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N 类   别 作曲家 作       品 版本/装订
200钢琴三重奏 贝多芬 钢琴三重奏 卷III 原作版/平装

24钢琴三重奏 贝多芬 钢琴三重奏 卷I 原作版/平装
26钢琴三重奏 贝多芬 钢琴三重奏 卷II 原作版/平装

9024钢琴三重奏 贝多芬 钢琴三重奏 卷I 学习版/平装
9026钢琴三重奏 贝多芬 钢琴三重奏 卷II 学习版/平装
9200钢琴三重奏 贝多芬 钢琴三重奏 卷III 学习版/平装

245钢琴三重奏 勃拉姆斯 钢琴三重奏 原作版/平装
811钢琴三重奏 勃拉姆斯 降E大调三重奏，为钢琴、小提琴与圆号

(中提琴/大提琴)而作，op. 40
原作版/平装

9245钢琴三重奏 勃拉姆斯 钢琴三重奏 学习版/平装
799钢琴三重奏 德沃夏克 “杜姆卡”三重奏 op. 90 原作版/平装

1230钢琴三重奏 德沃夏克 作品65号f小调钢琴三重奏3 原作版/平装
1292钢琴三重奏 福莱 d小调钢琴三重奏，op. 120 原作版/平装

246钢琴三重奏 海顿 钢琴三重奏 卷I 原作版/平装
277钢琴三重奏 海顿 钢琴三重奏 卷II 原作版/平装
284钢琴三重奏 海顿 钢琴三重奏 卷III(为钢琴、长笛/小提琴、

大提琴而作)
原作版/平装

411钢琴三重奏 海顿 钢琴三重奏 卷IV 原作版/平装
412钢琴三重奏 海顿 钢琴三重奏 卷V 原作版/平装
972钢琴三重奏 拉威尔 钢琴三重奏 原作版/平装
292钢琴三重奏 I.普莱耶尔 钢琴三重奏(今仍被视作海顿所作) 原作版/平装
957钢琴三重奏 门德尔松 钢琴三重奏 原作版/平装

1297钢琴三重奏 门德尔松 作品49号d小调钢琴三重奏 原作版/平装
247钢琴三重奏 莫扎特 钢琴三重奏 原作版/平装

1379钢琴三重奏 莫扎特 为钢琴三重奏而作的乐章 原作版/平装
9247钢琴三重奏 莫扎特 钢琴三重奏 学习版/平装

193钢琴三重奏 舒伯特 钢琴三重奏集 原作版/平装
9193钢琴三重奏 舒伯特 钢琴三重奏集 学习版/平装

916钢琴三重奏 舒曼 钢琴三重奏与编号88号的幻想小品 原作版/平装
1249钢琴三重奏 斯美塔那 g小调钢琴三重奏，op. 15 原作版/平装

HN 类   别 作曲家 作       品 版本/装订
234钢琴四重奏 贝多芬 钢琴四重奏 原作版/平装
197钢琴四重奏 勃拉姆斯 g小调钢琴四重奏 op. 25 原作版/平装
275钢琴四重奏 勃拉姆斯 A大调钢琴四重奏 op. 26 原作版/平装
285钢琴四重奏 勃拉姆斯 c小调钢琴四重奏 op. 60 原作版/平装

室内乐

钢琴三重奏

钢琴四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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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 类   别 作曲家 作       品 版本/装订
1228钢琴四重奏 马勒 a小调钢琴四重奏 原作版/平装

196钢琴四重奏 莫扎特 钢琴四重奏 KV 478 und 493 原作版/平装
9196钢琴四重奏 莫扎特 钢琴四重奏 学习版/平装

737钢琴四重奏 舒曼 降E大调钢琴四重奏 op. 74 原作版/平装

HN 类   别 作曲家 作       品 版本/装订
251钢琴五重奏 勃拉姆斯 f小调钢琴五重奏  op. 34 原作版/平装
651钢琴五重奏 勃拉姆斯 b小调钢琴五重奏 op. 115(为单簧管、两把

小提琴、中提琴与大提琴而作)
原作版/平装

9651钢琴五重奏 勃拉姆斯 b小调钢琴五重奏 op. 115(为单簧管、两把
小提
琴、中提琴与大提琴而作)

