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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醒

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是高校考试招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试内容属于国

家机密级。考试过程中禁止录音、录像和录屏等，禁止将考试相关信息泄露或公

布；考试全程仅允许考生一人在考试场所，禁止他人进出。若有违反，视为作弊。

1.考前准备注意事项

(1)采用双机位考试模式，仅可使用两台手机完成考试。须使用ios系统10.0

以上或 android7.0 及以上的近两年主流品牌机（例如华为、小米、oppo、vivo

等千元机以上），主、辅机位禁止使用 iPad 和各种安卓平板，否则可能导致小

艺帮 APP 及小艺帮助手 APP 无法正常运行导致考试失败。

(2)考试通过小艺帮 APP 及小艺帮助手 APP 进行。安装小艺帮 APP 的手机为

主机，安装小艺帮助手 APP 的手机为辅机，两个软件不能同时安装在同一台手机

上。

(3)为保证考试过程不受干扰，建议考生准备拍摄背景单一、安静无杂音的

场所，注意避免或减小风声、手机铃声等杂音，保证光线充足，确保拍摄视频画

面清晰。

(4)为保证拍摄画面稳定，建议考生使用手机支架、稳定器等辅助设备。

(5)务必保持手机电量充足，确保在考试过程中不会出现因手机电量过低自

动关机、录制内容丢失。对考试时间比较长的专业，必须准备好电源以便随时使

用。

(6)务必确保考试时手机存储空间充足，至少有 10G 的剩余存储空间。确保

在拍摄过程中不会因为手机存储空间不足导致录制中断、录制内容丢失。

(7)务必检查网络信号，建议使用稳定的网络，确保考试全程网络环境正常，

避免出现断网情况导致视频提交失败。

(8)务必退出、关闭除小艺帮 APP、小艺帮助手 APP 之外的其他应用程序，

例如微信、QQ、录屏、音乐、视频、在线课堂等。

(9)在正式考试前请务必进行模拟考试，熟悉小艺帮 APP、小艺帮助手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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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作流程和考试流程，以免影响正式考试。模拟考试时，按照机位摆放图例要

求，多次测试正式考试时双机位摆设位置，确定最佳拍摄点及拍摄角度，高效利

用考试时间。（因考前练习及模拟考试数据占用手机内存空间，注意在正式考试

开始之前清理数据）

(10) 请务必使用手机系统自带的中文标准字体，选择字体大小为标准模式。

2.考试中注意事项

(1)进入模拟考试/正式考试的双机位考试时，须用辅机扫描主机考试页面最

下方的二维码（该二维码仅限考生本人使用），开启辅助机位科目录制后再开启

主机位对应科目录制。视频录制要求主机位和辅助机位的两部手机录制，录制全

程不允许静音，画面中仅允许出现考生本人且考生面部、手部等身体局部和试卷

均不得脱离画面拍摄范围，视频要能准确反映出考生用笔，不得随意切换拍摄角

度，不得有暗示性的言语或行为，视频作品中不得出现任何可能影响评判公正的

信息或标识，如含考生信息的提示性文字、图案、声音、背景、着装等。不得采

取任何视频编辑手段处理画面，必须保持答卷视频完整真实。

(2)正式考试时，手机不得使用夜间模式和静音模式；考生不得录屏、截屏、

投屏、锁屏，否则因此会导致考试失败。

(3)正式考试时，主机退出小艺帮 APP、接通来电、点击进入其他应用程序

等中断小艺帮 APP 运行的操作，均会导致考试终止。

3.考试结束后注意事项

(1)考生须关注考试录制视频的上传进度，成功上传前禁止关闭程序。如遇

网络不稳定等导致上传中断，建议切换网络，根据提示继续上传，直至视频上传

成功。

(2)全部视频上传成功前，一定不要清理手机内存、垃圾数据等，考试时间

结束后 24小时内一定不要卸载小艺帮 APP 及小艺帮助手 APP。

(3)考试结束提交视频时请务必使用原考试手机操作，不要更换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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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名方式

关注河北美术学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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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艺帮 APP（主机位）下载注册及登录

