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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音乐学院
2022 年艺术类本科专业招生章程

一、学校全称

上海大学

二、学校地址

宝山校区：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99号

延长校区：上海市静安区延长路149号

嘉定校区：上海市嘉定区城中路20号

三、办学层次

本科

四、办学类型

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五、招生管理机构

上海大学本科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是学校本科招生工作的最高决

策机构，统一领导学校本科招生工作；招生与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是学校组织和实施本科招生工作的常设机构，负责学校本科招生的日

常管理工作；机关纪委是学校本科招生工作的纪检监察机构。

六、专业培养对入学外语考试语种的要求

入学外语考试语种不限。入学后外语教学语种为英语，非英语语

种的考生请慎重报考。

七、报名对象和条件

1.符合各省份《2022 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办法》，热

爱艺术，并有一定艺术基础。

2.统考成绩须达到生源省份对应专业统考本科合格线（没有本科

合格线的省份须达到统考合格线），各专业对应省级统考要求详见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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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上海大学音乐学院 2022 年艺术类本科专业对应各省统考科类对

照表》。

八、身体健康状况要求

以教育部、原卫生部和中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

工作指导意见》及有关补充规定为依据，考生须据实上报健康状况。

若隐瞒病情病史，学校将按照学籍管理规定中有关退学与休学的规定

执行。

九、招考办法

（一）统考专业

1.招生专业及计划

招生专业 山西 上海 江苏 浙江 湖南

音乐学 2 3 4 3 2

特别说明：

（1）考生填报高考志愿时，上海大学统考专业和校考专业之间不得兼报。

若未按规定填报（有兼报情况出现时），有效志愿为第一志愿以及与第一志愿相

同类（统考或校考）的专业志愿，其他志愿为无效志愿，调剂时仅在第一志愿相

同类（统考或校考）的专业志愿中进行调剂。

（2）对于第一批、第二批实行高考综合改革的省份，选考科目要求不限；

对于第三批实行高考综合改革的省份，首选考试科目须选历史；对于艺术类招生

文理科分开投档的省份，只招文科；其他省份文理兼招。

（3）招生计划最终以各省份公布的《2022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

为准。

2.录取原则

音乐学专业

投档至上海大学的考生：

（1）统考成绩须达到生源省份相应统考本科合格线（没有本科

合格线的省份须达到统考合格线）；对应省级统考科类情况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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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音乐学院 2022 年艺术类本科专业对应各省统考科类对照

表》；

（2）高考文化成绩须达到生源省份普通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

（3）外语单科成绩不低于 55 分（满分 150 分）；

（4）按志愿优先（顺序志愿）原则录取：按合成分从高到低排

序（文理兼招省份，文理考生共同排序），择优录取。如合成分相同，

学校依次比较高考文化成绩、外语、语文、数学单科成绩。

合成分=30×（统考成绩÷统考成绩满分）+70×（高考文化成绩

÷高考文化成绩满分）

（二）校考专业

1.招生专业及计划

招生专业（方向） 计划 招生省份

音乐表演

弦乐演奏

小提琴 4

面向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中提琴 1

大提琴 2

管乐演奏

长笛 1

双簧管 1

萨克斯 2

民族器乐演奏

古筝 2

二胡 2

琵琶 1

中阮 1

竹笛 1

键盘演奏 钢琴 9

声乐演唱（美声唱法、民族唱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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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

（1）考生校考报名时，上海大学所有校考专业之间不得兼报。

（2）考生填报高考志愿时，上海大学统考专业和校考专业之间不得兼报。

若未按规定填报（有兼报情况出现时），有效志愿为第一志愿以及与第一志愿相

同类（统考或校考）的专业志愿，其他志愿为无效志愿，调剂时仅在第一志愿相

同类（统考或校考）的专业志愿中进行调剂。

（3）对于第一批、第二批实行高考综合改革的省份，选考科目要求不限；

对于第三批实行高考综合改革的省份，首选考试科目须选历史；其他省份文理兼

招。

（4）招生计划最终以各省份公布的《2022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

为准。

2.校考考试安排

（1）音乐表演专业初试为线上考试，考生可于 2 月 20 日起进行

考前练习。考前练习及正式考试安排预计于 1 月 20 日—1月 22 日期

间在上海大学本科招生网（https://bkzsw.shu.edu.cn）发布。复试

的具体安排详见上海大学本科招生网（https://bkzsw.shu.edu.cn）

后续发布的公告。

（2）校考初试时间、考试科目

招生专业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音乐表演
初试时间：2 月 26 日-27 日

复试时间：3月中旬

1.初试（线上考试）（满分 100 分）

演唱/演奏

2.复试（线上考试）（满分 100 分）

科目一：

演唱/演奏

科目二：

乐理

科目三：

视唱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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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

