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华南师范大学艺术类招生情况

我校今年艺术类招生总体招生情况如下：

校区 学院 专业 科类 类别 广东 山西 福建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西 海南 四川 甘肃

石牌校区 美术学院 美术学 美术 师范 47 5 3 3 3 8 5 4

石牌校区 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美术 非师范 25

石牌校区 美术学院 环境设计 美术 非师范 15 5 5

石牌校区 美术学院 产品设计 美术 非师范 15 3 2 3

石牌校区 美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美术 非师范 14 3 8

汕尾校区 创意设计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新专业）
美术 非师范 115

校区 学院 专业 科类 类别 广东 山西 福建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西 海南 四川 甘肃

大学城校区 音乐学院 音乐学 音乐 师范 93 2 3 10 2 3

大学城校区 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 音乐 非师范 40 2 3 10 2 3

大学城校区 音乐学院 舞蹈学 舞蹈 师范 28 2 2 2 3 10 2 4 4 3

广东省艺术类招生情况：

艺术类录取原则如下：

音乐与舞蹈学录取原则：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投档规则 出档后，音乐类、舞蹈类专业分专业录取时，广东省计划以投档总分按“分

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录取；其它外省计划按术科统考成绩从高到低 录取，术科统考成绩相同的，按高考文化成绩（排位） 录取。

美术与设计学类录取原则：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投档规则出档后，美术类专业分专业录取时，广东省计划以投 档总分按“分数优

先，遵循志愿”的原则录取； 外省计划按术 科统考成绩从高到低录取， 术科统考成绩相同的， 按高考文 化成绩（排位）录取。

文理科限制：考生需符合 2022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的报名条件，对于不分文科和理科投放招生计划的省份，文理兼收；对于文

理科分别投放招 生计划的省份，我校仅招收文科考生。实行“3+1+2”新高考模式的省份， 对于不分首选科目投放招生计划的省份，我校不限考

生的首选科目，对于 首选科目分别投放招生计划的省份，我校仅招收首选科目为“历史”的考生。

术科考试要求：考生须参加生源省份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组织的与所报考专业（招考方向相对应的艺术类统考，且专业省级统考成绩及高考

成绩均达到生源 省份相关要求。外省艺术类录取按照专业录取，器乐类型不限种类。广东省艺术类今年录取按照专业组进行，报考器乐组的考生

术科统考选考科目需符合科目组要求。

专业组代码 专业组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生人数 办学地点 术科科目 备注

240 美术 147 美术学（师范） 47 石牌校区 美术统考 不招色盲

240 美术 148 数字媒体艺术 14 石牌校区 美术统考 不招色盲

240 美术 149 视觉传达设计 25 石牌校区 美术统考 不招色盲

240 美术 150 环境设计 15 石牌校区 美术统考 不招色盲

240 美术 151 产品设计 15 石牌校区 美术统考 不招色盲

205 美术 154 服装与服饰设计 115 汕尾校区 美术统考

228 音乐学综合组 135 音乐学（师范） 47 大学城校区 音乐学统考

229
音乐学西洋管乐、

打击乐组
136 音乐学（师范） 10 大学城校区 音乐学统考

器乐仅招长笛、单簧管、萨克斯管、双簧管、大

管、小号、长号、圆号、大号、西洋打击乐（爵

士鼓、 玛林巴、 颤音琴）

230 音乐学西洋弦乐组 137 音乐学（师范） 16 大学城校区 音乐学统考
器乐仅招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

竖琴、古典吉他

231
音乐学民族管乐、

打击乐组
138 音乐学（师范） 4 大学城校区 音乐学统考 器乐仅招唢呐、竹笛、笙、民族打击乐（排鼓）

232
音乐学民族弦乐、

弹拨乐组
139 音乐学（师范） 16 大学城校区 音乐学统考 器乐仅招二胡、古筝、阮、琵琶、扬琴

233 音乐表演声乐组 140 音乐表演 10 大学城校区 音乐表演-声乐统考

234 音乐表演钢琴组 142 音乐表演 6 大学城校区 音乐表演-器乐统考 仅招钢琴

235
音乐表演西洋管乐、

打击乐组
141 音乐表演 5 大学城校区 音乐表演-器乐统考

仅招长笛、单簧管、萨克斯管、双簧管、大管 、

小号、长号、圆号、大号、西洋打击乐（爵士鼓、

玛林巴、 颤音琴）

236 音乐表演西洋弦乐组 143 音乐表演 7 大学城校区 音乐表演-器乐统考
仅招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竖琴、

古典吉他

237
音乐表演民族管乐、

打击乐组
144 音乐表演 5 大学城校区 音乐表演-器乐统考 仅招唢呐、竹笛、笙、民族打击乐（排鼓）

238
音乐表演民族弦乐、

弹拨乐组
145 音乐表演 7 大学城校区 音乐表演-器乐统考 仅招二胡、古筝、阮、琵琶、扬琴

239 舞蹈组 146 舞蹈学（师范） 28 大学城校区 舞蹈统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