学习版/平装

1233钢琴五重奏 德沃夏克 A大调钢琴五重奏，op. 81 学习版/平装
1142钢琴五重奏 弗朗克 f小调钢琴五重奏 原作版/平装

463钢琴五重奏 舒伯特 A大调五重奏“鳟鱼” op. post. 114 D 667 (为钢
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与低音提琴

而作)

原作版/平装

9463钢琴五重奏 舒伯特 A大调五重奏“鳟鱼” op. post. 114 D 667 (为钢
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与低音提琴

而作)

学习版/平装

355钢琴五重奏 舒曼 降E大调钢琴五重奏 op. 44 原作版/平装

HN 类   别 作曲家 作       品 版本/装订
192弦乐二重奏与三重奏 贝多芬 弦乐三重奏 op. 3, 8, 9 和弦乐二重奏

 WoO 32
原作版/平装

9192弦乐二重奏与三重奏 贝多芬 弦乐三重奏 op. 3, 8, 9 和弦乐二重奏 WoO 32 学习版/平装

424弦乐三重奏 海顿 弦乐三重奏 卷I 原作版/平装
425弦乐三重奏 海顿 弦乐三重奏 卷II 原作版/平装
628弦乐三重奏 海顿 弦乐三重奏 卷III (被认为出自海顿之手) 原作版/平装

1235弦乐三重奏 德沃夏克 C大调三重奏(为两把小提琴与中提琴而
作)，op. 74

原作版/平装

7235弦乐三重奏 德沃夏克 C大调三重奏(为两把小提琴与中提琴而
作)，op. 74

学习版/平装

9424弦乐三重奏 海顿 弦乐三重奏 卷1 学习版/平装
9425弦乐三重奏 海顿 弦乐三重奏 卷2 学习版/平装
9628弦乐三重奏 海顿 弦乐三重奏 卷III (被认为出自海顿之

手)

学习版/平装

722弦乐三重奏 里格 弦乐三重奏两首，a小调 op. 77b/d小调 op.
141b

原作版/平装

钢琴五重奏

弦乐二重奏与三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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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 类   别 作曲家 作       品 版本/装订
9722弦乐三重奏 里格 a小调弦乐三重奏 op. 77b，d小调弦乐三重

奏op. 141b
学习版/平装

625弦乐三重奏 莫扎特 降E大调弦乐三重奏 KV 563 原作版/平装
9625弦乐三重奏 莫扎特 降E大调弦乐三重奏 KV 563 学习版/平装

HN 类   别 作曲家 作       品 版本/装订
139弦乐四重奏 贝多芬 弦乐四重奏 op. 18,1-6 / 根据F大调钢琴奏

鸣曲(op. 14,1)改编的弦乐四重奏
原作版/平装

268弦乐四重奏 贝多芬 弦乐五重奏 op. 59, 74, 95 原作版/平装
740弦乐四重奏 贝多芬 降E大调弦乐四重奏 op. 127 原作版/平装
741弦乐四重奏 贝多芬 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 op. 130 und Große Fuge

op. 133
原作版/平装

742弦乐四重奏 贝多芬 升c小调弦乐四重奏 op. 131 原作版/平装
743弦乐四重奏 贝多芬 a小调弦乐四重奏 op. 132 原作版/平装
744弦乐四重奏 贝多芬 F大调弦乐四重奏 op. 135 原作版/平装

9139弦乐四重奏 贝多芬 弦乐四重奏 op. 18,1-6 / 根据F大调钢
琴奏鸣曲(op. 14,1)改编的弦乐四重奏

学习版/平装

9267弦乐四重奏 贝多芬 弦乐四重奏 学习版/平装
9268弦乐四重奏 贝多芬 弦乐四重奏 op. 59, 74, 95 学习版/平装
9740弦乐四重奏 贝多芬 降E大调弦乐四重奏 op. 127 学习版/平装
9741弦乐四重奏 贝多芬 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 op. 130与大赋格 op. 133 学习版/平装

9742弦乐四重奏 贝多芬 升c小调弦乐四重奏 op. 131 学习版/平装
9743弦乐四重奏 贝多芬 a小调弦乐四重奏 op. 132 学习版/平装
9744弦乐四重奏 贝多芬 F大调弦乐四重奏 op. 135 学习版/平装
9745弦乐四重奏 贝多芬 弦乐四重奏(七卷套装版) 学习版/平装
1000弦乐四重奏 贝尔格 弦乐四重奏 op. 3 原作版/平装
7000弦乐四重奏 贝尔格 弦乐四重奏 op. 3 学习版/平装