（1）根据初试成绩确定复试名单，初试结果请考生密切关注上海大学本科

招生网（https://bkzsw.shu.edu.cn）发布的复试公告。

（2）凡有科目缺考的考生，校考成绩视为无效。

3.校考考试内容

（1）弦乐演奏方向

①小提琴演奏

初试：演奏

a.自选任一调的三个八度单音音阶、琶音、双音（三、六、八度）

b.练习曲或随想曲一首（程度不低于克莱采尔练习曲）

c.巴赫无伴奏奏鸣曲或组曲中的一个乐章

复试：

科目一：演奏

协奏曲的一个乐章或中型炫技性乐曲一首

科目二：乐理

科目三：视唱 A

②中提琴演奏

初试：演奏

a.自选任一调的三个八度单音音阶、琶音、双音（三、六、八度）

b.练习曲或随想曲一首（程度不低于克莱采尔练习曲）

复试：

科目一：演奏

协奏曲的一个乐章或中型炫技性乐曲一首

科目二：乐理

科目三：视唱 A

③大提琴演奏

初试：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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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自选任一调的三个八度单音音阶、琶音、双音（三、六、八度）

b.练习曲一首（程度不低于波帕尔大提琴高级练习曲）

复试：

科目一：演奏

协奏曲一个乐章或中型乐曲一首

科目二：乐理

科目三：视唱 A

（2）管乐演奏方向

①长笛演奏

初试：演奏

a.自选大、小调音阶、琶音一组，用连音及断奏两种方法演奏

b.自选技巧性练习曲一首

复试：

科目一：演奏

自选协奏曲第一乐章或第二、三乐章或大型乐曲一首

科目二：乐理

科目三：视唱 B

②双簧管演奏

初试：演奏

a.自选大、小调音阶、琶音一套，用连奏及断奏两种方法演奏

b.自选练习曲一首（程度相当于费林 48首练习曲难度）

复试：

科目一：演奏

协奏曲一个乐章或大型乐曲一首

科目二：乐理

科目三：视唱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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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萨克斯演奏

初试：演奏

a.自选大、小调音阶、琶音一套，用连奏及断奏两种方法演奏

b.自选练习曲一首（程度相当于费林 48首练习曲难度）

复试：

科目一：演奏

协奏曲一个乐章或大型乐曲一首

科目二：乐理

科目三：视唱 B

（3）民族器乐演奏方向

①古筝演奏

初试：演奏

自选曲目两首

复试：

科目一：演奏（初试和复试曲目不得重复）

a.一首近现代作品困难技术片段

b.自选近现代作品一首

科目二：乐理

科目三：视唱 B

②二胡演奏

初试：演奏

自选曲目两首

复试：

科目一：演奏（初试和复试曲目不得重复）

a.自选传统风格作品一首。如：《洪湖主题随想曲》《江河水》

《独弦操》《秦腔主题随想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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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自选现当代技巧性作品一首。如：《雪山魂塑》《长城随想第

二乐章——烽火操》《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楚颂》《第一二胡

狂想曲》及狂想曲系列等

科目二：乐理

科目三：视唱 B

③琵琶演奏

初试：演奏

自选曲目两首

复试：

科目一：演奏（初试和复试曲目不得重复）

a.自选传统性乐曲或民间性乐曲一首（版本不限）。如：《十面

埋伏》《平沙落雁》《龙船》等

b.自选现当代创作性乐曲一首。如：《草原小姐妹》《山之舞》

《弦子韵》等

科目二：乐理

科目三：视唱 B

④中阮演奏

初试：演奏

自选曲目两首

复试：

科目一：演奏（初试和复试曲目不得重复）

a.自选传统风格作品一首。如：《丝路驼铃》《幽远的歌声》《游

泰山》《拍鼓翔龙舞》等

b.自选现当代技巧性作品一首。如：《云南回忆》（第一、三乐

章）、《山韵》（第一、二乐章）、《第二中阮协奏曲》（第一、三

乐章）、《汉琵琶情》《山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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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二：乐理

