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科技大学 2018 年表演专业（服装表演方向）招生简章 

 

 

学校概况 

天津科技大学是中央和地方共建、以天津市管理为主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是天津市

重点建设的以工为主，工、理、文、农、医、经、管、法、艺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学

校创建于 1958年，前身为中央部属院校——天津轻工业学院，2002年独立更名为天津科技大学，

具有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是为军队培养国防生的签约高校。2008 年学校获得教育部

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等级。 

学校有河西、滨海、塘沽三个校区，总占地面积 153.3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90.08 万平

方米，教学、科研设备总值 5.5 亿元，现有本、硕、博全日制在校生 27000 余人。 

学校建有 4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 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有 13 个一

级学科硕士点；6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4 个工程硕士授权领域；本科专业 62 个，其中国家

级特色专业 4 个。现有教职工 2291 人，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 574 人，教授、副教授 728 人，

其中双聘院士 5 人，1 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4 人入选国家“万人计划”，2 人入选教育部“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2 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

比例达到 41.8%，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人员比例达到 82.1%。学校在本科教育中实行导师制，

学有余力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辅修双学位专业。随着学校社会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增

强，毕业生受到社会和用人单位的普遍欢迎，本科毕业生一次就业率在天津市高校中始终处于前

列。 

艺术设计学院简介 

天津科技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创建于 1985 年，现有本科生 2200 余人，研究生 200 余人，是国

内规模较大、专业设置较齐全、教学条件优越，集专业教学、创作设计、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于

一体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艺术设计学院。 

学院拥有设计艺术学和艺术设计两个硕士点，有产品设计、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服装

与服饰设计、公共艺术、动画、表演 7 个本科专业。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师 101 人，其中

教授 14 人，副教授 31 人。教师队伍年龄与知识结构合理，教学和实验手段先进，为科学研究和

高层次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学院的设计学为天津市一级重点建设学科，有产品设计和动画

2 个天津市品牌专业。设有“卓越艺术人才实验班”，每年从新生中选拔优秀学生进入实验班学



习。各专业设有工作室与研究中心，为学生创作搭建实践平台，近年来，全院师生在各种艺术设

计研究和创作活动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先后完成国家和天津市艺术设计规划项目 100 余项，参

加各类展赛并获国际和国内各类奖项多项，出版教材、专著多部，是天津市社科类重点研究基地。 

学院将保持和发扬传统优势和办学特色；坚持以人为本，以教学质量为核心，以应用型创新

人才培养为目标；强调艺术与科学的结合，以创作、科研促进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实现教育、

教学和人才培养的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努力建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国内一流的艺术

设计学院。 

一、招生计划 

招生专业 计划 层次 学制 说明 

表演（服装表演方向） 
40 人 

(含男生 8 人) 
本科 四年 

文理兼收，授予艺术学学士学

位。学费：15000 元/年•生。 

注：①招生范围不包括四川省、青海省、重庆市、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其他地区根

据生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主管部门的相关文件要求执行。 

②招生计划视生源情况调整，具体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主管部门公布的为准。 

③若主管部门对收费标准进行调整，则执行调整后的新标准。 

办学地点： 

天津科技大学滨海校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13 大街 29 号）  邮政编码：300457 

二、报名 

1．报名条件 

（1）符合 2018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报名条件及体检要求；身体健康；热爱所学专

业。 

（2）年龄不超过 22 周岁（1996 年 9 月 1 日以后出生）的未婚青年。 

（3）要求女生身高在 1.65 米以上，男生身高在 1.80 米以上，符合模特基本条件。 

2．报名所需材料 

（1）考生所在省（市、自治区）招生办开具的《艺术类专业考试准考证》（或报考资格证明

信）原件及复印件。 

（2）身份证及复印件。 

（3）本人一寸近期正面免冠彩色照片 2 张（背面标注姓名）。 

3. 报名办法 

（1）网上报名：请于 2018 年 1 月 25 日至 3 月 3 日登陆天津科技大学招生信息网

（http://zsb.tust.edu.cn），点击进入“网上报名（艺术类）”系统，按照系统提示填写报名信息，打

印报名表。网上报名所填信息必须真实、准确，提交确认后将作为录取时的依据。 

（2）网上缴费：网上报名后请登录天津科技大学校园统一支付平台（http://tyzfpt.tust.edu.cn）



进行缴费。登录平台后点击“报名系统”，选择“艺考报名费”，然后点击 “报名”按钮进行注

册，之后按系统提示进行交费。（报名成功后请以证件号作为用户名登录） 

（3）现场确认：已完成网上报名和缴费的考生，持从网上报名系统中打印的报名表和报名

所需材料于 2018 年 3 月 5 日 8:00—16:00 到天津科技大学河西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天津市河

