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2020年艺术类录取统计
省份 专业 投档 录取 最高分 最低分 备注1 备注2

河南

曲艺表演 专业 专业 文156 文156 表演统考
声乐 专业 专业 文163理149 文133理144 音乐省统考声乐
器乐 专业 专业 文165理145 文144理139 音乐省统考器乐
钢琴调律 专业 专业 文178 文178 音乐省统考器乐
舞蹈 专业 专业 文182 文174 舞蹈省统考艺术舞蹈
主播 专业 专业 文327理306 文308理306 播音省统考
人物形象 专业 专业 文248 文230 美术省统考
舞台技术 专业 专业 文228 文194 美术省统考

内蒙古

幼儿艺术 文化 文化 272 267 内蒙古艺术学院校考成绩（戏剧影视表演校考）
声乐 文化 文化 377 292 音乐省统考
器乐 文化 文化 356 302 音乐省统考
钢琴调律 文化 文化 299 286 音乐省统考
舞蹈 文化 文化 278 245 内蒙古艺术学院校考成绩（舞蹈表演校考）
主播 文化 文化 334 333 内蒙古艺术学院校考成绩（播音与主持校考）
人物形象 文化 文化 280 275 美术省统考
舞台技术 文化 文化 275 269 美术省统考

安徽

曲艺表演 专业模块 专业模块 653.9 653.9 模块5
综合分 1=专业成绩/专
业满分*300+文化成绩
/文化满分 *700，适用
组考模块一、二、三、
六对应的各专业。 综
合分2=专业成绩/专业
满分*700+文化成绩/
文化满分*300， 适用
组考模块四、五、七、
八对应的各专业。

幼儿艺术 专业模块 专业模块 表696音655.6舞694 表657.4音655.6舞690.5 模块4、5、8
声乐 专业模块 专业模块 672.4 658.6 模块8
器乐 专业模块 专业模块 657.6 657.6 模块8
钢琴调律 专业模块 专业模块 685.5 685.5 模块8
舞蹈 专业模块 专业模块 713 699.7 模块4
主播 专业模块 专业模块 579.7 559.7 模块1
舞台技术 专业模块 专业模块 689.7 683.8 模块7

人物形象 专业模块 专业模块 703.9 683.6 模块7

浙江

声乐 专业综合 专业 74 70 音乐类省统考 专业综合=文化*50%+
专业*50%*4.5（音乐
、美术）；文化
*40%+专业*60%*4.5
（舞蹈）；文化
*80%+专业*20%*4.5
（主播）

器乐 专业综合 专业 77 68 音乐类省统考
钢琴调律 专业综合 专业 73 73 音乐类省统考
主播 专业综合 专业 87 84 播音主持类省统考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2020年艺术类录取统计
省份 专业 投档 录取 最高分 最低分 备注1 备注2
浙江

人物形象 专业综合 专业 84 79 美术类省统考

专业综合=文化*50%+
专业*50%*4.5（音乐
、美术）；文化
*40%+专业*60%*4.5
（舞蹈）；文化
*80%+专业*20%*4.5
（主播）舞台技术 专业综合 专业 80 76 美术类省统考

河北

幼儿艺术 专业综合 专业 舞152器154.2声143.3 舞131.3器121.3声131.1 省统考
投档综合分：声乐最低分
447；器乐410；舞蹈
443曲艺表演 文化 文化 300 300 校考 投档分：文化课300分

声乐 专业综合 专业 168.4 151.7 音乐类省统考 投档综合分：484
器乐 专业综合 专业 157.2 147.7 音乐类省统考 投档综合分：468
舞蹈 专业综合 专业 181.3 169.3 舞蹈类省统考 投档综合分：521
钢琴调律 专业综合 专业 122.3 115 音乐类省统考 投档综合分：361
播音 专业综合 专业 171 150.6 播音与主持艺术校际联考 投档综合分：434
舞台技术 专业综合 专业 242 224.7 美术类省统考 投档综合分：492
人物形象 专业综合 专业 248.7 211.7 美术类省统考 投档综合分：491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2020年艺术类录取统计
省份 专业 投档 录取 最高分 最低分 备注1 备注2

辽宁

声乐 文化 专业 280.2 265.6 音乐舞蹈类专业省统考
器乐 文化 专业 253.7 216.1 音乐舞蹈类专业省统考
舞蹈 文化 专业 220.5 220.5 音乐舞蹈类专业省统考
主播 文化 专业 175.3 160.4 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省统考
人物形象 专业综合 专业 239.6 239.2

同分比文化，美术类专业省统考
舞台技术 专业综合 专业 250 239.2

山东
曲艺表演 文化 文化 316 193 校考
人物形象 专业综合 专业 228.3 228.3 美术类省统考，专业综合分=专业成绩

*750/300*70%+文化成绩*30%舞台技术 专业综合 专业 245.6 213.9

宁夏

幼儿艺术 文化 专业 器71.26 器67.26 音乐学类省统考
舞蹈 文化 专业 67.67 67.34 舞蹈学类省统考
人物形象 文化 专业 200 200 美术类省统考
钢琴调律 文化 专业 77.38 64.83 音乐学类省统考

吉林
舞蹈 专业综合 专业综合 447.6 447.6 舞蹈类省统考
钢琴调律 专业综合 专业综合 439.5 439.5 音乐类省统考
舞台技术 专业综合 专业综合 495.8 488.2 美术与设计类省统考

