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杭州市上城区南山路2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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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全 | 学术型 01|中国画学研究 001 0001--0028 中国画技法 8:30-11:30 南山校区2号楼303教室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2号楼303教室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全 | 学术型 01|中国画学研究 002 0029--0042 中国画技法 8:30-11:30 南山校区2号楼305教室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2号楼305教室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全 | 学术型 01|中国画学研究 003 0043--0057 中国画技法 8:30-11:30 南山校区2号楼306教室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2号楼306教室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全 | 学术型 01|中国画学研究 004 0058--0072 中国画技法 8:30-11:30 南山校区2号楼401教室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2号楼401教室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全 | 学术型 01|中国画学研究 005 0073--0085 中国画技法 8:30-11:30 南山校区2号楼403教室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2号楼403教室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全 | 学术型 01|中国画学研究 006 0086--0101 中国画技法 8:30-11:30 南山校区2号楼404教室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2号楼404教室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全 | 学术型 02|中国书学研究 007 0102--0119 书法创作 8:30-11:30 南山校区2号楼101教室 古汉语与写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2号楼101教室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全 | 学术型 02|中国书学研究 008 0120--0137 书法创作 8:30-11:30 南山校区2号楼102教室 古汉语与写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2号楼102教室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全 | 学术型 02|中国书学研究 009 0138--0153 书法创作 8:30-11:30 南山校区2号楼103教室 古汉语与写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2号楼103教室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4|中国画人物创作 010 1236--1278 中国画技法 8:30-11:30 南山校区5号楼1楼体育馆-1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5号楼1楼体育馆-1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4|中国画人物创作 011 1279--1321 中国画技法 8:30-11:30 南山校区5号楼1楼体育馆-2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5号楼1楼体育馆-2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5|中国画山水创作 012 1322--1352 中国画技法 8:30-11:30 南山校区5号楼1楼体育馆-3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5号楼1楼体育馆-3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5|中国画山水创作 013 1353--1383 中国画技法 8:30-11:30 南山校区5号楼1楼体育馆-4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5号楼1楼体育馆-4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5|中国画山水创作 014 1384--1413 中国画技法 8:30-11:30 南山校区5号楼1楼体育馆-5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5号楼1楼体育馆-5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6|中国画花鸟创作 015 1414--1431 中国画技法 8:30-11:30 南山校区2号楼201教室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2号楼201教室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6|中国画花鸟创作 016 1432--1449 中国画技法 8:30-11:30 南山校区2号楼202教室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2号楼202教室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6|中国画花鸟创作 017 1450--1466 中国画技法 8:30-11:30 南山校区2号楼206教室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2号楼206教室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7|中国画综合创作 018 1467--1482 中国画技法 8:30-11:30 南山校区2号楼407教室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2号楼407教室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7|中国画综合创作 019 1483--1499 中国画技法 8:30-11:30 南山校区2号楼408教室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2号楼408教室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非 | 专业型 A1|中国画创作 025 3909--3923 中国画技法 8:30-11:30 南山校区2号楼301教室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2号楼301教室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非 | 专业型 A1|中国画创作 026 3924--3949 中国画技法 8:30-11:30 南山校区2号楼302西教室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2号楼302西教室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非 | 专业型 A2|中国书画材料研究与应用 027 3950--3959 书画理论 8:30-11:30 南山校区2号楼207教室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2号楼207教室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学术型 03|油画语言研究与实践 028 0154--0173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6号楼402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6号楼402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学术型 03|油画语言研究与实践 029 0174--0193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6号楼403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6号楼403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学术型 03|油画语言研究与实践 030 0194--0212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6号楼407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6号楼407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学术型 04|版画语言研究与实践 031 0213--0235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5号楼2楼体育馆-1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5号楼2楼体育馆-1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学术型 05|壁画语言研究与实践 032 0236--0257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6号楼207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6号楼207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学术型 06|综合绘画语言研究与实践 033 0258--0276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6号楼405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6号楼405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9|油画创作 034 1677--1700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3号楼401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3号楼401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9|油画创作 035 1701--1724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3号楼402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3号楼402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9|油画创作 036 1725--1748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3号楼403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3号楼403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9|油画创作 037 1749--1761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3号楼404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3号楼404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9|油画创作 038 1762--1785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3号楼406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3号楼406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9|油画创作 