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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 

一、学校全称：上海大学 

二、就读地址 校本部：宝山区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200444 

三、办学层次：本科 

四、办学类型：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五、报名对象和条件 

1．凡符合各省市《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办法》资格的学生

均可报名。 

2．热爱艺术，并有一定的艺术基础。 

六、招生计划、考试科目、时间、地点 

最终分省、分专业计划以 2018 年各省市出版的招生专业目录为准。 

1. 统考专业 

美术学(美术史论)专业认同并使用各省美术类统考成绩，不再举行校考。 

         省份 

 专业 
江苏 浙江 山东 安徽 

美术学(美术史论) 3 3 6 2 

2. 校考专业 

招生专业 招生省份 计划 
考试科目 

    备注 
科目 1 科目 2 科目 3 

绘画(国画) 

绘画(油画) 

绘画(版画) 

雕塑 

环境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江苏 21 

   色彩写生 

(3 小时，满分

100 分) 

素描写生 

(3 小时，满分

100 分) 

速写 

(40 分钟，满

分 100 分) 

1.高考填报志

愿时，考生可

以填报多个专

业志愿，实行

平 行 志 愿 录

取； 

2.写生包括休

息时间。 

浙江 23 

山东 17 

绘画(油画) 

绘画(版画) 

环境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安徽 10 

视觉传达设计 

湖南 

6 

我校组织专业

校考后，根据

各省市的生源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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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情况制定分省

招生计划。 

数字媒体艺术 

江西 

3 

湖北 

备注：专业考试用纸(四开规格)由考点统一供给。简易折叠画架、画板、画具等考试工具一

律自备。 

3.校考考试时间及地点(详见准考证) 

（1）考试时间：2018 年 2 月 23 日-25 日（根据报名系统提示选择考试时间。

时间一旦确定，不允许修改，请严格按照选择的时间参加考试。） 

（2）考试地点：宝山区上大路 99 号 

七、校考报名办法 

考生未按规定程序报考或报考手续不全的视为报考不成功，不得参加考试，

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 

1. 网上报名与付费方法(手机 APP 方式) 

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按要求依次办理网上报名、网上付费，逾期不予补报。

不接受现场报名及现金付费。报名费一旦缴纳成功，概不退还，且考生不得修改

报考专业。 

    手机 APP 报名：IOS 系统：App Store 里搜索“艺术升”下载； 

                  安卓系统：手机登录 http://www.artstudent.cn/下载； 

    考生通过手机 APP 填写基本信息、上传照片、选择专业并完成网上付费。 

关于报名软件的安装、详细流程、注意事项和要求，请查看我校本科招生网

(http://bkzsw.shu.edu.cn/)发布的“2018 年上海大学艺术类网上报名操作说明书”。 

2. 网上确认(手机 APP 确认，不设现场确认环节)、打印准考证 

付费成功后，考生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手机 APP 进行网上确认，自行打印

准考证，凭准考证、身份证参加考试。不设现场确认环节。具体办理流程方法等

详见 APP 软件内的提示。考生需另外缴纳 30 元的第三方肖像信息技术服务费。 

3. 报名、确认、打印准考证时间： 

专业名称 付费标准 报名时间 手机 APP 确认时间 自行打印准考证时间 

绘画(国画) 

绘画(油画) 

绘画(版画) 

雕塑 

环境设计 

170 元 

1 月 5 日 

～ 

2 月 8 日 

2 月 10 日 

～ 

2 月 20 日 

2 月 10 日 

～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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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达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备注：网上报名系统每天开通时间为 6:00-24:00。 

八、专业校考成绩计算方法 

    专业校考成绩=色彩写生成绩+素描写生成绩+速写成绩×60% 

九、录取原则 

1．凡报考我院的考生，专业统考成绩必须达到美术类统考本科合格线； 

2．绘画(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

艺术专业 

投档到我校的考生： 

(1) 校考成绩合格； 

(2) 高考文化成绩应达到考生所在省市的艺术类本科录取资格线； 

(3) 外语单科成绩不低于 65 分(满分 150 分)； 

(4) 按专业校考成绩从高到低排序，择优录取。录取时如排序录取成绩相同，

我校在录取时按高考文化成绩录取(如高考文化成绩相同，看外语成绩；外语成

绩相同，再看语文成绩；语文成绩相同，再看数学成绩)。 

3．美术学(美术史论)专业 

投档到我校的考生： 

(1) 高考文化成绩应达到考生所在省市的普通类第一批本科录取资格线（自

主招生控制线）的 90%； 

(2) 外语成绩不低于 90 分(满分 150 分)； 

(3) 语文成绩不低于 90 分(满分 150 分)； 

(4) 按高考文化成绩从高到低排序(文理考生共同排序，对部分严格区分文、

理科计划投档录取的省份，则按文理科分别排序)，择优录取。录取时如排序录

取成绩相同，我校在录取时按高考文化成绩录取(如高考文化成绩相同，看外语

成绩；外语成绩相同，再看语文成绩；语文成绩相同，再看数学成绩)。 

十、专业复查：新生入学后，学校将根据教育部文件规定进行新生入学资格审核

和专业复测工作。一经发现有不符者，取消入学资格。 

十一、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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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费：每生每学年 10000 元【沪价行(2000)第 120 号、沪教委财[2000]27