40弦乐四重奏 勃拉姆斯 c小调和a小调弦乐四重奏 op. 51 原作版/平装
41弦乐四重奏 勃拉姆斯 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 op. 67 原作版/平装

9040弦乐四重奏 勃拉姆斯 c小调和a小调弦乐四重奏 op. 51 学习版/平装
9041弦乐四重奏 勃拉姆斯 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 op. 67 学习版/平装

999弦乐四重奏 德彪西 弦乐四重奏 原作版/平装
1045弦乐四重奏 德沃夏克 G大调弦乐四重奏，op. 106 原作版/平装
1232弦乐四重奏 德沃夏克 作品96号F大调弦乐四重奏(美国四重奏) 原作版/平装
1352弦乐四重奏 德沃夏克 降A大调弦乐四重奏，op. 105 原作版/平装
7045弦乐四重奏 德沃夏克 G大调弦乐四重奏，op. 106 学习版/平装
7232弦乐四重奏 德沃夏克 作品96号F大调弦乐四重奏(美国四重奏) 学习版/平装
7352弦乐四重奏 德沃夏克 降A大调弦乐四重奏，op. 105 学习版/平装
1224弦乐四重奏 格什温 摇篮曲，弦乐四重奏 原作版/平装

弦乐四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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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 类   别 作曲家 作       品 版本/装订
7224弦乐四重奏 格什温 摇篮曲，弦乐四重奏 学习版/平装

205弦乐四重奏 海顿 弦乐四重奏 卷I (早期弦乐四重奏) 原作版/平装
206弦乐四重奏 海顿 弦乐四重奏 卷II op. 9 原作版/平装
207弦乐四重奏 海顿 弦乐四重奏 卷III op. 17 原作版/平装
208弦乐四重奏 海顿 弦乐四重奏 卷IV op. 20 “太阳” 原作版/平装
209弦乐四重奏 海顿 弦乐四重奏 卷V op. 33 “俄罗斯” 原作版/平装
210弦乐四重奏 海顿 弦乐四重奏 卷VI op. 42 und 50 “普鲁士” 原作版/平装
212弦乐四重奏 海顿 弦乐四重奏 卷VIII op. 64 “第二托斯特” 原作版/平装
213弦乐四重奏 海顿 弦乐四重奏 卷IX op. 71 und 74 “亚波尼” 原作版/平装
214弦乐四重奏 海顿 弦乐四重奏 卷X op. 76 Nr. 1-6 原作版/平装
215弦乐四重奏 海顿 弦乐四重奏 卷XI op. 77/op. 103

(“罗布科韦茨”和最后的弦乐四重奏)
原作版/平装

851弦乐四重奏 海顿 耶稣基督的临终七言 Hob. XX/1B(弦乐四重
奏版本)

原作版/平装

9205弦乐四重奏 海顿 弦乐四重奏 卷I (早期弦乐四重奏) 学习版/平装
9207弦乐四重奏 海顿 弦乐四重奏 卷III op. 17 学习版/平装
9210弦乐四重奏 海顿 弦乐四重奏 卷VI op. 42 und 50 “普鲁士” 学习版/平装
9212弦乐四重奏 海顿 弦乐四重奏 卷VIII op. 64 “第二托斯特” 学习版/平装
9213弦乐四重奏 海顿 弦乐四重奏 卷IX op. 71 und 74 “亚波尼” 学习版/平装
9214弦乐四重奏 海顿 弦乐四重奏 卷X op. 76 Nr. 1-6 学习版/平装
9215弦乐四重奏 海顿 弦乐四重奏 卷XI “罗布科韦茨” op. 77 和最后

的弦乐四重奏op. 103
学习版/平装

9771弦乐四重奏 海顿 耶稣基督的临终七言 Hob. XX/1B 学习版/平装
211弦乐四重奏 海顿 弦乐四重奏 卷VII op. 54 und 55 “托斯特” 原作版/平装

9208弦乐四重奏 海顿 弦乐四重奏 卷IV op. 20 “太阳” 学习版/平装
9209弦乐四重奏 海顿 弦乐四重奏 卷V op. 33 “俄罗斯” 学习版/平装
9211弦乐四重奏 海顿 弦乐四重奏 卷VII op. 54 und 55 “托斯特” 学习版/平装
9216弦乐四重奏 海顿 弦乐四重奏(套装版)/卷I–XI 和 “临终七言” 学习版/平装