039 1786--1809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3号楼301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3号楼301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9|油画创作 040 1810--1833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3号楼302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3号楼302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9|油画创作 041 1834--1857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3号楼303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3号楼303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9|油画创作 042 1858--1885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3号楼304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3号楼304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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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9|油画创作 043 1886--1913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3号楼305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3号楼305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9|油画创作 044 1914--1937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3号楼306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3号楼306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9|油画创作 045 1938--1950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3号楼313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3号楼313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9|油画创作 046 1951--1963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3号楼314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3号楼314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9|油画创作 047 1964--2008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4号楼408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4号楼408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9|油画创作 048 2009--2047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6号楼1楼壁画实验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6号楼1楼壁画实验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40|版画创作 049 2048--2071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5号楼2楼体育馆-1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5号楼2楼体育馆-1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40|版画创作 050 2072--2118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5号楼2楼体育馆-2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5号楼2楼体育馆-2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40|版画创作 051 2119--2155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5号楼2楼体育馆-3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5号楼2楼体育馆-3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41|壁画创作 052 2156--2175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6号楼303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6号楼303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41|壁画创作 053 2176--2195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6号楼306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6号楼306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41|壁画创作 054 2196--2213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6号楼307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6号楼307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42|综合绘画创作 055 2214--2233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1B503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1B503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42|综合绘画创作 056 2234--2253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1B505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1B505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42|综合绘画创作 057 2254--2273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1B506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1B506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42|综合绘画创作 058 2274--2293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1B507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1B507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42|综合绘画创作 059 2294--2308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1B509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1B509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42|综合绘画创作 060 2309--2330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1B负一楼101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1B负一楼101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非 | 专业型 A3|绘画实践-油画创作 061 3960--3974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6号楼404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6号楼404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非 | 专业型 A3|绘画实践-油画创作 062 3975--3989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6号楼406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6号楼406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非 | 专业型 A4|绘画实践-版画创作 063 3990--3999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5号楼2楼体育馆-3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5号楼2楼体育馆-3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非 | 专业型 A5|绘画实践-壁画创作 064 4000--4002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6号楼307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6号楼307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绘画艺术学院 非 | 专业型 A6|绘画实践-综合绘画创作 065 4003--4016 专业基础 8:30-12:30 南山校区6号楼405（内）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南山校区6号楼405（内）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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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8|书法篆刻创作 020 1500--1534 书法创作 8:30-11:30 象山校区8号楼体育馆-1 古汉语与篆刻 14:00-17:00 象山校区8号楼体育馆-1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8|书法篆刻创作 021 1535--1569 书法创作 8:30-11:30 象山校区8号楼体育馆-2 古汉语与篆刻 14:00-17:00 象山校区8号楼体育馆-2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8|书法篆刻创作 022 1570--1604 书法创作 8:30-11:30 象山校区8号楼体育馆-3 古汉语与篆刻 14:00-17:00 象山校区8号楼体育馆-3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8|书法篆刻创作 023 1605--1640 书法创作 8:30-11:30 象山校区8号楼体育馆-4 古汉语与篆刻 14:00-17:00 象山校区8号楼体育馆-4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38|书法篆刻创作 024 1641--1676 书法创作 8:30-11:30 象山校区8号楼体育馆-5 古汉语与篆刻 14:00-17:00 象山校区8号楼体育馆-5

