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
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为规范实施山东省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

作，公平、公正选拔艺术类专业人才，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

2022 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

〔2021〕7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招生类别与计划编制

（一）山东省艺术类招生专业划分为美术类、文学编导类、

书法类、舞蹈类、音乐类、播音主持类、戏剧影视表演类、服装

表演类、航空服务艺术类、摄影类、其他类等共 11 个类别，其

中“其他类”仅限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个别无法对应到另外

10 个类别的专业使用，相关高校须与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协

商一致后向社会公布。相关高校须在教育部艺术类招生考试信息

交互系统报送招生专业与我省艺术专业类别对应信息，并在我省

统考前予以公布。

（二）山东省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号第 9 位的科

类代码“3”为艺术类考生标识。编制招生计划时，经教育部批

准的部分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含部分艺术类本科专业参照执

行的少数高校）的艺术类本科专业，可不编制分省分专业招生计

划（即来源计划）。除上述高校及相关专业以外的高校艺术类本

科专业及所有高校艺术类高职（专科）专业，均须编制分省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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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招生计划，并参照附件明确各专业所属专业类别，附件中未涵

盖的专业或类别对应不一致，相关高校须与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

院协商一致后，确定专业所属类别。

未经教育部批准的艺术类专业，不得编制招生来源计划。

二、专业考试及成绩使用

山东省 2023 年艺术类本科专业考试分为省级统考和校考。

未经教育部批准的艺术类专业，不得组织专业考试。原则上考生

限选一类艺术专业报考，录取阶段同一批次也只能选择一类艺术

专业填报志愿和参与录取。

（一）省级统考。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负责组织管理 2023 年山东省美术类、

文学编导类、书法类、舞蹈类、音乐类、播音主持类、戏剧影视

表演类、服装表演类、航空服务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工作。

1.2023 年艺术统考时间及科目。美术类、文学编导类、书

法类、音乐类笔试科目考试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11 日；播音主

持类、舞蹈类、音乐类、戏剧影视表演类、服装表演类、航空服

务艺术类面试科目考试时间分别为 2022 年 12 月 15 日—19 日、

12 月 15 日—22 日、12 月 15 日—20 日、12 月 15 日—22 日、12

月 15 日—19 日、12 月 15 日—19 日。

美术类考试科目：速写、造型基础（素描）、色彩基础，单

科满分为 100 分，总分满分为 300 分。

文学编导类考试科目：文学艺术常识、影视评论与创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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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满分为 150 分，总分满分为 300 分。

书法类考试科目：书法临摹、书法创作，单科满分为 150 分，

总分满分为 300 分。

舞蹈类按舞蹈类（艺术舞蹈）、舞蹈类（体育舞蹈）和舞蹈

类（健美操）三个方向组织考试。

舞蹈类（艺术舞蹈）考试科目：形体条件、基本功、自选技

巧、即兴表演、剧目表演，单科按满分 100 分评分，总成绩=（形

体条件×15%+基本功×20%+自选技巧×20%+即兴表演×15%+剧目表

演×30%）×3，总分满分为 300 分。

舞蹈类（体育舞蹈）考试科目：身体形态、恰恰恰、伦巴、

华尔兹、探戈，单科满分分别为 60 分，总分满分为 300 分。

舞蹈类（健美操）考试科目：身体形态、专业素质、专项技

术，身体形态单科满分为 60 分、专业素质单科满分为 120 分、

专项技术单科满分为 120 分，总分满分为 300 分。

音乐类考试科目：考试科目分基础乐科与专业技能两部分，

其中基础乐科包括乐理、听音、视唱 3 个科目，专业技能包括声

乐、器乐 2 个科目。考生的两项技能成绩中，成绩高者默认为技

能 1 成绩、成绩低者默认为技能 2 成绩。单科按满分 100 分评分，

总成绩=（乐理×5%+听音×5%+视唱×5%+技能 1×55%+技能 2×30%）

×3，总分满分为 300 分。

播音主持类考试科目：自备文学作品朗诵、新闻播报、即兴

评述，单科按满分 100 分评分。总成绩=（自备文学作品朗诵×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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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播报×30%+即兴评述×40%）×3，总分满分为 300 分。

