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艺术学院2021年本科艺术专业与辽宁省统考子科类对应

序号 考试类别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方向名称 统考子科类对应

01

01美术理论类

130401 美术学 仅高考文化课

02 130501 艺术设计学 仅高考文化课

03 130101 艺术史论 仅高考文化课

04

02美术设计类

130102 艺术管理 美术类

05 130401 美术学 美术教育 美术类

07 130402 绘画 中英校际交流项目 美术类

08 130402 绘画 美术类

09 130508 数字媒体艺术 美术类

10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美术类

11 130504 产品设计 美术类

12 1305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美术类

13 130310 动画 美术类

14 130507 工艺美术 美术类

15 130310 动画 中英校际交流项目 美术类

16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中美校际交流项目 美术类

17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中英校际交流项目 美术类

18 130406 中国画 美术类

19 130404 摄影 美术类

20 130307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美术类

21 130503 环境设计 美术类

22 130509 艺术与科技 美术类

23 130403 雕塑 美术类

24 130506 公共艺术 美术类

25 130402 绘画 壁画 美术类

26 130402 绘画 装饰绘画 美术类

27 03书法类 130405 书法学 无省级统考

28 04戏文类 130304 戏剧影视文学 仅高考文化课

29

05广编类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中英校际交流项目 广播电视编导

30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广播电视编导

31 130311 影视摄影与制作 广播电视编导

32
06播音主持类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播音与主持艺术

33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中英校际交流项目 播音与主持艺术

34 07舞台表演类 130301 表演 舞台影视表演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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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试类别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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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方向名称 统考子科类对应

36

10音表演奏类

130201 音乐表演 演奏

打击乐(古典打击乐)、打
击乐(流行打击乐)、打击
乐(民族打击乐)、键盘演
奏(钢琴)、键盘演奏(流行
键盘)、键盘演奏(手风琴)
、键盘演奏(双排键电子
琴)、民族器乐(板胡)、民
族器乐(二胡)、民族器乐
(古琴)、民族器乐(古筝)
、民族器乐(管子)、民族
器乐(柳琴)、民族器乐(琵
琶)、民族器乐(笙)、民族
器乐(唢呐)、民族器乐(扬
琴)、民族器乐(中阮)、民
族器乐(竹笛)、西洋管乐
(长笛)、西洋管乐(长号)
、西洋管乐(大管)、西洋
管乐(大号)、西洋管乐(单
簧管)、西洋管乐(古典萨
克斯)、西洋管乐(双簧管)
、西洋管乐(小号)、西洋
管乐(圆号)、西洋弦乐(大
提琴)、西洋弦乐(低音提
琴)、西洋弦乐(小提琴)、
西洋弦乐(中提琴)

37 130209 流行音乐

打击乐(流行打击乐)、键
盘演奏(钢琴)、键盘演奏
(流行键盘)、键盘演奏(手
风琴)、键盘演奏(双排键
电子琴)、流行演奏(电贝
司)、流行演奏(吉他)、流
行演奏(萨克斯)、西洋管
乐(古典萨克斯)

38 130202 音乐学 音乐教育

键盘演奏(钢琴)、键盘演
奏(流行键盘)、键盘演奏
(手风琴)、键盘演奏(双排
键电子琴)、民族器乐(古
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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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10音表演奏类

1302H
音乐与舞蹈学类
(中外合作办学)

演奏

键盘演奏(钢琴)、键盘演
奏(流行键盘)、键盘演奏
(手风琴)、键盘演奏(双排
键电子琴)、流行演奏(电
贝司)、流行演奏(吉他)、
流行演奏(萨克斯)、民族
器乐(竹笛)、西洋管乐(长
笛)、西洋管乐(长号)、西
洋管乐(大管)、西洋管乐
(大号)、西洋管乐(单簧
管)、西洋管乐(古典萨克
斯)、西洋管乐(双簧管)、
西洋管乐(小号)、西洋管
乐(圆号)、西洋弦乐(大提
琴)、西洋弦乐(低音提琴)
、西洋弦乐(小提琴)、西
洋弦乐(中提琴)

40 130102 艺术管理

打击乐(古典打击乐)、打
击乐(流行打击乐)、打击
乐(民族打击乐)、键盘演
奏(钢琴)、键盘演奏(流行
键盘)、键盘演奏(手风琴)
、键盘演奏(双排键电子
琴)、流行演奏(电贝司)、
流行演奏(吉他)、流行演
奏(萨克斯)、民族器乐(板
胡)、民族器乐(二胡)、民
族器乐(古琴)、民族器乐
(古筝)、民族器乐(管子)
、民族器乐(柳琴)、民族
器乐(琵琶)、民族器乐
(笙)、民族器乐(唢呐)、
民族器乐(扬琴)、民族器
乐(中阮)、民族器乐(竹
笛)、西洋管乐(长笛)、西
洋管乐(长号)、西洋管乐
(大管)、西洋管乐(大号)
、西洋管乐(单簧管)、西
洋管乐(古典萨克斯)、西
洋管乐(双簧管)、西洋管
乐(小号)、西洋管乐(圆
号)、西洋弦乐(大提琴)、
西洋弦乐(低音提琴)、西
洋弦乐(小提琴)、西洋弦
乐(中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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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11音表演唱类 130201 音乐表演 演唱
声乐演唱(美声)、声乐演
唱(民声)

42

11音表演唱类

130209 流行音乐 声乐演唱(流行)

43 130202 音乐学 音乐教育
声乐演唱(流行)、声乐演
唱(美声)、声乐演唱(民
声)

44 1302H
音乐与舞蹈学类
(中外合作办学)

演唱
声乐演唱(流行)、声乐演
唱(美声)、声乐演唱(民
声)

45 130102 艺术管理
声乐演唱(流行)、声乐演
唱(美声)、声乐演唱(民
声)

46 12音乐学理论类 130202 音乐学 音乐理论 无省级统考

47 13录音艺术类 130308 录音艺术 无省级统考

48 14作曲类 130203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无省级统考

49

15舞蹈表教类

130205 舞蹈学

舞蹈表演(芭蕾舞)、舞蹈
学(舞蹈教育)、舞蹈编导
、舞蹈表演(中国古典舞)
、舞蹈表演(中国民间舞)

50 130204 舞蹈表演 表演与教育

舞蹈表演(芭蕾舞)、舞蹈
学(舞蹈教育)、舞蹈编导
、舞蹈表演(中国古典舞)
、舞蹈表演(中国民间舞)

52

16舞蹈编导类

130204 舞蹈表演 现代舞

舞蹈表演(芭蕾舞)、舞蹈
学(舞蹈教育)、舞蹈编导
、舞蹈表演(中国古典舞)
、舞蹈表演(中国民间舞)

53 130206 舞蹈编导

舞蹈表演(芭蕾舞)、舞蹈
学(舞蹈教育)、舞蹈编导
、舞蹈表演(中国古典舞)
、舞蹈表演(中国民间舞)

54 17国标舞类 130204 舞蹈表演 国标舞 舞蹈表演(国标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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