艺术人文学院 全 | 学术型 09|艺术史学史 075 0277--0354 中外美术史 8:30-11:30 象山校区2号楼102教室 艺术概论 14:00-17:00 象山校区2号楼102教室

艺术人文学院 全 | 学术型 10|艺术史与视觉文化 076 0355--0427 中外美术史 8:30-11:30 象山校区2号楼306教室 艺术概论 14:00-17:00 象山校区2号楼306教室

艺术人文学院 全 | 学术型 11|美术史论 077 0428--0487 中国美术史 8:30-11:30 象山校区2号楼208教室 艺术概论 14:00-17:00 象山校区2号楼208教室

艺术人文学院 全 | 学术型 11|美术史论 078 0488--0546 中国美术史 8:30-11:30 象山校区2号楼402教室 艺术概论 14:00-17:00 象山校区2号楼402教室

艺术人文学院 全 | 学术型 12|美术考古 079 0547--0595 中国美术史 8:30-11:30 象山校区2号楼104教室 艺术概论 14:00-17:00 象山校区2号楼104教室

艺术人文学院 全 | 专业型 46|文物与博物馆研究 080 2331--2370 文博综合 8:30-11:30 象山校区2号楼105教室 / / /

艺术人文学院 全 | 专业型 46|文物与博物馆研究 081 2371--2410 文博综合 8:30-11:30 象山校区2号楼106教室 / / /

艺术人文学院 非 | 专业型 A7|物质文化创新研究 082 4017--4047 文博综合 8:30-11:30 象山校区2号楼111教室 / / /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全 | 学术型 13|雕塑艺术研究与实践 083 0596--0617 泥塑写生 8:30-12:30
象山校区10号楼101木石金火

实验室（金工）
泥塑工具及老虎钳等自备 专业创作 14:00-17:00 象山校区2号楼205教室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全 | 学术型 14|纤维艺术研究与实践 084 0618--0622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5号楼1楼展厅-1 专业创作 14:00-17:00 象山校区5号楼1楼展厅-1
可自备一样工具和一种材料

（不允许半成品）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全 | 学术型 15|公共艺术研究与实践 085 0623--0636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5号楼1楼展厅-2 专业创作 14:00-17:00 象山校区5号楼1楼展厅-2 可自带未经组装的机电设备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47|雕塑艺术创作 086 2411--2454 泥塑写生 8:30-12:30 象山校区10号楼208-1 泥塑工具及老虎钳等自备 专业创作 14:00-17:00 象山校区2号楼103教室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47|雕塑艺术创作 087 2455--2485 泥塑写生 8:30-12:30 象山校区10号楼208-2 泥塑工具及老虎钳等自备 专业创作 14:00-17:00 象山校区2号楼103教室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48|纤维艺术创作 088 2486--2511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5号楼1楼展厅-1 专业创作 14:00-17:00 象山校区5号楼1楼展厅-1
可自备一样工具和一种材料

（不允许半成品）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49|公共艺术创作 089 2512--2552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5号楼1楼展厅-3 专业创作 14:00-17:00 象山校区5号楼1楼展厅-3 可自带未经组装的机电设备

手工艺术学院 全 | 学术型 16|手工艺术研究 090 0637--0667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2号楼405教室 专业理论 14:00-17:00 象山校区2号楼405教室

手工艺术学院 全 | 学术型 17|设计学理论 091 0668--0715 设计史 8:30-11:30 象山校区2号楼401教室 设计理论 14:00-17:00 象山校区2号楼401教室

手工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50|陶瓷艺术创作 092 2553--2597 专业基础 8:30-12:30 象山校区热成型大楼315多功能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热成型大楼311教室 自备陶艺拉坯板

手工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50|陶瓷艺术创作 093 2598--2624 专业基础 8:30-12:30 象山校区热成型大楼315多功能教室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热成型大楼210教室 自备陶艺拉坯板

手工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51|工艺美术创作 094 2625--2674 专业基础 8:30-12:30 象山校区山北操场看台考场1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山北操场看台考场1 自备技法工具

手工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51|工艺美术创作 095 2675--2703 专业基础 8:30-12:30 象山校区山北操场看台考场1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山北操场看台考场2 自备技法工具

手工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52|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096 2704--2714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2号楼401教室 专业理论 14:00-17:00 象山校区2号楼401教室

手工艺术学院 非 | 专业型 A8|文物保护与修复 097 4048--4058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山北操场看台考场2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山北操场看台考场2

手工艺与数字化设

计文旅部重点实验
室

全 | 专业型
85|传统热成型手工技

艺与数字化设计
098 3242--3256 专业基础 8:30-12:30 象山校区山北操场看台考场2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热成型大楼210教室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全 | 学术型 18|艺术管理 099 0716--0775 中外艺术史 8:30-11:30 象山校区2号楼301教室 艺术管理概论 14:00-17:00 象山校区2号楼301教室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全 | 学术型 18|艺术管理 100 0776--0834 中外艺术史 8:30-11:30 象山校区2号楼302教室 艺术管理概论 14:00-17:00 象山校区2号楼302教室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全 | 学术型 19|美术教育与社会美术 101 0835--0845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9号楼507教室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9号楼507教室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全 | 专业型 53|美术教育与艺术实践 102 2715--2744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9号楼414教室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9号楼414教室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全 | 专业型 53|美术教育与艺术实践 103 2745--2774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9号楼504教室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9号楼504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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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全 | 专业型 53|美术教育与艺术实践 104 2775--2798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9号楼507教室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9号楼507教室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全 | 专业型 54|美术教育实践 105 2799--2833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9号楼413教室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9号楼413教室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全 | 专业型 55|艺术鉴藏 106 2834--2863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9号楼308教室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9号楼308教室