戏剧影视表演类考试科目：文学作品朗诵、自选曲目演唱、

形体技能展现、命题即兴表演 4 科，单科按满分 100 分评分。总

成绩=（文学作品朗诵×20%+自选曲目演唱×20%+形体技能展现

×20%+命题即兴表演×40%）×3，总分满分为 300 分。

服装表演类考试科目：形体形象、台步展示、才艺表演 3 科，

单科按满分 100 分评分。总成绩=（形体形象×50%+台步展示×40%+

才艺表演×10%）×3，总分满分为 300 分。

航空服务艺术类考试科目：形体形象、语言表达、艺术素养

三科，单科按满分 100 分评分。总成绩=（形体形象×60%+语言表

达×20%+艺术素养×20%）×3，总分满分为 300 分。

2.艺术统考成绩使用。除经教育部批准的部分独立设置本科

艺术院校（含部分艺术类本科专业参照执行的少数高校）、中央

部门所属高校等提前批高校外，其他院校美术类、文学编导类、

书法类、舞蹈类、音乐类、播音主持类、戏剧影视表演类、服装

表演类、航空服务艺术类专业均使用省级统考成绩作为专业成绩，

高校不再单独组织校考。未达到当年省级统考美术类、文学编导

类、书法类、舞蹈类、音乐类、播音主持类、戏剧影视表演类、

服装表演类、航空服务艺术类专业统考本科合格线的考生，没有

资格参加招生院校组织的相应类别本科专业校考，考生即使报名

参加了校考，也不能参加后续投档及录取。

所有在山东省招生的高职（专科）学校的美术类、文学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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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书法类、舞蹈类、音乐类、播音主持类、戏剧影视表演类、

服装表演类、航空服务艺术类专业均使用相应艺术统考成绩作为

考生的专业考试成绩。

（二）校考。

美术类、文学编导类、书法类、舞蹈类、音乐类、播音主持

类、戏剧影视表演类、服装表演类、航空服务艺术类之外的艺术

类本科专业，2023 年由各招生院校组织专业考试。所有高校艺

术类专业校考工作原则上均在学校所在地组织，要积极采取线上

考试或使用省级统考成绩进行初选等方式，严格控制现场校考人

数，原则上不超过相关专业招生计划的 6—8 倍。具体考试时间

及安排见有关高校官网。2024 年起，不再跨省设置校考考点，

所有高校艺术类专业校考工作均在学校所在地组织。

（三）其他。

1.可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的艺术教育、服装设计与工程、风

景园林、文化产业管理等 4 个非艺术学门类专业，按普通类专业

招生，若高校对考生有艺术类专业基础要求，须在招生章程中明

确告知考生，且高考文化成绩不得低于山东省普通类一段线。有

关高校的艺术史论、戏剧影视文学等专业若无艺术专业考核要求，

可不组织专业考试，协商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安排在普通类专

业录取并执行普通类专业录取规则。

2.高职（专科）专业原则上不安排专业考试，美术类、文学

编导类、书法类、舞蹈类、音乐类、播音主持类、戏剧影视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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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服装表演类、航空服务艺术类专业均使用艺术统考成绩，其

余类别专业认同所有本科院校相同或相近本科专业合格成绩。如

个别高职（专科）专业无法对应，确需组织专业考试，须报山东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批准后方可实施。

三、招生章程

招生章程是高校向社会公布有关招生信息的必要形式，是招

生录取工作的重要依据，是考生填报志愿时的重要参考，各招生

院校须按照教育部和山东省有关规定，严谨规范地制定本校艺术

类专业招生章程。章程内容必须合法、完整、准确，涉及录取原

则的部分要清晰、明确、通俗易懂，且不存在歧义，要与《2023

年山东省普通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指南》所述内容完全一致。各招

生院校章程相关内容如果与教育部或山东省有关文件规定不一

致，按教育部或山东省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省内各招生院校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前将艺术类招生章程

通过电子邮件（xsc@shandong.cn）报送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

室备案。

四、录取批次

艺术类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批和专科批 3 个录取批次，3

个批次依次进行录取工作。

（一）本科提前批。

包括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含部分艺术类本科专业参照执

行的少数高校），中央部门属高校及部分省属高校除美术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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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的艺术类专业，省属公费师范生、市级政府委托培养师范生