270弦乐四重奏 门德尔松 弦乐四重奏 op. 12 und 13 原作版/平装
443弦乐四重奏 门德尔松 弦乐四重奏 op. 44, 1-3 原作版/平装
678弦乐四重奏 门德尔松 f小调弦乐四重奏 op. post. 80 原作版/平装

9270弦乐四重奏 门德尔松 弦乐四重奏 op. 12 und 13 学习版/平装
9443弦乐四重奏 门德尔松 弦乐四重奏 op. 44, 1-3 学习版/平装
9678弦乐四重奏 门德尔松 f小调弦乐四重奏 op. post. 80 学习版/平装
1122弦乐四重奏 莫扎特 弦乐四重奏 卷 III 原作版/平装
1123弦乐四重奏 莫扎特 弦乐四重奏，卷四 学习版/平装
7122弦乐四重奏 莫扎特 弦乐四重奏 卷 III 学习版/平装
7123弦乐四重奏 莫扎特 弦乐四重奏，卷四 学习版/平装

626弦乐四重奏 舒伯特 d小调弦乐四重奏“死神与少女” D 810 原作版/平装
850弦乐四重奏 舒伯特 G大调弦乐四重奏 op. post. 161 D 887 原作版/平装

45



HN 类   别 作曲家 作       品 版本/装订
9626弦乐四重奏 舒伯特 d小调弦乐四重奏“死神与少女” D 810 学习版/平装
9850弦乐四重奏 舒伯特 G大调弦乐四重奏 op. post. 161 D 887 学习版/平装

873弦乐四重奏 舒曼 作品41号1-3首弦乐四重奏 原作版/平装
9873弦乐四重奏 舒曼 作品41号1-3首弦乐四重奏 原作版/平装

814弦乐四重奏 斯美塔那 我的生活(e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 原作版/平装
9814弦乐四重奏 斯美塔那 我的生活(e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 学习版/平装
1121弦乐四重奏 莫扎特 弦乐四重奏 卷 II 原作版/平装
7121弦乐四重奏 莫扎特 弦乐四重奏 卷 II 学习版/平装
1317弦乐四重奏 舒伯特 c小调四重奏乐章，D 703 原作版/平装
7317弦乐四重奏 舒伯特 c小调四重奏乐章，D 703 学习版/平装
1183弦乐四重奏 叶甫格尼·基

辛

弦乐四重奏 op. 3 原作版/平装

7183弦乐四重奏 叶甫格尼·基
辛

弦乐四重奏 op. 3 学习版/平装

HN 类   别 作曲家 作       品 版本/装订
267弦乐五重奏 贝多芬 弦乐五重奏 原作版/平装

1393 弦乐五重奏 勃拉姆斯 b小调五重奏 op. 115 学习版/平装
844弦乐五重奏 布鲁赫 降E大调弦乐五重奏(第一版) 原作版/平装

9844弦乐五重奏 布鲁赫 降E大调弦乐五重奏 学习版/平装
908弦乐五重奏 门德尔松 弦乐五重奏 op. 18/87 原作版/平装

9908弦乐五重奏 门德尔松 弦乐五重奏 op. 18/87 学习版/平装
777弦乐五重奏 莫扎特 弦乐五重奏 卷I 原作版/平装
778弦乐五重奏 莫扎特 弦乐五重奏 卷2 原作版/平装
779弦乐五重奏 莫扎特 弦乐五重奏 卷III 原作版/平装

1005弦乐五重奏 莫扎特 G大调弦乐小夜曲 KV 525 学习版/平装
7005弦乐五重奏 莫扎特 G大调弦乐小夜曲 KV 525 学习版/平装
9777弦乐五重奏 莫扎特 弦乐五重奏 卷I 学习版/平装
9778弦乐五重奏 莫扎特 弦乐五重奏 卷II 学习版/平装
9779弦乐五重奏 莫扎特 弦乐五重奏 卷III 学习版/平装

812弦乐五重奏 舒伯特 C大调弦乐五重奏 op. post. 163 D 956 原作版/平装
9812弦乐五重奏 舒伯特 C大调弦乐五重奏 op. post. 163 D 956 学习版/平装

