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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民族大学 2021 年艺术类专业招生简章 
  

北方民族大学直属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是一所综合

性民族类普通高等院校。学校是国家民委和教育部、国家民

委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建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

学校。学校坐落在“塞上江南”——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

川市，是我国唯一一所建立在民族自治区的部委高校。学校

是国务院学位办批准的博士、硕士、学士学位授予权单位。 

学校现有文学、理学、工学、法学、历史学、管理学、

经济学、艺术学、教育学、医学 10 个学科门类的 74 个本科

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 9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MPA

等 9 个专业硕士学位点；民族学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生态学等 17 个省部级重点学科，其中有 3 个宁夏回族自治

区一流学科（电子科学与技术、数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等 4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 1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汉语言文学等 9 个省级优势

特色专业；法学等 4 个省级重点建设专业；自动化等 7 个省

级“十三五”重点专业（群）；机械电子工程等 5 个省级产

教融合人才培养示范专业；旅游管理等 10 个省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有 1 个国家级材料科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化

工技术基础等 8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学校现有来自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56 个

民族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预）科生 2.1 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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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学生比例约为 60%，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缩影。目

前，我校设有音乐舞蹈学院和设计艺术学院两个艺术类学

院，共有 13 个招生专业。 

一、 招生专业 

1.音乐类：音乐学、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2.舞蹈类：舞蹈学、舞蹈表演 

3.美术及设计类：动画、绘画、雕塑、中国画、视觉传

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 

4.其它类：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 

二、招生计划 

    各专业招生计划以 2021 年教育部核准并由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招办或考试院公开发布的数据为准。 

    三、录取规则 

1.我校音乐类、舞蹈类、美术及设计类、航空服务艺术

与管理专业以生源省份的统（联）考成绩招生，优先执行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艺术类专业投档规则，并按投档成

绩从高到低择优进档；若生源省份未明确投档规则，我校按

艺术统（联）考专业成绩排序择优进档；专业成绩相同时，

高考文化课成绩(含政策加分)高的优先进档。 

对所有进档考生以统（联）考专业成绩排序从高到低安

排专业，同分时，高考文化课成绩(含政策加分)高的优先录

取。 

2.在未组织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统（联）考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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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时，报考该专业的考生须取得生源省份音乐类或舞蹈类

统（联）考合格证。符合条件的进档考生按照高考文化课投

档成绩（含政策性加分）从高到低择优录取；投档成绩相同

时，英语成绩高的优先录取。 

3.学校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艺术类专业最终录

取规则以学校公布的《北方民族大学 2021 年本预科招生章

程》为准。 

    四、收费 

学校艺术类动画专业学费 8800 元/学年，航空服务艺术

与管理专业 12000 元/学年，其它艺术类专业学费 8000 元/

学年；住宿费标准为 6 人间 800 元/学年、4 人间 1200 元/学

年。各项收费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物价部门核定的标准执行。 

五、颁发学历证书的学校名称及种类 

    学历学位证书学校名称：北方民族大学  

    学历学位证书种类：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 

    六、重要说明 

1.考生体检要求按教育部、卫生部等颁发的《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对身高、体重、视力等

有要求的艺术类专业录取时，学校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体格检查表上的数据为准。 

2.考生的高考文化课成绩、专业成绩须达到生源省份本

科艺术类专业填报志愿资格线（控制线）。 

    3.报考舞蹈类专业，男生身高不低于 168cm，女生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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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 158cm。 

4.音乐表演专业分为声乐和器乐方向。音乐表演专业器

乐方向考生的器乐种类须为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小号、

圆号、长号、长笛、单簧管、萨克斯、手风琴、二胡、琵琶、

扬琴、古筝、打击乐（西洋、民族）的其中之一，其它器乐

不能报考。 

5.报考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的艺术类考生须具备以

下条件： 

（1）考生须为 2001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以身份证

出生日期为准 ）； 

（2）男生净身高 173cm～185cm，体重 (kg)=[身高

(cm)-105]*(1±10%)，女生净身高 162cm～175cm，体重

(kg)=[身高(cm)-110]*(1±10%)； 

（3）五官端正，身材匀称，身体无异常，全身无纹身；

非“Ｏ”型或“X”型腿；着夏装时身体裸露部位无疤痕，无

色素异常、无皮肤病； 

（4）听力及语言功能正常。考生裸眼视力或矫正视力

不低于 E 字表 4.7；无斜视、无色盲、无弱视，无影响视功

能的疾病、手术或创伤后遗症； 

（5）高考体检表中内、外科体检项目全部合格或正常，

无精神病、癫痫病、心脏病等病史。 

注：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招生、就业参考体检标准

为《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管理规则》（CCAR-67FS-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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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空勤人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体检鉴定医学标准》