专业招生。

（二）本科批。

包括除提前批之外的所有艺术类本科招生。

（三）专科批。

包括所有艺术类专科招生。

五、文化录取控制分数线

艺术类考生文化课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夏

季高考）。

（一）本科文化录取控制分数线。

本科文化录取控制分数线以普通类一段线为基数，按教育部

规定各专业类别的比例划定。

1.经教育部批准的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含部分艺术类本

科专业参照执行的少数高校），可自主划定本校相关专业的本科

文化录取控制分数线。

2.其余艺术类本科高校及专业中，文学编导类、播音主持类、

摄影类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为普通类一段线；美术类、音乐类、

书法类、航空服务艺术类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为普通类一段线

的 75%；舞蹈类、戏剧影视表演类、服装表演类文化课录取控制

分数线为普通类一段线的 65%。

（二）高职（专科）文化录取控制分数线。

高职（专科）文化录取控制分数线与普通类二段线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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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志愿填报

考生以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编写出版的《2023 年山东省

普通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指南》为依据，根据录取批次安排及志愿

设置要求填报志愿；填报征集志愿时，要以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

院网站公布的该批次院校缺额计划及专业代号为准。在同一批次

内艺术类考生可选择填报艺术类志愿或普通类志愿，且只能选择

其中一类填报；普通类考生不能填报艺术类志愿。

（一）本科提前批。

安排 2 次志愿填报。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志愿模式，均不实

行平行志愿。

（二）本科批。

安排 3 次志愿填报。统考专业（专业类）实行平行志愿，均

实行以“专业（专业类）+学校”为单位的志愿模式，1 个“专

业（专业类）+学校”为 1 个志愿，考生每次志愿填报的数量不

超过 60 个，可以填满所有志愿，也可选择填报部分志愿；校考

专业不实行平行志愿，每次只能填报 1 个院校志愿。

本科同一批次填报志愿时，美术类、文学编导类、书法类、

舞蹈类、音乐类、播音主持类、戏剧影视表演类、服装表演类、

航空服务艺术类考生可填报使用统考成绩院校相关专业，或者填

报取得校考合格证院校相关专业，但使用统考成绩与使用校考成

绩的专业不能兼报。校考专业考生可填报取得校考合格证院校相

关专业，或填报“承认其他院校校考成绩”院校相关专业，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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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类型也不允许兼报。填报“承认其他院校校考成绩”专业时，

考生取得合格证专业名称须与报考专业名称完全一致（含招考方

向的专业是否要求方向也完全一致，由院校确定）。

（三）专科批。

安排 2 次志愿填报。经教育部批准可以组织专业校考的部分

专业（专业类），不实行平行志愿，每次志愿填报 1 个院校志愿，

考生须取得招生院校校考合格证。除此之外的其他专业实行平行

志愿，按“专业（专业类）+学校”志愿模式填报，考生取得专

业合格证须是相关专业类别内相同或相近专业，每次志愿填报的

数量不超过 60 个，可以填满所有志愿，也可选择填报部分志愿。

七、投档录取

山东省艺术类本科和高职（专科）专业均实行文化成绩与考

生所填报专业成绩相关联的投档模式，关联不上专业成绩的，一

律不予投档。

（一）本科提前批。

根据考生志愿，关联其填报的第一专业合格成绩投档，由高

校择优录取。

（二）本科批。

遵循考生志愿，关联统考合格成绩，根据综合分数（四舍五

入保留两位小数）按招生计划 1:1 投档，由高校审核录取；校考

专业关联考生填报的专业合格成绩投档，由高校择优录取。

其中，艺术类统考专业根据综合分数从高到低排序投档。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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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分数计算办法分别是：

1.美术类专业（使用统考成绩），综合分数按照专业成绩占

70%、文化成绩（含政策性加分，下同）占 30%计算。

2.文学编导类（使用统考成绩），综合分数按照专业成绩占

30%、文化成绩占 70%计算。

3.书法类（使用统考成绩），综合分数按照专业成绩占 40%、

文化成绩占 60%计算。

4.舞蹈类（使用统考成绩），综合分数按照专业成绩占 70%、

文化成绩占 30%计算。

5.音乐类（使用统考成绩），综合分数按照专业成绩占 70%、

文化成绩占 30%计算。

6.播音主持类（使用统考成绩），综合分数按照专业成绩占

30%、文化成绩占 70%计算。

7.航空服务艺术类（使用统考成绩），综合分数按照专业成

绩占 30%、文化成绩占 70%计算。

8.戏剧影视表演类（使用统考成绩），综合分数按照专业成

绩占 70%、文化成绩占 30%计算。

9.服装表演类（使用统考成绩），综合分数按照专业成绩占

70%、文化成绩占 30%计算。

（三）专科批。

统考专业按大类使用综合分数（与本科同类专业折算办法相

同）投档，校考专业按大类使用文化成绩投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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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档及录取具体办法另文通知。