HN 类   别 作曲家 作       品 版本/装订
1082弦乐六重奏 勃拉姆斯 降B大调第一弦乐六重奏，op. 18 原作版/平装
1083弦乐六重奏 勃拉姆斯 G大调弦乐六重奏，op. 36 原作版/平装
7082弦乐六重奏 勃拉姆斯 降B大调第一弦乐六重奏，op. 18 学习版/平装
7083弦乐六重奏 勃拉姆斯 G大调弦乐六重奏，op. 36 学习版/平装

弦乐五重奏

弦乐六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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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 2 圆号 (F)、2 小提琴、

中提琴、低音提琴

莫扎特 进行曲 K. 248， 嬉游曲 K. 247 原作版/平装

7234 2双簧管, 2单簧管(Bb/A), 2大
管, 低音大管, 3圆号(2个F/E, 1
个Bb/D),大提琴和低音大提琴

德沃夏克 d小调木管夜曲，op. 44 学习版/平装

1234 2双簧管、2单簧管(Bb/A)、2
大管、低音大管、3圆号
(2个F/E，1个Bb/D)、
大提琴和低音大提琴

德沃夏克 d小调木管夜曲，op. 44 原作版/平装

7150 2圆号 (F)、2小提琴、
中提琴、低音提琴

莫扎特 进行曲 K. 248， 嬉游曲 K. 247 学习版/平装

7191 2支双簧管，2个圆号，2个
巴松管

莫扎特 为管乐六重奏而作的嬉游曲 原作版/平装

1191 2支双簧管、2个圆号、2个
巴松管

莫扎特 为管乐六重奏而作的嬉游曲 原作版/平装

1117单簧管(A调)、两把小提
琴、中提琴和大提琴

里格 A大调单簧管五重奏(op. 146)——为单簧管(A
调)、两把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而作

原作版/平装

7117单簧管(A调)、两把小提
琴、中提琴和大提琴

里格 A大调单簧管五重奏(op. 146)——为单簧管(A
调)、两把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而作

学习版/平装

9562单簧管(降B/C)、巴松管、
圆号(F/C)、两把小提琴、
中提琴、大提琴、
低音大提琴

舒伯特 F大调八重奏 D 803 原作版/平装

562单簧管(降B/C)、巴松管、
圆号(F/C)、两把小提琴、
中提琴、大提琴、
低音大提琴

舒伯特 F大调八重奏 D 803 原作版/平装

853单簧管(小提琴)、中提琴
(大提琴)、钢琴

布鲁赫 八首小品 op. 83 为单簧管(小提琴)、中提琴
(大提琴)和钢琴而作

原作版/平装

578单簧管(小提琴)、大提琴和
钢琴

策姆林斯基 d小调钢琴、单簧管(小提琴)和大提琴三重
奏，作品3号

原作版/平装

1067单簧管，中音单簧管
(2支单簧管)和钢琴

门德尔松 作品113和114号单簧管和中音单簧管协奏
乐段

学习版/平装

25单簧管、大管、圆号、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

贝多芬 降E大调七重奏 op. 20(带降E大调和F大调的
圆号声部)

原作版/平装

9025单簧管、大管、圆号、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

贝多芬 降E大调七重奏 op. 20(带降E大调和F大调的
圆号声部)

学习版/平装

769单簧管、两把小提琴、
中提琴、大提琴

莫扎特 A大调单簧管五重奏 KV 581与片段 KV 补录
91 (516c)

原作版/平装

9769单簧管、两把小提琴、
中提琴、大提琴

莫扎特 A大调单簧管五重奏 KV 581，片段 KV 补录
91 (516c)

学习版/平装

其他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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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单簧管三重奏 贝多芬 单簧管三重奏(钢琴、单簧管/中提琴、大提

琴)、降B大调op. 11/降E大调op. 38
原作版/平装

322单簧管三重奏 勃拉姆斯 a小调单簧管三重奏 op. 114 （钢琴、单簧
管/中提琴、大提琴)

原作版/平装

63钢琴、单簧管(小提琴）和
中提琴

莫扎特 降E大调三重奏 KV 498 (钢琴, 单簧管/小提
琴, 中提琴)