黑龙江

曲艺表演 文化 文化 315 315 校考
幼儿艺术 文化 专业 声153舞编242 声128舞编211 省统考
声乐 文化 专业 160 154 声乐省统考
器乐 文化 专业 162 157 器乐省统考
钢琴调律 文化 专业 124 124 器乐省统考
舞蹈 文化 专业 255 248 舞蹈表演省统考
主播 文化 专业 233 232 播音省统考
人物形象 专业综合 专业 219 198 美术类省统考 最低投档418
舞台技术 专业综合 专业 224 213 美术类省统考 最低投档418

山西

声乐 专业 专业 86.34 81.88 音乐类省统考
器乐 专业 专业 89.1 72.36 音乐类省统考
舞蹈 专业 专业 73.67 69.03 舞蹈类省统考
主播 专业 专业 90.87 79.8 播音主持艺术省级联考
人物形象 专业 专业 201.3 192 美术类省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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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舞台技术 专业 专业 197.3 189 美术类省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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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幼儿艺术 专业 专业 322.2 322.2 舞蹈类省统考
声乐 专业 专业 310.4 310.4 音乐学类省统考
器乐 专业 专业 272 272 音乐学类省统考
钢琴调律 专业 专业 274.4 274.4 音乐学类省统考
舞蹈 专业 专业 363 344 舞蹈类省统考
主播 专业 专业 229.6 226.4 播音与主持类省统考
人物形象 专业 专业 243.6 225.3 美术与设计类省统考

重庆

幼儿艺术 专业 专业 222.8 222.8 音乐类省统考
声乐 专业 专业 226.4 226.4 音乐类省统考
钢琴调律 专业 专业 223.8 210.9 音乐类省统考
舞蹈 专业 专业 211.4 211.4 舞蹈类省统考
主播 专业 专业 229.6 229.6 影视类省统考
人物形象 专业 专业 218 211 美术类省统考
舞台技术 专业 专业 214 214 美术类省统考

福建

幼儿艺术 专业综合 专业 舞279声227 舞224声227 省统考 舞蹈投档493；声乐投档
497

声乐 专业综合 专业 238 228 音乐类省统考 最低投档500
器乐 专业综合 专业 243 234 音乐类省统考 最低投档503
钢琴调律 专业综合 专业 235 227 音乐类省统考 最低投档498
主播 专业综合 专业 245 240 播音主持类省统考 最低投档536
人物形象 专业综合 专业 234 216 美术类省统考 最低投档460
舞台技术 专业综合 专业 227 221 美术类省统考 最低投档454

甘肃

幼儿艺术 专业 专业 声246 声246 音乐学类省统考
声乐 专业 专业 261 247 音乐学类省统考
器乐 专业 专业 222 216 音乐学类省统考
舞蹈 专业 专业 245 211 舞蹈学类省统考
主播 专业 专业 225 219 戏剧与影视学类省统考
人物形象 专业 专业 216 216 美术与设计学类省统考
舞台技术 专业 专业 203 192 美术与设计学类省统考

甘肃对口 幼儿艺术 文化 文化 521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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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专业 投档 录取 最高分 最低分 备注1 备注2

天津秋季

幼儿艺术 专业/文化专业/文化 151 151 统考/校考

文化课=语数外总和

声乐 文化 文化 173 164 校考
器乐 文化 文化 302 103 校考
钢琴调律 文化 文化 115 115 校考
舞蹈 专业 专业 82 69.3 天津市舞蹈统考
主播 专业 专业 90.67 71.67 天津市播音主持统考
人物形象 专业综合 专业 246.6 163.6 天津市美术类统考 最低投档综合 2

舞台技术 文化 文化 247 123 按照普通类录取
天津春高 舞台技术 文化 文化 439 328

天津春职

曲艺表演 文化 文化 管502 管197
幼儿艺术 文化 文化 管413工476 管314工394
声乐 文化 文化 管522工358 管522工358
器乐 文化 文化 管222 管222
舞蹈 文化 文化 管281 管275
人物形象 文化 文化 管297 管297
舞台技术 文化 文化 管394工455 管296工431 按照普通类录取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2020年普通类录取分数统计

省市 投档 录取
文物修复 旅游 会展 摄影

文化 文化 文化 文化

河南省 文化 文化
414 373
315 357

内蒙古 文化 文化
文426理320 理317文353 文396理265
文315理221 理239文328 文300理265

安徽省 文化 文化
427 442
374 371

天津市
（秋季）

文化 文化
261.1 190 255.1 237
173 133 163 122

天津市
（春职）

文化 文化
管491工436 管345工464 管326工457 管428工509
管297工436 管345工431 管326工435 管291工437

天津市
（春高）

文化 文化
424 400 389 463
339 340 344 365

河北省 文化 文化
439 412 447 443
414 409 413 406

江苏省 文化 文化
279
250

黑龙江 文化 文化
344 321 328 347
321 321 328 312

山西省 文化 文化
374 351 文354理209 392
311 271 文296理209 314

甘肃省 文化 文化
435 283 322 371
286 283 247 273

湖南省 文化 文化
491 496 404 499
416 414 394 472

备注：天津秋季文化课=语数外三门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