫做调号，4/4叫拍号，表示以四分

音符为一拍，每小节 4拍。

例：第一句“长亭外”，“长”和“亭”两个字对应的简谱都是四分音符，

“外”字对应的简谱是二分音符，而右手弹奏的每一个音符都是八分音符，八

分音符在本首歌曲中都是半拍，所以，唱到“长”和“亭”字的时候都需要弹

奏八分两个音符，而唱到“外”时需要弹奏四个八分音符。具体的示范请参照

教学视频。





三、弹唱《友谊地久天长》



第七课 a小调

一、a 小调是 C 大调的平行小调，多数情况下使用同样的调号（1=C），这就需

要我们具体去分析到底是 C大调还是 a 小调了。一般来说歌曲第一个和弦和最后

一个和弦为主和弦，这可以成为一个判断的依据（也有一些歌曲第一个和弦会用

到四级或者二级和弦）。少数情况调号会写成 6=a，这就不需要我们自己来判断

具体是 C大调还是 a 小调了。

二、虽然 C大调和 a 小调的音是相同的，但是本质上却有很大的区别：

1、大调歌曲比较雄壮、明亮，小调歌曲比较柔美、暗淡；

2、大调歌曲的三个主要和弦建立在音阶“1、4、5”上，而小调歌曲的三

个主要和弦建立在“6、2、3”上。

在 Em 和弦的基础上可以加上 1 指到第三弦第一品变成 E 和弦，请各位同学

根据歌曲中给出的实际图谱练习。

三、a小调和弦转换

在 C大调中的 C、F、G7 和弦指尖的转换我们可以用先 3 指再 2指最后 1 指

的顺序来按弦，但是在 a 小调中，3、2、1 的顺序显然是不对的，如果右手弹奏

的是类似第一课的四种分解和弦，我们的按弦顺序可以从左往右分别按好。当然，

这种转换方法也只适用于分解和弦的弹奏，如果是在扫弦时，我们需要所有手指

同时按好和弦，同时按好和弦中所有的音也是我们的练习目的。

四、a小调歌曲练习《四季歌》





第八课 C调歌曲弹唱

在很多歌曲的弹唱中，既会用到大调和弦，也会用到小调和弦，和弦与和弦

之间的相互转换可以参照前面三课的方法。

一、《爱很简单》

重点：1、和弦之间的相互转换；

2、右手节奏型的控制；

3、如果觉得唱的音太高变调夹可以不用夹 1 品，甚至可以调低半音

弹唱。

二、《贝加尔湖畔》

重点：1、前奏、间奏；

2、速度不要太快，原曲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可以放慢练习；

3、A7、Cmaj7 和弦的指法。

三、《忽然之间》

重点：1、前奏、间奏；

2、斜线和弦的指法。

四、《盛夏的果实》

重点：1、前奏、间奏、尾奏

2、Fm 和弦指法（大横按会在下节课重点讲解，这里当做预习）。

五、《同桌的你》

重点：1、6/8拍的节奏型；

2、前奏、间奏、尾奏；

3、练习时速度不要过快，熟练了以后再慢慢提速。

以上五首歌曲请大家务必背谱弹奏，每一首歌曲都必须加上节拍器练习。



第九课 扫弦和大横按

一、扫弦

1、吉他这门乐器之所以能在全世界流行，除了它门派众多、风格各异、雅

俗共赏之外，更拥有丰富多变的演奏方式。扫弦是吉他演奏的独特优势，请各位

同学认真练习。

扫弦时，每个和弦的手指都要求同时按好每根弦，不能再用“先按先弹的弦”

这个方法。

在民谣吉他中，扫弦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用拨片（Pick），另一种是用手

指，我们现在讲的是手指扫弦的方法。

手指扫弦用得较多的方法有三种：

①拇指扫弦：手指自然伸展，略呈弧形，所有的扫弦动作都是由大拇指来完

成。往下扫（从六弦到一弦的顺序）的时候用大拇指指尖的肉垫部分，往上回来

的时候用大拇指的直接背。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整体性不错，声音也比较丰满，但

是来回扫弦时的音色不够统一；

②食指扫弦：右手放松，呈半握拳的姿势，食指伸出，往下扫弦时用食指的

指甲背，回来时用食指指尖。这种方法可以达到比较快的速度，缺点与第一种方

法类似；

③大拇指与食指扫弦：大拇指与食指交叉，类似“比心”状，手指不可伸出

过多。往下扫弦时用食指指甲背，回来时用大拇指指甲背。这种方法的优点是音

色统一，清脆明亮，但是由于都是用指甲扫弦，声音会略显单薄。

以上三种方法都可使用，个人比较建议大家用第三种方法。

2、扫弦重点：正确的扫弦非常讲究统一性、协调性，手臂、手腕、手指都

要求放松，手指更要注意到触弦角度、吃弦深浅等方面。

①扫弦时右手的运动以手腕为主，右手大臂小臂都不会主动发力，但是小臂

会有动作，手腕的挥动会带动小臂；

②我们可以把手指想象成一条直线，六根琴弦看成一个平面。在扫弦时手指

这条直线和琴弦这个平面会有夹角，这个夹角不应该是一个直角，二应该是 45
度到 60度的锐角，往下或者往上扫都是一样的；

③扫弦时，手指应当放松，同时要注意吃弦的深浅，吃弦太深会导致声音炸

裂，吃弦太浅又会导致声音缺乏张力，请你多加练习，以找到一个最好的位置。

二、大横按

大横按是吉他演奏必备的技能之一，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会觉得比较难，但

是实际上并不会很难，就好像我们刚开始学习前面的那些基本和弦一样，也会有

发不出声音弹不响的时候，只要用上正确的方法并多加练习，就会发现大横按并

不复杂。

1、大横按时，左手大拇指的位置在琴颈中线附近，隔着指板在食指与中指

之间，这样能使食指和大拇指产生一种夹住指板的效果，也就起到了“变调夹”

的作用；

2、在按弦时，食指要避开指节的两处接缝，不能让琴弦陷入到接缝内，这

样不仅会让手指产生痛感，也会按不紧琴弦；



3、食指在大横按时要用到手指的侧面，正常情况下不要用到中间部分按弦。

大横按用侧面能增大手指与琴弦指尖的摩擦力，让我们在按弦时能够相对轻松。

4、一个完整的大横按和弦往往还要用到其他的手指，比如 F 和弦食指在横

按好第一品以外，4 指按到了第五弦，3 指按到了第四弦，2 指按到了第三弦，

那么我们的食指在三、四、五弦处可以省力一些，集中力量解决好一、二、六弦

即可。

5、如果在你按好一个和弦时总会有一根或者几根弦发不出声，那么请你检

查一下其他的手指是否按紧，是否碰到了其他的弦。

6、刚开始练习大横按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是弹不响的，不要着急，建议你在

练习时用录音设备录制下来，练习几天以后参照前面的录音进行对比。

7、在大横按和弦图里，如果有数字写在了和弦外面，这个数字是表示第几

品格，例如 Bm 和弦就是横按第二品。

注：从现在开始，所有 F 和弦都必须用大横按的指法，小 F 的指法尽量不要用。

练习方法请参照教学视频。



第十课 歌曲弹唱

一、《星空》

重点：扫弦的节奏型

二、《灰色轨迹》

重点：1、B 和弦（大横按）

2、左手拇指按弦

三、《故乡》

重点：1、前奏

2、扫弦节奏型，连音线

四、《情非得已》

重点：切音的使用

五、《千千阙歌》

重点：1、前奏、间奏、尾奏

2、扫弦节奏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