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省外艺术、体育类专业录取最低分 

内蒙古 

  录取最低分 

科类 批次   文化课 专业课 总分 

本科提前 A 

美术学 

雕塑     559.3 

  美术学     541.6 

  摄影     548 

  视觉传达设计   224   

  
音乐 

音乐学     210.1 

  音乐表演   174   

  播音主持       250.6 

  体育 体育教育     411 

  体育 社会体育     328 

黑龙江 

  录取最低分 

科类 批次   文化课 专业课 总分 

本科提前 A 

美术学 

雕塑 

  

  503 

  美术学   548 

  环境设计 213   

  视觉传达设计 201   

  广播电视编导     588 

  播音主持     262.6 

江苏 

  录取最低分 

科类 批次   文化课 专业课 总分 

  
艺术二小批 

美术学 
    

495 

  绘画 488 

  
音乐 

音乐学 
  

  189.4 

  音乐表演 170   

    体育教育 257     

  体育 社会体育 246     

安徽 

  录取最低分 

科类 批次   文化课 专业课 总分 

  

  

美术学     681.25 

  绘画     649.25 

  动画     654.27 

  书法     695.67 

  摄影     640.25 

  环境设计   298.77   

  视觉传达设计   299.25   

  
音乐 

音乐学     208.05 

  音乐表演   143.83   

  舞蹈编导     129.67   

    体育教育       

  体育 社会体育       

福建   录取最低分 



科类 批次   文化课 专业课 总分 

本科提前 A 

美术学 

雕塑       

  美术学     460 

  绘画       

  动画       

  摄影       

  环境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音乐 

音乐学     446 

  音乐表演       

  舞蹈编导         

  广播电视编导         

  播音主持         

    体育教育理       

  体育 社会体育文科       

江西 

  录取最低分 

科类 批次   文化课 专业课 总分 

    体育教育     328 

  体育 社会体育     379 

山东 

  录取最低分 

科类 批次   文化课 专业课 总分 

本科提前 A 

美术学 

雕塑     641 

  美术学     659.34 

  绘画     577.66 

  动画     609.34 

  摄影     629.34 

  环境设计     231.67 

  视觉传达设计     226.34 

  广播电视编导       700.5 

    体育教育 339   339 

  体育 社会体育 304   304 

湖北 

  录取最低分 

科类 批次   文化课 专业课 总分 

本科提前 A 

美术学 

雕塑     594 

  绘画     594 

  视觉传达设计   228   

  音乐 音乐学     261.4 

  广播电视编导       680 

  播音主持       330.684 

湖南 

  录取最低分 

科类 批次   文化课 专业课 总分 

本科提前 A 
美术学 

雕塑       

  美术学     624 



  绘画     622 

  动画     624 

  书法     653 

  环境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摄影     706 

  
音乐 

音乐学     308 

  音乐表演     254 

  舞蹈编导       237 

  广播电视编导         

  播音主持       319.4 

    体育教育       

  体育 社会体育       

广东 

  录取最低分 

科类 批次   文化课 专业课 总分 

    体育教育     344 

  体育 社会体育     322 

广西 

  录取最低分   

科类 批次   文化课 专业课 总分 

本科提前 A 

美术学 

雕塑       

  美术学     556 

  绘画     556 

  书法     528 

  摄影     544 

  环境设计   240   

  

音乐 

音乐学     542 

  音乐表演   243   

  舞蹈编导       

云南 

  录取最低分 

科类 批次   文化课 专业课 总分 

本科提前 A 

美术学 

雕塑     434 

  美术学       

  绘画       

  动画       

  摄影       

  环境设计     410 

  视觉传达设计       

  
音乐 

音乐学     460 

  音乐表演       

  舞蹈编导       435.97 

  广播电视编导         

  播音主持         

    体育教育     408 



  体育 社会体育     375 

山西 

  录取最低分 

科类 批次   文化课 专业课 总分 

  

  

美术学     340 

  绘画     364 

  动画     345 

  书法     451.74 

  环境设计     221 

  视觉传达设计     220.66 

河北 

  录取最低分 

科类 批次   文化课 专业课 总分 

本科提前 A 

美术学 

雕塑     570 

  美术学     584 

  绘画     602 

  动画     584 

  摄影     549 

  环境设计   230   

  视觉传达设计   226   

  
音乐 

音乐学     207.3 

  音乐表演   155   

  舞蹈编导     128   

  体育 体育教育 440     

  体育 社会体育 413     

辽宁 

  录取最低分 

科类 批次   文化课 专业课 总分 

  

  

美术学     639 

  环境设计   213   

  视觉传达设计   2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