号】； 

2. 住宿费：最高每生每学年 1200 元【沪价费(2003)56 号、沪财预(2003)93

号、沪教委财[2012]118 号】。 

十二、颁发学历证书的学校名称及种类 

1. 修学期满、达到毕业要求，颁发上海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2. 修学期满、达到学位授予要求，颁发上海大学学士学位证书。 

十三、监督约束机制 

1. 上海大学 2018 年艺术类招生工作在上海市教委、校本科招生工作领导小

组的领导下进行，同时接受上级纪委、监察部门、校纪委、校监察处对招生工作

实行全过程监督、检查。 

2. 上海大学艺术类招生实行考试回避制度，即凡有主要亲属或辅导过的学

生参加考试，参与命题与阅卷(评分)的专家须主动申请回避。否则如经举报核实，

将终身取消命题、阅卷(评分)资格，并视情节轻重依法给予相应处分；涉嫌违法

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十四、其它须知 

1.严肃处理违法违规行为。我校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

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所确定的

程序和规定，对在特殊类型考试招生中违规的考生进行从严查处。其中，凡在特

殊类型招生考试中有作弊行为的考生，包括伪造骗取报名资格等情况，均应当认

定为在国家教育考试中作弊，取消相关特殊类型招生考试的报名和录取资格，同

时通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取消该生当年高考报名和录取资格。发现存在组织作

弊、买卖作弊设备、买卖考题、替考等作弊以及帮助作弊等违法行为，涉嫌犯罪

的，移交司法机关，依照有关法律处理。 

2.艺术类需校考的专业，学校不举办任何形式的考前辅导班，也不对考生和

家长作任何形式的承诺。 

3. 学校严禁中介机构参与艺术类招生考试工作。 

4. 本简章解释权属于上海大学招生与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学校网址：www.shu.edu.cn        

http://www.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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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021-66134148（工作日 8:30—11:00，13:00—16:30，双休日、节

假日除外。2 月 5 日-2 月 27 日我校放寒假，电话接听时间以我办公布的值班表

为准。) 

投诉、监督电话：021-66132857 

前往上海大学校本部(宝山区上大路 99 号)的主要公交线路有：767 路、185

路、110 路、58 路、地铁七号线(上海大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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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与艺术专业介绍] 

上海美术学院 

一、学院简介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的前身是 1959 年成立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本科)，

她传承了 1912 年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的海派美术精神；1983 年并入新组建

的上海大学，定名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2016 年 12 月，正式挂牌为上海大学上

海美术学院，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副主席冯远任院长。 

美院现有绘画(国画)、绘画(油画)、绘画(版画)、雕塑、美术学(美术史论)、

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数字媒体艺术、建筑学、城乡规划 10 个本科专业方

向。中国画系、油画系、雕塑系、版画系、美术设计系、美术学系、建筑系、数

码系 8 个教学系和公共艺术技术实验教学中心。“公共艺术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是上海地区唯一国家级艺术类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设立陶瓷、玻璃、版画、数字

艺术、综合材料、首饰、漆艺、织绣等工作室，承担美院的本科教学、研究生培

养等工作。学院现有在编在岗专业教师 151 人，其中教授 29 人，副教授 62 人。 

学院拥有三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美术学、设计学、艺术理论)，一个

博士后流动站(美术学)，两个上海高校人文艺术创新工作室(美术创作中心、公共

艺术创作中心)，一个教育部特色专业、一个上海市一流学科(美术学)，一个上海

协同创新中心(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是国家“211”工程建设的重点单位。

目前已形成了以本科教学为基础和主体、研究生教育为重点、辅以留学生培养、

短期培训和交流等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多层次的办学格局；现有学生近 2000

人，其中本科生 1200 余人，博士、硕士研究生 580 多人、留学生 30 余人。 

二、学院人才培养目标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有自主创新

能力并能反映现代审美意识的一代新型美术设计、建筑设计、美术创作、研究和

教学的复合型、应用型专门人才。  

三、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主要课程  

绘画(国画) 

培养目标:办学植根本土民族文化土壤，以中国传统精英艺术精神为核心，

秉持传承与探索并重的教学理念，拓展学生视野，以实验的目光回视传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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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本土化的表现形式，培养引领艺术的研究型人才。 