原作版/平装

1125钢琴、单簧管(中提琴)与大
提琴

勃拉姆斯 a小调三重奏，为钢琴、单簧管(中提琴)与
大提琴而作 op. 114

原作版/平装

453钢琴、两把小提琴、
大提琴

海顿 键盘嬉游曲集(为钢琴、两把小提琴与大提
琴而作)

原作版/平装

683钢琴、两把小提琴、
中提琴、数字低音

海顿 G大调钢琴(羽管键琴)与乐队协奏曲 Hob.
XVIII:4

原作版/平装

682钢琴、两把小提琴中提琴
数字低音

海顿 F大调钢琴(羽管键琴)与乐队协奏曲 Hob.
XVIII:3

原作版/平装

436钢琴、两支圆号、
小提琴、大提琴

海顿 降E大调五重奏 Hob. XIV:1 （钢琴、两只圆
号、小提琴与大提琴)

原作版/平装

222钢琴、双簧管、单簧管、
圆号、大管

贝多芬 降E大调钢琴五重奏 op. 16，(管乐版本，
为钢琴、双簧管、单簧管、圆号和
大管而作)

原作版/平装

665钢琴、双簧管、单簧管、
圆号、大管

莫扎特 降E大调五重奏 KV 452(钢琴、双簧管、单
簧管、圆号和大管)

原作版/平装

9665钢琴、双簧管、单簧管、
圆号、大管

莫扎特 五重奏 KV 452及玻璃琴五重奏 KV 617 学习版/平装

610钢琴、小提琴、大提琴 贝多芬 C大调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协奏曲
op. 56

原作版/平装

9610钢琴、小提琴、大提琴 贝多芬 C大调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协奏曲
op. 56

学习版/平装

379钢琴、小提琴、大提琴 德彪西 G大调钢琴三重奏 (第一版) 原作版/平装
677钢琴、长笛、 双簧管、
中提琴、大提琴

莫扎特 C小调柔板和回旋曲，为玻璃琴(钢琴)、
长笛、双簧管、中提琴和大提琴而作
KV 617

原作版/平装

687钢琴、长笛与大提琴 韦伯 g小调三重奏 op. 63(钢琴、长笛、大提琴) 原作版/平装
917降B大调单簧管(小提琴)

中提琴、钢琴

舒曼 童话故事 op. 132 为降B大调单簧管
(小提琴)、中提琴与钢琴而作

原作版/平装

849两把小提琴，中提琴和
大提琴

舒伯特 作品29号D 804 a小调弦乐四重奏“罗莎蒙德” 原作版/平装

9206两把小提琴、中提琴、
大提琴

海顿 弦乐四重奏 卷II op. 9 学习版/平装

1281两把小提琴、中提琴、
低音提琴，两只F大调
圆号

莫扎特 一首音乐玩笑，K. 522 原作版/平装

7281两把小提琴、中提琴、
低音提琴，两只F大调圆号

莫扎特 一首音乐玩笑，K. 522 学习版/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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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49两把小提琴、中提琴和

大提琴

舒伯特 作品29号D 804 a小调弦乐四重奏“罗莎蒙德” 研究版/平装

948两把小提琴与中提琴 贝多芬 C大调三重奏 Opus 87 (两把小提琴与中提琴
版本)

原作版/平装

9948两把小提琴与中提琴 贝多芬 C大调三重奏 Opus 87 (两把小提琴与中提琴
版本)

学习版/平装

1254两把圆号(降E／降B)，两把
双簧管，两把单簧管(降B)和
两把大管

贝多芬 作品103号和无编号作品25管乐八重奏 原作版/平装

7254两把圆号(降E／降B)，两把
双簧管，两把单簧管(降B)和
两把大管

贝多芬 作品103号和无编号作品25管乐八重奏 学习版/平装

9454两把长笛与大提琴 海顿 双长笛与大提琴三重奏(“伦敦”三重奏) Hob.
IV:1–4

学习版/平装

992两支单簧管、两支降E调圆
号、两支大管

贝多芬 降E大调六重奏，op.71 /管乐进行曲，WoO
29

原作版/平装

606两支双簧管、两支圆号、两
把小提琴、两把中提
琴、低音提琴

海顿 G大调嬉游曲 Hob. II:9 (为两只双簧管、两只
圆号、两把小提琴与低音提琴而作)

