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2021年艺术类录取统计
省份 专业 投档 录取 录取最高分 录取最低分 备注1 备注2

北京 曲艺表演 文化 文化 96 96 校考
投档文化分为语数外
三门

河南

声乐 专业 专业 文180理164 文167理159 音乐省统考声乐
器乐 专业 专业 文169理162 文166理162 音乐省统考器乐
幼儿艺术 专业 专业 文153 文135 音乐省统考器乐
舞蹈 专业 专业 文187 文174 舞蹈省统考艺术舞蹈
主播 专业 专业 文328理312 文304理305 播音省统考
人物形象 专业 专业 文221 文193 美术省统考
舞台技术 专业 专业 文226 文208 美术省统考

内蒙古

幼儿艺术 文化 文化 305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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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244 音乐省统考
器乐 文化 文化 293 193 音乐省统考
钢琴调律 文化 文化 264 203 音乐省统考
舞蹈 文化 文化 216 182 内蒙古艺术学院校考成绩 （舞蹈表演校考）

主播 文化 文化 312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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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191 美术省统考
舞台技术 文化 文化 234 214 美术省统考

安徽

幼儿艺术 专业模块专业模块 表705文化379 表691文化368 模块五(表演、导演等)
声乐 专业模块专业模块 综合720文化360 综合697文化276 模块八(音乐表演、音乐学等)

舞蹈 专业模块专业模块 综合728文化356 综合710文化289 模块四(舞蹈表演、舞蹈学等)

主播 专业模块专业模块 综合605文化450 综合597文化421 模块一(播音与主持艺术等)

舞台技术 专业模块专业模块 综合723文化359 综合723文化359 模块七(美术学、设计学等)

人物形象 专业模块专业模块 综合726文化382 综合720文化324 模块七(美术学、设计学等)

浙江

声乐 专业综合专业 74 69 音乐类省统考 投档最高461最低458

器乐 专业综合专业 74 67 音乐类省统考 投档最高460最低457

钢琴调律 专业综合专业 73 69 音乐类省统考 投档最高458最低456

舞蹈表演 专业综合专业 72 72 舞蹈统考 投档最低最高460

主播 专业综合专业 84 79 播音主持类省统考 投档最高515最低478

人物形象 专业综合专业 87 76 美术类省统考 投档最高475最低469

舞台技术 专业综合专业 80 76 美术类省统考 投档最高475最低469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2021年艺术类录取统计
省份 专业 投档 录取 录取最高分 录取最低分 备注1 备注2

河北

幼儿艺术 专业综合专业 舞164.3器143.2声148.2 舞153.9器135.7声140.8 省统考
声乐 专业综合专业 167.5 151.8 音乐类省统考
器乐 专业综合专业 159.4 148.3 音乐类省统考
舞蹈 专业综合专业 165.6 161 舞蹈类省统考
钢琴调律 专业综合专业 138.2 126.3 音乐类省统考
播音 专业综合专业 159.9 138 播音与主持艺术校际联考

舞台技术 专业综合专业 237.7 231.5 美术类省统考
人物形象 专业综合专业 237.7 227.2 美术类省统考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2021年艺术类录取统计
省份 专业 投档 录取 录取最高分 录取最低分 备注1 备注2

辽宁

幼儿艺术 专业 专业 钢琴226.5民间舞244.4古典舞195.6 钢琴226.5民间舞244.4古典舞195.6 音乐舞蹈类专业省统考
声乐 专业 专业 民声262.5美声268.8 民声262.5美声268.8 音乐舞蹈类专业省统考
器乐 专业 专业 二胡258.6唢呐248.1扬琴267.3琵琶245.7 二胡258.6唢呐248.1扬琴267.3琵琶245.7 音乐舞蹈类专业省统考

钢琴调律 专业综合专业 美声钢琴259.7流行钢琴230.3 美声钢琴259.7流行钢琴230.3 音乐舞蹈类专业省统考 投档最高分58.7投档最低分
56.9

舞蹈 专业 专业 243.2 208.2 音乐舞蹈类专业省统考

主播 专业综合专业 156.3 156.3 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省统考
投档最高分56.9投档最低分
56.9

人物形象 专业综合专业 246 245.4 美术类专业省统考
投档最高分406.5投档最低
分403.9

舞台技术 专业综合专业 247 236.6 美术类专业省统考
投档最高分407投档最低分
402.6

山东 曲艺表演 文化 文化 288 233 校考

宁夏

曲艺表演 文化 文化 292 292 校考

舞蹈 文化 专业 67 58 舞蹈学类省统考
投档最高分332投档最低分
286

人物形象 文化 专业 192.2 192.2 美术类省统考 投档最高分256投档最低分
256

吉林

幼儿艺术 专业综合专业综合 声400 舞383 省统考
舞蹈 专业综合专业综合 395 395 舞蹈类省统考
人物形象 专业综合专业综合 380 380 美术与设计类省统考
舞台技术 专业综合专业综合 377 377 美术与设计类省统考