科目三：视唱 B

⑤竹笛演奏

初试：演奏

自选曲目两首

复试：

科目一：演奏（初试和复试曲目不得重复）

a.自选传统风格作品一首。如:《鹧鸪飞》（湖南民间乐曲 赵松

庭编曲）、《欢乐歌》（江南丝竹 陆春龄编曲）、《卖菜》（山西

民歌 刘管乐改编）等

b.自选现当代创作曲目一首。如:《深秋叙》（穆祥来曲）、《牧

民新歌》（简广易曲）、《中国随想》（王建民曲）等

科目二：乐理

科目三：视唱 B

（4）键盘演奏方向

钢琴演奏

初试：演奏

a.技巧性快速练习曲一首。如：肖邦、李斯特、德彪西、斯克里

亚宾、拉赫玛尼诺夫等作曲家的作品

b.复调作品一首

复试：

科目一：演奏

a.古典奏鸣曲的快板乐章

b.中型乐曲一首

科目二：乐理

科目三：视唱 A



10

（5）声乐演唱方向

初试：演唱

考生自选一首声乐作品参加初试

复试：

科目一：演唱

考生自选两首声乐作品参加复试（初试和复试曲目不得重复）。

其中：美声唱法考生的曲目为一首中国作品，一首外国作品（备注：

中国曲目：五四以来的创作歌曲、中国歌剧咏叹调；外国曲目：德奥

艺术歌曲、意大利歌曲、民歌、歌剧咏叹调。以上所有歌曲，必须用

原调、原文背谱演唱）。民族唱法考生的两首演唱曲目中必须包含一

首地方特色民歌或一首中国歌剧咏叹调。

科目二：乐理

科目三：视唱 B

特别提醒：“乐理”“视唱”考试大纲说明详见附录。

4.校考报名方式

（1）网上报名与付费（手机 APP 报名）

①考生在应用商店搜索“艺术升”APP 下载最新版本安装（关于

报名软件的安装、详细流程、注意事项和要求，请查看上海大学本科

招生网（https://bkzsw.shu.edu.cn）发布的《2022 年上海大学艺

术类网上报名操作说明书》）。

②考生在规定时间内通过“艺术升”APP 填写基本信息、报考资

料上传、选择专业并完成网上付费，逾期不予补办，不接受现场报名

及线下付费。

③报名费一旦缴纳成功，概不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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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上确认

考生缴纳报名费后，须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确认”（学校不

设“现场确认”），逾期不予补办。

（3）报名、确认时间

招生专业 付费标准 报名时间 手机 APP 确认时间

音乐表演

初试：120 元

（含报名费20元）

复试：100 元

1 月 12 日—2月 21 日 2 月 7 日—2月 21 日

特别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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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校考成绩计算方法

学校根据校考成绩确定校考合格名单。

校考成绩=初试成绩×30%+复试成绩×70%

初试成绩=演唱或演奏成绩

复试成绩=科目一成绩×70%+科目二成绩×18%+科目三成绩×

12%

6.校考成绩查询

预计 4月中下旬考生可登录“艺术升”APP 查询校考最终成绩，

合格的考生可自行在网页端（https://index.artstudent.cn/）登录

下载打印“校考合格证”。

7.录取原则

音乐表演专业

投档至上海大学的考生：

（1）若生源省份有相应统考，统考成绩须达到生源省份相应统

考本科合格线（没有本科合格线的省份须达到统考合格线）；对应省

级统考科类情况详见附件《上海大学音乐学院 2022 年艺术类本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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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应各省统考科类对照表》；

（2）校考成绩合格；

（3）高考文化成绩须达到生源省份普通类本科第一批次录取控

制分数线（实行高考改革合并批次的省份以各省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

数线为准）的 65%；

（4）外语单科成绩不低于 55分（满分 150 分）；

（5）按志愿优先（顺序志愿）原则录取：各招考方向按校考成

绩从高到低排序（全国统一排序），择优录取。如校考成绩相同，学

校比较校考复试成绩。

十、入学资格复查

新生入学后，学校将根据教育部文件规定进行入学资格复查和专

业水平复测。复查中发现新生存在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情形的，确

定为复查不合格，将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学校将移交有关部门调

查处理。

十一、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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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生每学年 1200 元（不含寒暑假）【沪价费〔2003〕