建筑艺术学院 全 | 学术型 20|建筑设计与理论 107 0846--0878 建筑学基础 8:30-12:30 象山校区20号楼体育馆-1 专业理论 14:00-17:00 象山校区20号楼体育馆-1

建筑艺术学院 全 | 学术型 20|建筑设计与理论 108 0879--0912 建筑学基础 8:30-12:30 象山校区20号楼体育馆-2 专业理论 14:00-17:00 象山校区20号楼体育馆-2

建筑艺术学院 全 | 学术型 21|城市设计与理论 109 0913--0963 建筑学基础 8:30-12:30 象山校区20号楼体育馆-3 专业理论 14:00-17:00 象山校区20号楼体育馆-3

建筑艺术学院 全 | 学术型 22|建筑历史与理论 110 0964--0987 建筑学基础 8:30-12:30 象山校区20号楼体育馆-4 专业理论 14:00-17:00 象山校区20号楼体育馆-4

建筑艺术学院 全 | 学术型 23|景观与风景园林设计理论 111 0988--1002 建筑学基础 8:30-12:30 象山校区12号楼一楼大展厅-1 专业理论 14:00-17:00 象山校区12号楼一楼大展厅-1

建筑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56|环境与建筑更新设计 112 2864--2901 专业基础 8:30-12:30 象山校区20号楼体育馆-5 专业理论 14:00-17:00 象山校区20号楼体育馆-5

建筑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56|环境与建筑更新设计 113 2902--2939 专业基础 8:30-12:30 象山校区20号楼体育馆-6 专业理论 14:00-17:00 象山校区20号楼体育馆-6

建筑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57|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114 2940--2992 风景园林基础 8:30-12:30 象山校区12号楼一楼大展厅-2 专业理论 14:00-17:00 象山校区12号楼一楼大展厅-2

建筑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58|景园设计与技术 115 2993--3036 风景园林基础 8:30-12:30 象山校区12号楼一楼大展厅-1 专业理论 14:00-17:00 象山校区12号楼一楼大展厅-1

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 全 | 学术型 25|视觉中国学 126 1003--1039 中国文化史 8:30-11:30 象山校区2号楼207教室 中国艺术史 14:00-17:00 象山校区2号楼207教室

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 全 | 专业型 65|科技艺术 127 3190--3201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20号楼体育馆-7 专业创作 14:00-17:00 象山校区20号楼体育馆-7

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 全 | 专业型 66|视觉国学实践 128 3202--3209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20号楼体育馆-7 专业创作 14:00-17:00 象山校区20号楼体育馆-7 自备笔墨或其他绘画材料

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 全 | 专业型 67|艺术创作论 129 3210--3227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20号楼体育馆-7 专业创作 14:00-17:00 象山校区20号楼体育馆-7

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 全 | 专业型 68|空间营造学 130 3228--3241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20号楼体育馆-7 专业创作 14:00-17:00 象山校区20号楼体育馆-7

电影学院 全 | 学术型 30|电影理论与批评 164 1040--1107 专业理论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2号楼407教室 电影理论 14:00-17:00 象山校区2号楼407教室

电影学院 全 | 学术型 31|电影创作方法 165 1108--1151 专业理论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3号楼201教室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3号楼201教室

电影学院 全 | 学术型 32|纪录片艺术 166 1152--1170 专业理论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2号楼406教室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2号楼406教室

电影学院 全 | 专业型 87|影视广告创作 167 3257--3268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8号楼体育馆-6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8号楼体育馆-6

电影学院 全 | 专业型 88|电影制作 168 3269--3304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2号楼406教室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2号楼406教室

电影学院 全 | 专业型 89|声音艺术创作 169 3305--3313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2号楼207教室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2号楼207教室

电影学院 全 | 专业型 91|影视美术创作 170 3355--3381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8号楼体育馆-6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8号楼体育馆-6