黑龙江

幼儿艺术 专业综合专业 器153声161舞蹈编导252 器152声155舞蹈编导245 省统考
声乐 专业综合专业 167 155 声乐省统考
器乐 专业综合专业 162 126 器乐省统考
钢琴调律 专业综合专业 169 169 器乐省统考
舞蹈 专业综合专业 254 247 舞蹈表演省统考
主播 专业综合专业 238 227 播音省统考
人物形象 专业综合专业 241 228 美术类省统考

舞台技术 专业综合专业 244 231 美术类省统考

山西

曲艺表演 文化 文化 283 137 校考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2021年艺术类录取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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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幼儿艺术 专业 专业 69.47 69.47 舞蹈表演省统考
声乐 专业 专业 82.8 74 音乐类省统考
器乐 专业 专业 84.7 70.7 音乐类省统考
舞蹈 专业 专业 75.3 68.1 舞蹈类省统考
主播 专业 专业 84.2 77.2 播音主持艺术省级联考

四川

幼儿艺术 专业 专业 256.8 256.8 舞蹈类省统考
声乐 专业 专业 329 314 音乐学类省统考
器乐 专业 专业 340.3 340.3 音乐学类省统考
钢琴调律 专业 专业 301.9 301.9 音乐学类省统考
舞蹈 专业 专业 347 341.8 舞蹈类省统考
主播 专业 专业 226.8 225.2 播音与主持类省统考
人物形象 专业 专业 246.6 227.3 美术与设计类省统考
人物形象 专业 专业 230.3 230.3 美术与设计类省统考

重庆

幼儿艺术 专业 专业 声216.3钢琴232舞195.7 声216.3钢琴232舞195.7 音乐、舞蹈、钢琴省统考

声乐 专业 专业 241.1 241.1 音乐类省统考
器乐 专业 专业 208.4 208.4 音乐类省统考
钢琴调律 专业 专业 219.8 219.8 音乐类省统考
舞蹈 专业 专业 201.4 201.4 舞蹈类省统考
主播 专业 专业 234.4 234.4 影视类省统考
人物形象 专业 专业 225 225 美术类省统考
舞台技术 专业 专业 220 220 美术类省统考

福建

幼儿艺术 专业综合专业 舞267声220 舞253声220 省统考 声投档最高488最低488；舞蹈投档最
高566最低544

声乐 专业综合专业 239 237 音乐类省统考 投档最高323最低
321

器乐 专业综合专业 236 230 音乐类省统考
投档最高507最低 
497

钢琴调律 专业综合专业 206 206 音乐类省统考 投档最高463最低
455主播 专业综合专业 246 239 播音主持类省统考 投档最高532最低
530人物形象 专业综合专业 217 211 美术类省统考 投档最高432最低
431舞台技术 专业综合专业 184 182 美术类省统考 投档最高447最低
416

甘肃

声乐 专业 专业 243 240 音乐学类省统考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2021年艺术类录取统计
省份 专业 投档 录取 录取最高分 录取最低分 备注1 备注2

甘肃

器乐 专业 专业 223 214 音乐学类省统考
舞蹈 专业 专业 223 218 舞蹈学类省统考
主播 专业 专业 230 227 戏剧与影视学类省统考
人物形象 专业 专业 199 196 美术与设计学类省统考
舞台技术 专业 专业 213 167 美术与设计学类省统考
曲艺表演 文化 文化 179 179 校考

天津秋季

幼儿艺术 文化 文化 183 183 校考

文化课=语数外总和

声乐 文化 文化 224 148 校考
器乐 文化 文化 237 128 校考
舞蹈 专业 专业 65.67 65.67 天津市舞蹈统考
主播 专业 专业 324 204 天津市播音主持统考
舞台技术 文化 文化 242 194 按照普通类录取

天津春高 舞台技术 文化 文化 476 425 按照普通类录取

天津春职

曲艺表演 文化 文化 管393 管223
幼儿艺术 文化 文化 管497工446 管372工446
声乐 文化 文化 管252工331 管252工331
器乐 文化 文化 工387 工278
舞蹈 文化 文化 管406 管267
人物形象 文化 文化 管374工407 管240工407
舞台技术 文化 文化 管382工461 管354工432 按照普通类录取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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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教育

文化 文化 文化 文化 文化

河南省 文化 文化
371 373 336
340 353 336

内蒙古 文化 文化
文341 文226 文293 文335
文289 文226 文224 文211

安徽省 文化 文化
475 440 427
402 428 387

天津市
（秋季）

文化 文化
256 221 226 249 200
197 206 200 199 195

天津市
（春职）

文化 文化
管398工425 管393工413 管442工445 管443工482
管358工406 管356工413 管371工408 管361工411

天津市
（春高）

文化 文化
487 444 458 469 463
427 426 427 425 431

河北省 文化 文化
443 412 425 408 433
433 399 412 407 396

山东省 文化 文化
418
410

黑龙江 文化 文化
339 335 331 328
322 335 325 328

山西省 文化 文化
文335理270 352 文306 334 308
文247理151 352 文264 247 245

甘肃省 文化 文化
326 312 339 344
297 312 284 312

湖南省 文化 文化
440 415 421 427
403 415 389 390

备注：天津秋季文化课=语数外三门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