56 号、沪财预〔2003〕93 号、沪教委财〔2012〕118 号】。

十二、资助政策

学校认真执行国家和本市相关学生资助规定，被上海大学录取的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通过“绿色通道”申请入学，入学后可按规定申

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

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岗位、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等；还可按规定

申请集经济帮扶、能力提升、视野拓展为一体的发展性资助。学校还

按规定实行服义务兵役资助和中西部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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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代偿。学校设立校长奖学金以及教育类、体育类、艺术类等奖学金，

各学院还设立奖助学金。学校承诺：确保被上海大学录取的学生不因

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十三、颁发学历证书的学校名称及种类

修学期满，符合毕业要求，颁发上海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十四、监督约束机制及举报电话

1.上海大学2022年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在上海市教委、学校党委、

本科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进行，同时接受上级和学校纪检监察

部门的监督检查。

2.执行回避制度。参与艺术类专业招生的专家及工作人员须签订

承诺书，凡与考生之间有亲属关系、指导关系及其他利害关系的，须

在考前主动向学校报告并申请回避。若违反回避制度，学校将按有关

规定严肃处理，并列入“黑名单”，终身不得参与高校考试招生工作。

3.举报电话：021-36215782

（电话接听时间为：工作日8:30—11:00，13:00—16:30）

十五、其他须知

1.严肃处理违法违规行为。学校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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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特殊类型招生考试中违规的考生及有关工作人员从严查

处。凡在特殊类型招生考试中有作弊行为的考生，包括冒名顶替、伪

造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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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弊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规定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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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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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校严禁中介机构参与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工作。

4.本章程解释权属于上海大学招生与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

十六、联系方式

上海大学网址： https://www.shu.edu.cn

上海大学音乐学院：

网址：https://music.shu.edu.cn

招生咨询电话：021-66135565、66135161

上海大学本科招生：

网址：https://bkzsw.shu.edu.cn

邮箱：zbb@oa.shu.edu.cn

招生咨询电话：021-66134148

（电话接听时间为：工作日 8:30—11:00，13:00—16:30。1 月

17 日—2 月 13 日为学校寒假期间，电话接听时间将在上海大学本科

招生网予以公布）

http://www.shu.edu.cn
http://www.music.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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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与艺术专业介绍]

音乐学院

一、学院简介

上海大学音乐学院成立于 2013 年，是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中

最年轻的音乐艺术学府。依靠综合性大学多学科的资源优势，其使命

即是“高起点、大视野、以全球化的理念培养新世纪的音乐艺术多元

化人才”。现任院长为著名音乐史学家、上海市“浦江人才”“曙光学

者”王勇教授。我国著名指挥家，国家一级指挥曹鹏先生担任学院的

名誉院长。上海大学音乐学院汇聚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专家与学者。

此外，学院还聘请了国内外十余位著名艺术家担任专职与兼职教授。

学院立足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充分利用“国际化夏季小学期”以

及“上海音乐之春”国际音乐节等平台，为学生打开学术视野，提供

艺术实践的平台。签约上海大剧院、韩国大邱剧院等世界顶级艺术剧

院为艺术实践基地，为学生艺术演出实践提供了高层次的舞台。学院

承办和协办了多项国际级的音乐赛事和项目，并与十余所欧美知名高

校签订各类合作协议。音乐学院拥有一流的校舍，五个大型排练厅，

一个专业音乐厅和一个可以容纳 1000 人的大型剧场，此外，设施完

备的多媒体音乐大教室、专业录音工作室、计算机音乐教室、学生专

用琴房，都为确保学生的培养质量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学院成立 7 年来，各类学生获奖总计 200 余项，其中国际级奖项

92项，国家级奖项 18项。

二、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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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自成立起就瞄准学术前沿，立足于服务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