电影学院 全 | 专业型 90|摄影与图像艺术创作 171 3314--3354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8号楼体育馆-7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8号楼体育馆-7

动画与游戏学院 全 | 学术型 33|动画与游戏研究 172 1171--1190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4号楼308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4号楼308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动画与游戏学院 全 | 学术型 33|动画与游戏研究 173 1191--1210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4号楼309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4号楼309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动画与游戏学院 全 | 学术型 33|动画与游戏研究 174 1211--1235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4号楼310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4号楼310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动画与游戏学院 全 | 专业型 92|游戏与交互艺术 175 3382--3406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4号楼410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4号楼410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动画与游戏学院 全 | 专业型 92|游戏与交互艺术 176 3407--3431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4号楼405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4号楼405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动画与游戏学院 全 | 专业型 92|游戏与交互艺术 177 3432--3460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4号楼406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4号楼406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动画与游戏学院 全 | 专业型 92|游戏与交互艺术 178 3461--3490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4号楼407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4号楼407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动画与游戏学院 全 | 专业型 92|游戏与交互艺术 179 3491--3520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4号楼408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4号楼408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动画与游戏学院 全 | 专业型 92|游戏与交互艺术 180 3521--3550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4号楼409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4号楼409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动画与游戏学院 全 | 专业型 93|插画叙事 181 3551--3590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4号楼1楼大厅-1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4号楼1楼大厅-1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动画与游戏学院 全 | 专业型 93|插画叙事 182 3591--3630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4号楼1楼大厅-2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4号楼1楼大厅-2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动画与游戏学院 全 | 专业型 93|插画叙事 183 3631--3670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4号楼1楼大厅-3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4号楼1楼大厅-3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动画与游戏学院 全 | 专业型 93|插画叙事 184 3671--3710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4号楼1楼大厅-4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4号楼1楼大厅-4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报考院（系）名
称

报考学位
类型

报考研究
方向名称

考场号
准考证号（后

四位）

12月25日上午 12月25日下午

考试科目 考试时间 考场地址 特别提醒 考试科目 考试时间 考场地址 特别提醒

动画与游戏学院 全 | 专业型 93|插画叙事 185 3711--3750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4号楼1楼大厅-5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4号楼1楼大厅-5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动画与游戏学院 全 | 专业型 94|人文动画 186 3751--3784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4号楼411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4号楼411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动画与游戏学院 全 | 专业型 94|人文动画 187 3785--3818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4号楼412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4号楼412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动画与游戏学院 全 | 专业型 94|人文动画 188 3819--3848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4号楼507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4号楼507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动画与游戏学院 全 | 专业型 94|人文动画 189 3849--3878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4号楼508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4号楼508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动画与游戏学院 全 | 专业型 94|人文动画 190 3879--3908 专业基础 8:30-11:30 象山校区4号楼509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技法 14:00-17:00 象山校区4号楼509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中国美术学院梦园教学区（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梦园路18号）
报考院（系）名

称
报考学位

类型
报考研究
方向名称

考场号
准考证号（后

四位）

12月25日上午 12月25日下午

考试科目 考试时间 考场地址 特别提醒 考试科目 考试时间 考场地址 特别提醒

专业基础教学部 全 | 专业型 59|造型基础研究 116 3037--3076 专业基础 8:30-12:30 梦园校区3号楼一楼展厅-1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梦园校区3号楼一楼展厅-1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基础教学部 全 | 专业型 59|造型基础研究 117 3077--3115 专业基础 8:30-12:30 梦园校区3号楼一楼展厅-2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梦园校区3号楼一楼展厅-2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基础教学部 全 | 专业型 59|造型基础研究 118 3116--3154 专业基础 8:30-12:30 梦园校区3号楼一楼展厅-3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创作 14:00-17:00 梦园校区3号楼一楼展厅-3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基础教学部 全 | 专业型 60|传统书画基础理论与实践 119 3155--3189 专业基础 8:30-11:30 梦园校区2号楼101 专业创作 14:00-17:00 梦园校区2号楼101