原作版/平装

607两支双簧管、两支圆号、两
把小提琴、两把中提
琴、低音提琴

海顿 D大调嬉游曲 Hob. II:8 (为两只长笛、两只圆
号、两把小提琴与低音提琴而作)

原作版/平装

955两支圆号、两把小提琴、中
提琴、低音提琴

贝多芬 降E大调六重奏 op. 81b，为两只圆号、两
把小提琴、中提琴与低音提琴而作(带降E
大调和F大调的圆号声部)

原作版/平装

9955两支圆号、两把小提琴、中
提琴、低音提琴

贝多芬 降E大调六重奏 op. 81b，为两只圆号、两把
小提琴、中提琴与低音提琴而作(带降E大
调和F大调的圆号声部)

学习版/平装

973两支长笛 贝多芬 长笛二重奏 WoO 26 原作版/平装
329两支长笛、数字低音 J.S.巴赫 G大调双长笛与通奏低音三重奏鸣曲 BWV

1039
原作版/平装

795两只单簧管、两只圆号、两
只大管

莫扎特 降E大调小夜曲 KV 375 原作版/平装

9795两只单簧管、两只圆号、两
只大管

莫扎特 降E大调小夜曲 KV 375 学习版/平装

9809两只双簧管、两只单簧
管、两只巴塞特单簧管，四
只圆号、两只大管、
低音提琴

莫扎特 降B大调大帕蒂塔 K 361 学习版/平装

809两只双簧管、两只单簧
管、两只巴赛特单簧管、两
只圆号、两只大管、
低音提琴

莫扎特 降B大调大帕蒂塔 K 361 原作版/平装

796两只双簧管、两只单簧
管、两只圆号、两只大管

莫扎特 降E大调小夜曲 KV 375 原作版/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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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6两只双簧管、两只单簧

管、两只圆号、两只大管

莫扎特 降E大调小夜曲 KV 375 学习版/平装

947两只双簧管、英国管 贝多芬 C大调三重奏 Opus 87 · C大调变奏曲
WoO 28

原作版/平装

9947两只双簧管、英国管 贝多芬 C大调三重奏 Opus 87 • C大调变奏曲
WoO 28

学习版/平装

454两只长笛与大提琴 海顿 三重奏(“伦敦”三重奏) Hob. IV:1–4，为
两只长笛和大提琴而作

原作版/平装

963三把小提琴与数字低音 帕赫贝尔 D大调卡农与吉格(为三把小提琴与数字低
音而作)