的发展。借助上海大学优质的跨学科资源优势，通过专业教学和全面

文化素质的训练，上海大学音乐学院着力培养能够满足上海城市发展

需求的，具有高级专业水准和综合文化素质的复合型音乐人才。目前，

音乐学院设有1个一级学科硕士点(音乐与舞蹈学)，2个本科专业(音

乐学、音乐表演)。

三、专业介绍、主要课程

音乐学

音乐学专业主要通过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作曲理论以及音乐

软件编程、计算机音乐基础、艺术管理等一系列专业课程的教学，培

养全面的、具有一定音乐理论研究和音乐教学实践与音乐创编能力的

学生。借助上海大学综合性大学的跨学科优势，包括经济、管理、自

然科学等领域的专家教授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进行通识教育，加强其

文化教育，培养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主要课程：乐理、视唱练耳、钢琴演奏、作曲、和声、复调、配

器、曲式、音乐软件编程、计算机音乐基础、中西方音乐史、音乐教

育理论等。与此同时，上海大学开设了五个板块的通识课程，为学生

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文化素质基础。

就业流向：各类音乐研究机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社会艺术教

育机构，以及市民文化活动机构等。

学 制：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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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表演

音乐表演专业包含器乐演奏与声乐演唱，涉及钢琴、弦乐、民乐、

打击乐、管乐、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等。借助上海的地域优势，学院

与各专业院团建立了良好的互助教学模式。专业课程均采用一对一的

小课教学模式。表演专业不仅培养学生良好的音乐演奏（演唱）能力，

还要求学生能够掌握扎实的音乐理论和音乐教育知识，从而满足社会

发展对于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主要课程：器乐演奏、声乐演唱、乐理、视唱练耳、中西方音乐

史、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配器、钢琴演奏与即兴弹奏、指挥、教

育学理论等。同时，上海大学针对全校学生开设的五个板块的通识课

程，为表演专业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就业流向：专业艺术团体、中小学、文化馆、文化宫、少年宫等。

学 制：4年。

四、联系方式

学院招生咨询电话：021-66135565、66132453

学院地址：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 99号

学院网址： https://music.shu.edu.cn

微信公众号：shumusic

http://www.music.shu.edu.cn


18

附录

“乐理”考试大纲

一、考试内容与要求

1. 声学、律学基础知识。包括乐音的基本特征、泛音列、纯律、

五度相生律、十二平均律等。

2. 记谱法。包括各类谱号谱表、各种音符和休止符、钢琴音域

与音组划分、音名、唱名、中央 C、标准音、全音半音分类、等音等。

3. 音乐常用记号与术语。包括速度力度记号、演奏法记号、省

略记号、装饰音、常用外文术语等。

4. 节奏节拍。包括节奏、节拍强弱规律、拍子类别（单拍子、

复拍子、混合拍子）、拍号、音值组合等。

5. 音程与和弦。包括自然音程、变化音程、原位音程、转位音

程、等音程、复音程、协和音程的识别与构成；不协和音程及其在调

式调性作用下的解决；各种三和弦、七和弦及其转位形式的识别与构

成；调式调性作用下的七和弦解决等。

6. 调式调性。包括大小调式、民族调式及中古调式音阶、调式

音级名称与功能、调与调号、调式变音、特性音程、调关系、半音阶、

旋律调式调性分析、旋律移调和简线谱互译等。

二、参考书目

1. 音乐基础理论，李重光著，人民音乐出版社

2. 基本乐理教程（中国艺术教育大系音乐卷），童忠良著，上海

音乐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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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唱”考试大纲

一、考试等级划分

根据各专业不同要求，视唱考试分为 A、B 两个等级。

A 级程度

报考专业方向——音乐表演专业中的钢琴演奏方向和弦乐演奏

方向。

B 级程度

报考专业方向——音乐表演专业中的管乐演奏方向、民族器乐演

奏方向和声乐演唱方向。

二、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考试内容

视唱 A：视唱内容为一个升降号之内，需用固定调唱名法。

视唱 B：视唱内容为一个升降号之内，固定调唱名法或首调唱名

法均可。

(二)考试要求

A 级: 看谱即唱：用固定唱名视唱一首单声部曲例。

B 级：看谱即唱：用固定唱名（或首调唱名）视唱一首单声部曲

例。

三、参考书目

1. 单声部视唱教程（上册），上海音乐学院视唱练耳教研组，上

海音乐出版社

2. 视唱练耳高考指南与专项训练，上海音乐学院视唱练耳教研

组，上海音乐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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