西区大沽南路 1038号）进行现场确认，打印准考证，参加初试。 

4.报名费：初、复试各 120 元/人，执行天津市物价局关于艺术类专业报名考务费标准（津价

费[2000]165 号）。 

三、考试 

1．初试安排： 

考点名称 地点 现场确认时间 初试时间 

天津科技大学河西校区 

（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 1038 号） 
大学生活动中心 

3 月 5 日 

8:00—16:00 

3 月 5 日 

8:00—17:00 

2．复试安排： 

考点名称 地点 复试时间 

天津科技大学河西校区 

（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 1038 号） 
大学生活动中心 3 月 6 日 

注：① 我校将于 3 月 5 日 19:00 后在招生信息网上公布初试合格考生名单，初试合格的考

生按照规定时间参加专业复试。专业复试合格的考生才有录取资格。 

② 参加复试的考生不需要再次网上报名，只需登录天津科技大学校园统一支付平台

（http://tyzfpt.tust.edu.cn），缴纳艺术类考试复试报名费。 

3．政治思想考查与体检，由考生户口所在地的普通高校招生办公室统一负责。 

4．专业考试满分为 300 分，考试内容如下： 

初试：①形体测试：测定身高、体重、三围尺寸； 

          ②模特技巧：步态、转身、造型、乐感等； 

          ③面试：语言表达能力和综合素质测试。 

复试：①形体观察：对考生形体条件进行综合评定； 

②模特技巧：考察步态、转身、造型、乐感等；  

③才艺测试：自选舞蹈或健美操表演（自备音乐伴奏、道具，时间不超过 2 分钟）。 

5. 考试要求 

① 考生须携带本人居民身份证原件和《天津科技大学 2018 年艺术类专业考试准考证》，证

件齐全者方可参加考试； 

② 考生不得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或具有存储、拍照、摄像功能的电子产品进入考场。凡携

带者可在进入考场前由考务组暂时保管；开考后发现携带手机等电子产品，一律按作弊处理。 

③ 形体测试、模特技巧、才艺展示等环节所需泳装、时装、道具、音乐伴奏（mp3 格式）

等均由考生自备。 

    6．合格生源确定与成绩查询 



（1）学校视生源情况，按照不超过 4:1（专业考试合格人数:专业招生计划）的比例确定合

格生源范围。 

（2）2018 年 4 月中旬，所有参加我校专业考试的考生须通过天津科技大学招生信息网“成

绩查询”系统（http://zsb.tust.edu.cn）查询 2018 年艺术类专业成绩考试结果，我校不再以其他方

式通知本人。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可通过“成绩查询”系统自行打印《2018 年艺术类专业考试合

格通知单》（我校不再另行邮寄）。 

四、录取原则 

1．报考我校的考生，在政治思想品德和体检合格、参加我校专业考试且专业复试成绩达到

我校合格线、文化成绩达到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艺术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情况

下，依据我校公布的在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招生计划及考生高考志愿，按照我校专业考试

成绩择优录取。 

2．考生报考本专业属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的艺术类专业省统（联）考范围的，

必须取得该专业省级统（联）考合格，方有资格参加录取，并按照生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

有关 2018 年艺术类招生录取规定执行。 

五、监督机制 

1.表演专业（服装表演方向）的招生选拔录取工作由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专门负责领导和

实施，对选拔办法、程序及结果向社会公示。 

2.选拔录取专项测试工作由学校监察部门全程参与和监督，监督举报电话：022-60600151。 

六、有关须知 

1．文化考试 

专业考试合格者，须参加本省 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报名手续按当地规

定执行）。我校各专业的公共外语课程全部为英语。 

2．新生入学及复查 

新生入学后，学校根据招生政策和录取标准进行复查，对于不符合条件或有舞弊行为的学生，

取消其录取资格。 

六、联系方式 

部门：天津科技大学招生就业指导中心    电话：（022）60600336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 1038 号     传真：（022）60600330 

邮编：300222 

网址：http://www.tust.edu.cn 

E-mail：zszx@tust.edu.cn 

     

 

 

 

http://www.tust.edu.cn/


专业介绍 

 

表演专业学生多年来获得国内外各类比赛奖项百余项。截至目前，已为国家表演行业培养了

数百名不同层次的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较好的理论基础，掌握表演的专

业理论、较全面的知识与基础的具体操作技能，并具备终身学习、沟通交流、团队协作等能力、

以及较好的艺术素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学制：四年 

学位：艺术学学士 

主要课程：美学基础、服装表演、形体训练、舞蹈基础、音乐基础、时尚品牌管理与推广、

中外服装史、影视表演基础、服装表演概论、服装表演编导与策划、摄影基础、整体造型设计、

计算机图像编辑、专业英语等。 

培养要求：根据表演专业培养目标，学生通过对美学基础、艺术概论、形体训练、影视表演

基础、舞蹈基础等内容的学习，对表演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有较系统的了解及训练。通过表演、

服装表演、表演编导与策划、化妆造型、媒体广告学等方面的理论和知识的学习，掌握比较系统

的专业知识和基本能力。并在表演实践课程中全面得到综合知识和技能的训练，使学生具备较好

的表演、服装表演、营销的能力，实现较高素质的应用人才的培养。 

考研就业：毕业生能在各类与表演相关的模特经纪公司、服装企事业单位、表演教育、媒体、

新闻出版、文化经纪人管理、航空公司等部门机构，从事服装模特、表演编导、模特经纪人管理、

空乘安全员、整体造型设计、表演教育以及市场营销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