中国美术学院良渚校区（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古墩路2849号）

报考院（系）名
称

报考学位
类型

报考研究
方向名称

考场号
准考证号（后

四位）

12月25日上午 12月25日下午

考试科目 考试时间 考场地址 特别提醒 考试科目 考试时间 考场地址 特别提醒

跨媒体艺术学院 全 | 学术型 07|网络社会与媒体研究 066
4059--4088、
4111--4112

文化研究 8:30-11:30 良渚校区1号楼302 艺术理论 14:00-17:00 良渚校区1号楼302

跨媒体艺术学院 全 | 学术型 08|跨媒体艺术研究 067
4089--4110、
4113--4116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10号楼101 专业创作 14:00-17:00 良渚校区10号楼101

跨媒体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43|跨媒体艺术创作 068 4307--4331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10号楼102 专业创作 14:00-17:00 良渚校区10号楼102

跨媒体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43|跨媒体艺术创作 069 4332--4356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10号楼103 专业创作 14:00-17:00 良渚校区10号楼103

跨媒体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43|跨媒体艺术创作 070 4357--4380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10号楼104 专业创作 14:00-17:00 良渚校区10号楼104

跨媒体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43|跨媒体艺术创作 071 4435--4437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10号楼105 专业创作 14:00-17:00 良渚校区10号楼105

跨媒体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44|艺术科技创作 072
4381--4398、

4438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10号楼105 专业创作 14:00-17:00 良渚校区10号楼105

跨媒体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45|当代艺术与策展实践 073 4399--4418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10号楼106 专业创作 14:00-17:00 良渚校区10号楼106

跨媒体艺术学院 全 | 专业型 45|当代艺术与策展实践 074
4419--4434、

4439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10号楼107 专业创作 14:00-17:00 良渚校区10号楼107

创新设计学院 全 | 学术型 24|设计人文 120 4117--4156 设计思维 8:30-11:30 良渚校区2号楼体育馆-1 设计理论 14:00-17:00 良渚校区2号楼体育馆-1

创新设计学院 全 | 专业型 61|材料与造物 121
4440--4490、
4635--4642

设计思维 8:30-11:30 良渚校区2号楼体育馆-2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2号楼体育馆-2

创新设计学院 全 | 专业型 62|算法艺术 122
4491--4532、
4643--4647

设计思维 8:30-11:30 良渚校区2号楼体育馆-3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2号楼体育馆-3

创新设计学院 全 | 专业型 63|媒介交互 123 4533--4578 设计思维 8:30-11:30 良渚校区2号楼体育馆-4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2号楼体育馆-4

创新设计学院 全 | 专业型 63|媒介交互 124
4579--4619、
4648--4652

设计思维 8:30-11:30 良渚校区2号楼体育馆-5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2号楼体育馆-5

创新设计学院 全 | 专业型 64|汉字设计 125
4620--4634、
4653--4654

设计思维 8:30-11:30 良渚校区2号楼体育馆-1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2号楼体育馆-1

文创设计制造业协
同创新中心

全 | 专业型 69|设计智造与系统创新 131
4655--4684、

4718
设计思维 8:30-11:30 良渚校区9号楼1楼展厅-1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9号楼1楼展厅-1

文创设计制造业协
同创新中心

全 | 专业型 70|文创设计与地方营造 132
4685--4717、

4719
设计思维 8:30-11:30 良渚校区9号楼1楼展厅-2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9号楼1楼展厅-2

文创设计制造业协

同创新中心
非 | 专业型

A9|美丽中国艺术实践
(文创设计)

133 5391--5408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9号楼1楼展厅-3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9号楼1楼展厅-3

文创设计制造业协
同创新中心

非 | 专业型
B1|美丽中国艺术实践

(城乡美学)
134 5409--5426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9号楼1楼展厅-3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9号楼1楼展厅-3

文创设计制造业协
同创新中心

非 | 专业型
B2|美丽中国艺术实践

(手工艺术)
135 5427--5434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9号楼1楼展厅-2 自带四开画板画架 专业技法 14:00-17:00 良渚校区9号楼1楼展厅-2

文创设计智造教育
部实验室

全 | 专业型 86|智能设计 136 5266--5283 设计思维 8:30-11:30 良渚校区9号楼1楼展厅-1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9号楼1楼展厅-1

视觉传播学院 全 | 学术型 26|数字媒体与视觉传播研究 137 4157--4221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7号楼展厅-1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7号楼展厅-1

视觉传播学院 全 | 专业型 71|品牌规划与形象设计 138 4720--4764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7号楼展厅-2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7号楼展厅-2