（AC-67FS-001）IV 类标准相关规定，请考生对照自检后慎

重报考。学生入校后，学校按有关规定对学生进行复查复检。 

6.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属于艺术类专业，录取后不

能转入学校普通类或其它艺术类专业学习。 

7.本简章由北方民族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如有特

殊原因发生调整，以学校招生办公室官网发布的公告为准。 

   七、艺术学院及专业介绍 

   （一）音乐舞蹈学院 

学院始建于 2000 年。有本科与硕士研究生两个办学层

次。下设办公室、教学办、学工办、钢琴系、声乐系、舞蹈

系、器乐系、理论系、科研与研究生管理中心、艺术实践中

心、实验室管理中心。开设音乐表演、音乐学、舞蹈学、舞

蹈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六个本

科专业。有“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硕士学位点和艺术专业硕

士学位点。有专任教师 59 人，教授 7 人，副教授 17 人，讲

师 21 人，博士学位 4 人，硕士学位 40 人，硕士生导师 8 人。

教师主持国家社科艺术学项目 1 项；教育部项目 1 项；中国

文联项目 1 项；省级科研项目 20 余项、校级重点项目 3 项。

公开发表论文 300 余篇，出版专著教材 50 余本。创作、演出

的音乐、舞蹈作品在国内各项专业赛事中获三等以上奖项 40

余项。有教学、实践演出场地近 200 间。世界名琴“斯坦威”

三角钢琴 1 架，100 余件乐器；各类曲谱、艺术类书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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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余册、舞台演出服装近 2000 套。中长期聘任国内外专家从

事教学与学术活动，与苏梅国立师范大学签订合作办学协

议，每年可选派优秀学生参加 3+1 联合培养项目。 

学院结合民族高校特点、艺术专业办学特色，形成多种

形式的实践教学体系，多次受邀承担全国及自治区的大型艺

术活动；出访过俄罗斯、美国、意大利等 10 余个国家进行

文化交流，教学效果通过各种实践渠道凸显成效。学院建立

就业工作“责任到人体系”，发挥专业优势，结合社会需求，

全体教职工齐抓共管，2020 届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94.6%。 

2018 年学院被教育部评为首批“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

系”；被自治区教育工委正式授牌为首批“全区教育系统五

星级基层党组织”。学院现设各专业介绍如下。 

    1.舞蹈表演专业（本科 学制四年 艺术学学士） 

培养目标：以培养适应舞蹈表演方面的知识和能力需要

为目标，主要从事不同层次的舞蹈表演，掌握舞蹈表演相关

的教学、研究等知识与能力的舞蹈艺术专业性人才。 

2.舞蹈学专业（本科 学制四年 艺术学学士） 

培养目标：培养具备舞蹈学方面的基础知识、研究能力

与实践经验需要的，掌握舞蹈学研究与评论或与舞蹈相关的

教育、管理、策划、舞台、文学创作等知识的舞台艺术复合

型人才。 

3.音乐学专业（本科 学制四年 艺术学学士） 

培养目标：本专业以国家和地方教育的文化发展需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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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立足银川、面向宁夏、辐射全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具有高尚师德修养与教育情怀，具有扎实的理论基

础与实践能力，熟悉掌握全面育人的理念与方法，具备终身

发展意识和沟通合作能力，能够在学校基础教育、社会教育

等机构从事音乐教学、教研及管理工作的音乐教育应用型人

才。 

4.音乐表演专业（本科 学制四年 艺术学学士） 

培养目标：本专业立足西北，面向全国，培养具有较高

水平的音乐表演能力和文化艺术修养，能够从事本行业较高

水平的独奏（唱）或在各个层级团队中以合奏、合唱或伴奏

的身份参加音乐表演活动的演员，以及在各级各类学校、群

艺馆、文化宫等音乐文化活动场所或社区、社团从事音乐表

演或组织等工作，并具有传承、发展和一定的创新精神的较

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 

5.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本科 学制四年 艺术学学

士） 

培养目标：培养适应地方且具有独立创作、研究和实践

能力，系统掌握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方面的基本技能和基础

理论知识，掌握音乐创作、教学、研究的主要技能和实践应

用能力的专门性人才。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能够在文艺团

体、教育机构、文化部门、传媒行业等从事音乐创作、分析

与研究等工作，并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6.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本科 学制四年 艺术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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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培养目标：培养适应国内外航空服务与管理业务需要

的，具备熟练航空服务与管理基本技能，有较强的实际操作

能力和团队协调能力，有较高的服务意识、创新意识，具有

从事空中乘务、客运服务、机票销售、货物运输等能力的高

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设计艺术学院 

设计艺术学院建于 2001 年，现开设有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设计、产品设计、绘画（油画方向）、中国画、雕塑、