原作版/平装

1157三把长号 布鲁克纳 为三把长号而作的重奏两首 原作版/平装
969声乐、单簧管与钢琴 舒伯特 岩石上的牧羊人(为声乐、单簧管与钢琴而

作)，D 965
原作版/平装

1069竖琴、长笛、单簧管与弦乐
四重奏

拉威尔 引子与快板，为竖琴、长笛、单簧管与弦
乐四重奏而作

原作版/平装

7069竖琴、长笛、单簧管与弦乐
四重奏

拉威尔 引子与快板，为竖琴、长笛、单簧管与弦
乐四重奏而作

学习版/平装

154双簧管、大管、小提琴、
大提琴钢琴

海顿 为双簧感、大管、小提琴、大提琴与乐队

所作的协奏曲 Hob. I:105
原作版/平装

9797双簧管、单簧管(降B大
调)、圆号、大管各两只

莫扎特 c小调小夜曲 KV 388 (384a) 为两只双簧
管、两只单簧管(降B大调)、两只圆号
和两只大管而作

学习版/平装

797双簧管、单簧管(降B大
调)、圆号与大管各两只

莫扎特 c小调小夜曲 KV 388 (384a) 原作版/平装

794双簧管、小提琴、
中提琴、大提琴

莫扎特 F大调双簧管四重奏 KV  370 (368b) 原作版/平装

9794双簧管、小提琴、
中提琴、大提琴

莫扎特 F大调双簧管四重奏 KV  370 (368b) 学习版/平装

1138四只圆号、钢琴 舒曼 为四只圆号和乐队所作的音乐会作品 op.
86

原作版/平装

584小号、两把小提琴、
中提琴、大提琴、
低音大提琴和钢琴

圣-桑 降E大调作品65号小号、弦乐五重奏和钢琴
演奏的七重奏

原作版/平装

608小提琴(长笛)、小提琴与
大提琴

海顿 六首嬉游曲 Hob. IV:6*–11* 原作版/平装

9608小提琴(长笛)、小提琴与
大提琴

海顿 六首嬉游曲 Hob. IV:6*–11* 学习版/平装

1070小提琴、大提琴 拉威尔 小提琴与大提琴奏鸣曲 原作版/平装
1068小提琴、大提琴、钢琴 肖邦 g小调钢琴三重奏 op. 8 原作版/平装

715小提琴、大提琴与钢琴 勃拉姆斯 a小调二重协奏曲，op. 102 原作版/平装
1277小提琴、大提琴与钢琴 肖松 g小调钢琴三重奏，op. 3 学习版/平装
9852小提琴、大提琴与乐队 勃拉姆斯 a小调双重协奏曲 op. 102 学习版/平装

798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 莫扎特 降E大调协奏交响曲 KV 364 原作版/平装
1265小提琴和大提琴 贝多芬 小提琴和大提琴二重奏 学习版/平装

624小提琴与中提琴 莫扎特 弦乐二重奏 原作版/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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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圆号、小提琴、两把
中提琴、大提琴

莫扎特 降E大调圆号五重奏 KV 407 (386c)
(带降E大调和F大调的圆号声部)

原作版/平装

9826圆号、小提琴、两只
中提琴、大提琴

莫扎特 降E大调圆号五重奏 KV 407 (386c)(带降E大
调和F大调的圆号声部)

学习版/平装

9828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圆
号、大管

A.雷哈 降E大调管乐五重奏 op. 88 Nr. 2 学习版/平装

828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圆
号、大管

A.雷哈 降E大调管乐五重奏 op. 88 之二 原作版/平装

9370长笛、小提琴、中提琴 贝多芬 D大调小夜曲，为长笛、小提琴与中提琴而作
op. 25

学习版/平装

786长笛、小提琴、中提琴 里格 长笛(小提琴),小提琴和中提琴小夜曲 op.
77a, op. 141a

原作版/平装

9786长笛、小提琴、中提琴 里格 长笛(小提琴),小提琴和中提琴小夜曲 op.
77a，op. 141a

学习版/平装

635长笛、小提琴、中提琴、大
提琴

莫扎特 长笛四重奏(为长笛、小提琴、中提琴和大
提琴而作)

原作版/平装

9635长笛、小提琴、中提琴、大
提琴

莫扎特 长笛四重奏(长笛、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
琴)

学习版/平装

370长笛、小提琴和中提琴 贝多芬 D大调小夜曲，为长笛、小提琴与中提琴
而作 op. 25

原作版/平装

1026长笛、中提琴、竖琴 德彪西 长笛、中提琴与竖琴奏鸣曲 原作版/平装
1093长笛/短笛，双簧管，单簧管

(降B)，圆号(F)，巴松管，低
音单簧管(降B)

雅纳切克 青春(Mládí) 原作版/平装

7093长笛/短笛，双簧管，单簧管
(降B)，圆号(F)，巴松管，低
音单簧管(降B)

雅纳切克 青春(Mládí) 原作版/平装

343长笛三重奏 贝多芬 G大调长笛三重奏 WoO 37（钢琴、长笛、
大管)

原作版/平装

294长笛与小提琴 J.S.巴赫 三重奏鸣曲和无限卡农(长笛、小提琴和通
奏低音)，出自《音乐的奉献》 BWV 1079
之八、九

原作版/平装

554长笛与小提琴 J.S.巴赫 G大调三重奏鸣曲 BWV 1038 （为长笛、小
提琴及键盘低声部而作)

原作版/平装

1272 室内乐 策姆林斯基 第二弦乐四重奏 op. 15 学习版/平装
1399 室内乐 德沃夏克 C大调弦乐四重奏 op. 61 学习版/平装

939 室内乐 圣-桑 动物狂欢节，室内乐版本 学习版/平装
1939 室内乐 圣-桑 动物狂欢节 为室内乐团而作 学习版/平装
1940 室内乐 圣-桑 动物狂欢节 为室内乐团而作 学习版/平装
1941 室内乐 圣-桑 动物狂欢节 为室内乐团而作 学习版/平装
1942 室内乐 圣-桑 动物狂欢节 为室内乐团而作 学习版/平装
1943 室内乐 圣-桑 动物狂欢节 为室内乐团而作 学习版/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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