视觉传播学院 全 | 专业型 71|品牌规划与形象设计 139 4765--4808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7号楼展厅-3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7号楼展厅-3

视觉传播学院 全 | 专业型 71|品牌规划与形象设计 140
4809--4842、
5044--5053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7号楼展厅-4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7号楼展厅-4

视觉传播学院 全 | 专业型 72|信息可视与传播设计 141 4843--4892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7号楼展厅-5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7号楼展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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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播学院 全 | 专业型 72|信息可视与传播设计 142
4893--4934、
5054--5060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7号楼展厅-6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7号楼展厅-6

视觉传播学院 全 | 专业型 73|多维设计 143
4935--4960、
5061--5062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7号楼展厅-7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7号楼展厅-7

视觉传播学院 全 | 专业型 74|叙事环境与综合设计 144
4961--4989、
5063--5065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7号楼展厅-7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7号楼展厅-7

视觉传播学院 全 | 专业型 75|色彩设计 145
4990--5026、
5066--5068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7号楼展厅-8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7号楼展厅-8

视觉传播学院 全 | 专业型 76|数字媒体与混合现实设计 146
5027--5043、
5069--5071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7号楼展厅-8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7号楼展厅-8

时尚设计学院 全 | 学术型 27|服装与服饰设计研究 147 4222--4241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3号楼101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3号楼101

时尚设计学院 全 | 学术型 27|服装与服饰设计研究 148 4242--4256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3号楼102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3号楼102

时尚设计学院 全 | 专业型 77|时尚设计 149 5072--5096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3号楼103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3号楼103

时尚设计学院 全 | 专业型 77|时尚设计 150
5097--5105、

5181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3号楼104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3号楼104

时尚设计学院 全 | 专业型 78|时尚品牌管理与设计 151 5106--5125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3号楼105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3号楼105

时尚设计学院 全 | 专业型 78|时尚品牌管理与设计 152
5126--5143、
5182--5183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3号楼106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3号楼106

时尚设计学院 全 | 专业型 79|室内软装设计 153
5144--5153、

5184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3号楼104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3号楼104

时尚设计学院 全 | 专业型 80|染织设计 154 5154--5156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3号楼102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3号楼102

时尚设计学院 全 | 专业型 80|染织设计 155
5157--5180、

5185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3号楼107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3号楼107

工业设计学院 全 | 学术型 28|产品设计研究 156 4257--4281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4号楼101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4号楼101

工业设计学院 全 | 学术型 28|产品设计研究 157
4282--4287、
4299--4306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4号楼102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4号楼102

工业设计学院 全 | 学术型 29|工业设计研究 158 4288--4298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4号楼102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4号楼102

工业设计学院 全 | 专业型 81|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 159
5186--5199、

5265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4号楼103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4号楼103

工业设计学院 全 | 专业型 82|生活美学与产品设计 160 5200--5202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4号楼103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4号楼103

工业设计学院 全 | 专业型 82|生活美学与产品设计 161 5203--5227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4号楼104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4号楼104

工业设计学院 全 | 专业型 83|智慧出行与系统设计 162 5228--5245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4号楼105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4号楼105

工业设计学院 全 | 专业型 84|数字交互与产品设计 163 5246--5264 专业基础 8:30-11:30 良渚校区4号楼106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4号楼106

南特设计联合学院 全 | 专业型 95|※中外合作办学-艺术与科技 191 5284--5305 设计思维 8:30-11:30 良渚校区6号楼101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6号楼101

南特设计联合学院 全 | 专业型 95|※中外合作办学-艺术与科技 192 5306--5327 设计思维 8:30-11:30 良渚校区6号楼102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6号楼102

南特设计联合学院 全 | 专业型 95|※中外合作办学-艺术与科技 193 5328--5349 设计思维 8:30-11:30 良渚校区6号楼103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6号楼103

南特设计联合学院 全 | 专业型 95|※中外合作办学-艺术与科技 194 5350--5370 设计思维 8:30-11:30 良渚校区6号楼104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6号楼104

南特设计联合学院 全 | 专业型 95|※中外合作办学-艺术与科技 195 5371--5390 设计思维 8:30-11:30 良渚校区6号楼105 专业设计 14:00-17:00 良渚校区6号楼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