动画七个专业。学院设有“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硕士学位点

和艺术专业硕士学位点。动画专业为自治区级重点建设专

业。 

学院坚持立足北方，面向全国，接轨国际，服务于少数

民族和民族地区，培养具有“厚基础、宽口径”，能够在艺

术设计、艺术创作、美术教育等领域协调发展的复合型、应

用型人才。  

学院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现有专业教师 47 人，

其中教授 4 人、副教授 12 人、讲师 23 人；博士 6 人，硕士

31 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9 人。学院有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1

人，宁夏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2 人，自治区级教学名师 2 人。教

学行政用房 18000 余平方米，其中专业课教室 9000 多平方

米，各类教学实验室 5400 多平方米，现有“视觉基础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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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影像传媒艺术实验室”、“三维空间艺术实验室”

三个专业实验室群，总面积 4769 平方米，实验设备仪器 3006

台套，仪器设备值为 1200 万余元。 

近年来，学院立项建设国家艺术基金课题 5 项，获省部

级课题 31 项，出版专著 18 部，获得专利 25 项，在各类刊

物发表学术论文及艺术作品三百余篇，艺术作品多次入选全

国美展等国家级艺术展览，并获省部级及以上奖项数十项。

立项建设各类省部级教学改革项目 7 项，省部级教学成果奖

2 项，自治区级一流基础教研室 1 个。学院与德国比勒菲尔

德应用技术大学开展合作办学，与韩国、日本、德国、瑞士

等国家的大学有良好的交流和合作关系，并在学院开设有

“国外专家设计工作坊”。学院现设各专业介绍如下。 

1.动画专业（本科 学制四年 艺术学学士）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良好人文素质、艺术修养和审美能

力，适应数字时代与信息社会发展，具有较开阔的视野和良

好的沟通能力；掌握动画、漫画、游戏设计的创作、制作及

相关工具应用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方法，能在传媒及文

化产业相关领域从事动画、漫画的策划、创作、制作、传播、

运营或管理的德才兼备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2.绘画（油画方向）专业（本科 学制四年 艺术学学士） 

  培养目标：培养具备扎实的文化素养，具有时代性和

传统美学底蕴，具备扎实的绘画技能、创新精神与创业意

识，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相关领域从事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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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教学和设计应用等工作的德才兼备的复合型应用型

人才。 

3.中国画专业（本科 学制四年 艺术学学士） 

培养目标：培养具备中国绘画的艺术理论知识和实践操

作技能，既有传统文化基础和艺术修养，同时具备扎实的专

业技艺、突出的创新能力以及优秀的综合素质，能够适应社

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相关领域从事创作、研究、教学、传

播和应用等工作的德才兼备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4.环境设计专业（本科 学制四年 艺术学学士） 

培养目标：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基础扎实、知识

面宽、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具有较强的艺术设计及研

究能力，能够熟练从事室内设计、展示设计、园林与景观设

计等相关工作，能够独立承担工程项目的管理及施工的德才

兼备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5.雕塑专业（本科 学制四年 艺术学学士） 

  培养目标：培养适应现代化经济建设需要，具备专业素

质，能够在专业艺术院校和专业部门从事雕塑艺术设计、创

作、教学和研究工作，能在户外城市公共环境雕塑领域从事

专业创作设计、放大制作等工作的德才兼备的复合型应用型

人才。 

6.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本科 学制四年 艺术学学士）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现代艺术设计的基本素质、基本知

识和专业行为能力；具备视觉传达设计范畴内的市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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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创意、组织管理、制作生产以及教学、研究等方面的知

识和能力；有良好的适应能力、思辨能力、创新创业能力。

能够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多种需要，在相关领域从事艺术

设计、策划、研究、教学、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德才兼备的复

合型应用型人才。 

7.产品设计专业（本科 学制四年 艺术学学士） 

  培养目标：培养具备扎实的设计学基础理论知识、产品

设计能力、良好的职业技能和素质、深厚的设计文化素养及

宽广的设计技术基础，能够在企事业单位、专业设计公司从

事以产品创新、创意、造型为重点的产品设计、工业设计的

科研或教学工作的能力，或从事与产品设计相关的视觉传达

设计、信息设计、策划设计等工作的德才兼备的复合型应用

型人才。 

 

 

联系地址：宁夏银川市西夏区文昌北街 204 号     

北方民族大学招生办公室       邮政编码：750021 

联系电话：（0951）2066992、2066335   

传真：（0951）2066992 

电子信箱：bfmdzs@nun.edu.cn 

北方民族大学招生网址：https://zsb.nmu.edu.cn/ 

音乐舞蹈学院 联系电话：（0951）2066598 

设计艺术学院 联系电话：（0951）20665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