主要课程：素描(人物、人体)、线描、水墨人物写生、工笔人物写生、宋元

山水、明清山水、水墨理念、工笔花鸟、写意花鸟、水墨小品、写生、创作实践 

就业流向：学校、美术培训机构、拍卖行、画廊、公司、自主创业、出国留

学、直研等。  

    专业限制：色盲、色弱  

    学  制：4 年 

绘画(油画)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坚实绘画基础和美术创作能力的高级艺术人才。 

主要课程：艺术概论、美学、透视、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现代艺术史、

素描人体、油画人体、油画风景、创作构图等 

就业流向：学校、拍卖行、画廊、公司、自主创业、出国留学、直研等。 

专业限制：色盲、色弱 

学    制：4 年 

绘画(版画) 

培养目标：为上海成为世界核心城市的文化建设中，在版画艺术中培养既具

有宽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又具备当代艺术理论修养的综合型人才。 

主要课程：素描、速写、解剖与透视、色彩基础理论、色彩(静物)、社会实

践(风景、采风)、版画材料、木版、铜版、丝网版、石版、设计基础、中国美术

史、西方美术史、艺术概论。 

就业流向：学校、公务员、事业单位、公司、拍卖行、直研、出国进修、艺

术家、自主创业等。 

专业限制：色盲、色弱 

学    制：4 年 

雕塑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传承当代海派文化，在公共艺术实践、传统手工制作

研究、多元视觉认知、新材料新工艺研究等领域具有国际视野的心手相连复合

型雕塑创作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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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课程：素描、泥塑、雕塑创作、环境雕塑、现代雕塑、木雕、石雕、金

属雕塑、综合材料雕塑创作、中外美术史、技法理论、计算机美术设计等。  

    就业流向：雕塑创作、文化传承、艺术应用等领域从事创作、设计、管理

等工作。  

    专业限制：色盲 

    学  制：5 年  

美术学(美术史论)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坚实的人文基础，同时又具备特别艺术修养与实践能力

的综合型人才。学生应具备艺术史与视觉文化方面的专门知识，以及相应的外语

和写作能力。  

主要课程：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美术史学史、专业英语、艺术批评、

艺术理论、艺术市场学、文献精读、中国现当代美术史、艺术展览与策划、书画

鉴定等。  

    就业流向： 学校、博物馆、美术馆、出版社、杂志社、报社、拍卖行、画

廊、上海书城、自主创业、出国留学、直研等。  

    专业限制：色盲、色弱  

    学  制：4 年 

环境设计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在城市空间环境设计领域

中具有人文情怀、艺术素养、社会责任的综合性跨专业人才。 

主要课程： 建筑设计史、建筑设计方法学、室内空间设计、室内外设计效

果图表现技法、人机工程学、制图、建筑模型制作与工艺、建筑及环境设计调研

方法、数字化环境设计及建筑环境设计相关软件等基础、中外工艺美术史、设计

学(美学、心理学、公共关系学)、造型基础、构成(平面、色彩、立体构成)、世

界建筑及环境设计发展史、家具设计、文博展览设计、商业空间设计等相关课程

等。 

就业流向： 学校、公务员、事业单位、景观设计公司、装饰公司、会展公

司、建筑规划设计院、自主创业、出国留学、直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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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限制：色盲、色弱  

    学  制：4 年 

视觉传达设计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平面设计、企业形象设计、

插画艺术设计及书籍装帧设计等方向的高水平专门人才。具有良好专业素养，熟

练掌握专业技能，具有设计思维、创造能力和较高的审美水平，具备宽阔的专业

视野和敏锐的时代感悟力，博专并重、人格健全、协作精神较强，未来可成长为

艺术设计领域的领军人才。  

    主要课程：中外设计艺术史、艺术概论、大众传播学、广告学、美学、消费

心理学、公共关系学、造型基础、插画与表现、传达记号学、字体与版式、网络

交互技术、网络基础、手绘招贴设计、包装设计与印刷学、专业理论等。  

    就业流向： 学校、公务员、事业单位、广告公司、设计公司、会展公司、

电视台、动漫制作公司、网络公司、自主创业、出国留学、直研等。 

专业限制：色盲、色弱  

    学  制：4 年 

数字媒体艺术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艺术修养与互联网思维的艺术设计、影像、

动画交互、数字产品设计等专业方向复合型人才。 

主要课程：设计素描、设计色彩、图形语义、CI 设计、UI 设计、手绘动画、

数码声效、电子绘本、字体与版式、网络媒介传达、企划与创意、数字穿戴产品

设计、数码构成、影像摄影、APP 开发与设计、虚拟空间交互、跨媒体创作等。 

就业流向：网络公司、广告公司、设计公司、会展公司、电视台、动漫影视

制作公司、自主创业、出国留学、直研、学校教师、公务员、事业单位等。 

专业限制：色盲、色弱 

学   制：4 年 

四、学院招生咨询电话： 021-66132139   021-66133637 

     学院地址：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 99 号  

    学院网址：www.arts.sh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