八、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

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是国家教育考试的组成部分，各高

校要充分认识艺术类专业考试的重要性、敏感性和复杂性，严格

规范考试管理，不断提高管理精准化、精细化水平，切实维护考

试公平公正，保障广大考生的合法权益。参与招生考试的所有工

作人员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意识，严格遵守程序，

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克服经验主义，杜绝草率行事，确保艺术类

招生考试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二）加强组织领导。

高校要加强对艺术类专业考试工作的组织领导，严格落实主

体责任，牢固树立考试安全工作红线意识，健全考试招生风险防

控体系，有效杜绝监管漏洞和安全隐患。省外高校艺术类专业考

试设考点的市教育（教体）局、招生考试机构要为高校提供考试

所需场地及辅助设施，协助高校做好选聘监考员、工作人员及其

他服务工作。

（三）落实防疫要求。

各地各高校要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组考防疫工作部署要求，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依法科学、分级分类”的原则，统筹

疫情防控和考试组织，保障考生和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要严格落实省疫情防控方案，因地制宜、科学制定本地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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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和应急预案，报当地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批准

后组织实施。做好考前培训指导与演练、考中疫情防控管理与应

急处置，确保考试正常开展。考试期间，若疫情防控形势和政策

发生调整或变化，需按照最新规定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四）规范考试实施。

高校应高度重视艺术类专业考试命题工作，严格命题相关人

员的选聘，签订安全保密协议；制定科学严谨的命题工作方案并

严格执行。加强试卷印制工作管理，确保试题印制内容准确无误。

制定详细的考试实施细则，规范工作程序，健全监督制度，确保

考试安全实施。严格选聘考试工作人员并逐一签订考试安全责任

书，加强规范化、专业化业务培训，提高安全保密和遵纪守法意

识。采取多种手段进行考生入场检查，严把考场入口关，防止考

生和涉考人员携带作弊工具进入考场；采取多证核对、人机比对

等措施严防替考。严格考生报名资格审核，及时公布审核结果。

高校须对专业考试全过程进行录像备案，并将考生的报名材料、

考试答卷（或考试视频记录资料）保留 4 年。

（五）严格考评管理。

考评工作是艺术类专业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要科学制

定考试评分办法，办法一经确定，必须严格执行、不打折扣；加

强考评人员上岗培训和警示教育，与考评人员签订利益关系者回

避与诚信评价承诺书；保证评委数量，省外校外人员比例达到一

半以上，原则上小组评委人数不少于 5 人，确保考评工作公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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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六）强化信息安全防护。

高校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考生报名数据、成绩数据准确安全，

正确处理信息公开与信息保密的关系，严禁发生信息泄露，杜绝

出现成绩错录错报等问题。

（七）加强诚信考试宣传教育。

多种渠道开展考试诚信法纪教育，让考生熟知《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

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3 号）、《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等相关法律法规，清楚认识考试违规所产生的严重后果

和危害，自觉遵守考试纪律和考试规则，拒绝和抵制考试违纪作

弊行为，做到诚信考试。

（八）严肃考风考纪。

要严肃工作纪律，狠抓考风考纪，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加大考试巡查力度，通过视频监控、实地抽查、巡考等多种方式

加强监管，确保考场纪律严明有序。密切关注网络舆情，调动各

方面力量，共同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和舆论氛围。严厉打击替考

及其他作弊行为，对被认定为违规的考生，应形成书面材料报山

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由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依据教育部有关

规定对违规考生进行处理。

（九）完善复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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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高校要依据《信访条例》和教育信访工作规定，及时妥善

处置高校招生考试信访问题。要完善艺术类专业考试复审办法，

规范复审程序，组建复审小组，受理解决考试争议申诉等有关问

题。

附件：山东省 2023 年艺术类别对应专业目录



附件

山东省 2023 年艺术类别对应专业目录

类别名称 对应专业代码 对应艺术类专业 层次

美术类

130307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本科

130310 动画 本科

130401 美术学 本科

130402 绘画 本科

130403 雕塑 本科

130404 摄影 本科

130311T 影视摄影与制作 本科

130405 书法学 本科

130406 中国画 本科

130407 实验艺术 本科

130408 跨媒体艺术 本科

130409 文物保护与修复 本科

130410 漫画 本科

130501 艺术设计学 本科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本科

130503 环境设计 本科

130504 产品设计 本科

1305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本科

130506 公共艺术 本科

130507 工艺美术 本科

130508 数字媒体艺术 本科

130509 艺术与科技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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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类

130510 陶瓷艺术设计 本科

130511 新媒体艺术 本科

130512 包装设计 本科

650101 艺术设计 专科

650102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专科

650103 广告设计与制作 专科

650104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专科

650105 产品艺术设计 专科

650106 家具艺术设计 专科

650107 皮具艺术设计 专科

650108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专科

650109 室内艺术设计 专科

650110 展示艺术设计 专科

650111 环境艺术设计 专科

650112 公共艺术设计 专科

650113 雕刻艺术设计 专科

650114 包装艺术设计 专科

650115 陶瓷设计与工艺 专科

650116 刺绣设计与工艺 专科

650117 玉器设计与工艺 专科

650118 首饰设计与工艺 专科

650119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专科

650120 动漫设计 专科

650121 游戏设计 专科

650122 人物形象设计 专科

650123 美容美体艺术 专科

650124 摄影与摄像艺术 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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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类

650125 美术 专科

650209 服装表演 专科

650218 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 专科

650302 民族美术 专科

650303 民族服装与服饰 专科

650305 民族传统技艺 专科

660203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专科

660207 影视美术 专科

660208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专科

660209 影视动画 专科

660210 影视照明技术与艺术 专科

660213 摄影摄像技术 专科

文学编导类

130302 戏剧学 本科

130303 电影学 本科

130304 戏剧影视文学 本科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本科

130306 戏剧影视导演 本科

130313 戏剧教育 本科

650217 戏曲导演 专科

660206 影视编导 专科

书法类 130405T 书法学 本科

舞蹈类（艺术舞蹈、

体育舞蹈、健美操）

130204 舞蹈表演 本科

130205 舞蹈学 本科

130206 舞蹈编导 本科

130211 流行舞蹈 本科

130207 舞蹈教育 本科

650201 表演艺术 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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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类（艺术舞蹈、

体育舞蹈、健美操）

650203 歌舞表演 专科

650207 舞蹈表演 专科

650208 国际标准舞 专科

650216 舞蹈编导 专科

670116 舞蹈教育 专科

650301 民族表演艺术 专科

音乐类

130201 音乐表演 本科

130202 音乐学 本科

130203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本科

130308 录音艺术 本科

130209 流行音乐 本科

130210 音乐治疗 本科

130212 音乐教育 本科

650201 表演艺术 专科

650203 歌舞表演 专科

650204 戏曲表演 专科

650205 曲艺表演 专科

650211 现代流行音乐 专科

650212 作曲技术 专科

650213 音乐制作 专科

650214 钢琴伴奏 专科

650215 钢琴调律 专科

650219 音乐表演 专科

650301 民族表演艺术 专科

660212 录音技术与艺术 专科

播音主持类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本科

660202 播音与主持 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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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类

130311T 影视摄影与制作 本科

130404 摄影 本科

130508 数字媒体艺术 本科

660213 摄影摄像技术 专科

戏剧影视表演类

130301 表演 本科

650201 表演艺术 专科

650202 戏剧影视表演 专科

650204 戏曲表演 专科

650205 曲艺表演 专科

650206 音乐剧表演 专科

650301 民族表演艺术 专科

服装表演类

130301 表演 本科

650209 服装表演 专科

650210 模特与礼仪 专科

航空服务艺术类 130208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 本科

注：根据教育部普通高校本、专科专业目录，结合我省艺术类别划分情况制定对应专业目录，

若有附件中未涵盖的专业或类别对应不一致，比如录音艺术、音乐剧等专业，请有关高

校与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协商确定专业所属类别，并在我省统考前通过本校官网予以

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