2.1 下载安装

请到小艺帮官方网站（https://www.xiaoyibang.com/）扫描二维码下载安

装，或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下载安装， 。

安装时，请授权允许小艺帮使用您的摄像头、麦克风、扬声器、存储空间、

网络等权限，保证正常考试。

2.2 注册

打开小艺帮 APP 点击【注册】，输入手机号，点击发送验证码后填写，设置

密码并牢记，点击注册。

https://www.xiaoyib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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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登录

进入登录页，使用手机号/身份证号/邮箱和密码即可登录，身份证号

3.考试报名

首次登录， 注意屏幕下方小蓝

条，认证免费，认证后不可更改信息。

3.1 身份认证及填写考生信息

——身份认证

认证考生身份证照片时，按提示上传身份证人像面和国徽面，点击下一步，

也可点击右上方手动上传身份证信息，填写身份证上的信息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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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身份证已被验证，可点击“去申诉”，耐心等待人工审核结果。

——填写考生信息

选择身份“高考生”，按照指引填写学籍信息，即可完成认证。请务必按照

真实信息准确填写。

3.2 报名缴费

1.在【首页】搜索 ，或直接在下方列表查找学校，点击进入学

校详情页，选择报考专业进入；

2.报名时请确认招考地区正确，仔细阅读报名信息、报名须知、招生专业信

息、报考要求及录取规则；

3.点击下方报名按钮，进入缴费确认页面，请仔细核对考生信息和报考专业

信息，然后选择支付方式。本系统仅支持微信支付方式。如支付失败或没有立即

支付， 可在【我的】→【订单管理】里面继续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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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本图涉及的考试时间及内容均为模拟内容，最终考试信息以报名系统为准。

4.缴费前，按要求填写报名前任务，点击完成任务进入缴费页面，支付前务

必核对考生信息以及招生专业信息，支付后即可完成考试报名。

注意：本图涉及的考试时间及内容均为模拟内容，最终考试信息以报名系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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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考前准备

完成缴费后开放考前任务填写功能，考生必须于正式考试前完成，以免影响

正式考试。

4.1 人脸验证

首次视频考试前需要进行人脸验证，注意考试列表屏幕上方红色条，点击开

始验证，按提示进行人脸验证，验证完成后方可参加考试；根据语音提示进行人

脸识别，不要化浓妆、戴美瞳等，验证时调整好光线，不要出现高曝光的情况，

保证人脸清晰，避免人脸识别失败。

若多次人脸验证失败可以申请“人工审核”，请耐心等待人工审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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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考前准备

在考试列表中点击对应考试进入，考前需完成屏幕上方考前任务，考前任务

有时间限制，

以免影响正式考试。

我校要求考生在参加正式考试前，签订“诚信考试承诺书”，

，请考生提前签署，以免耽误考试。具体操作流程详见六、

诚信考试承诺书。

注意：本图涉及的考试时间及内容均为模拟内容，最终考试信息以报名系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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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考前练习

注意：本图涉及的考试时间及内容均为模拟内容，最终考试信息以报名系统为准。

在小艺帮 APP 系统的考试详情页面点击考前练习和模拟考试，允许访问麦克

风及摄像头，请仔细阅读考试相关要求，开始练习录制，

。部分考试科目可提前结束录制，部分科目需要等待系统自动结束录制。

4.4 模拟考试

注意：本图涉及的考试时间及内容均为模拟内容，最终考试信息以报名系统为准。

参加正式考试前务必要充分参加模拟考试。模拟考试时也需要进行人脸验

证，根据语音提示进行人脸识别，不要化浓妆、戴美瞳等，验证时调整好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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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出现高曝光的情况，保证人脸清晰，避免人脸识别失败。

模拟考试除题目外，其他流程与正式考试完全一致，有严格的考试时间限制，

请在规定的时间内参加模拟考试，模拟考试视频也可提交，但是模拟考试视频不

作为评分依据，考生参加正式考试前必须至少完成一次模拟考试熟悉考试流程。

面试类专业考试录制完毕后可回看视频及再次录制，每个科目固定视频录制

次数，录制按钮上会显示录制次数。

笔试类专业考试录制完毕后不能回看视频及再次录制。

注意：1.如你在模拟考试时遇到系统操作及技术问题，请截图并咨询小艺帮

技术 QQ号：800180626。

2.考前练习及模拟考试数据会占用手机内存空间，考生在正式考试开始之前

务必清理主、辅机位内存数据。

5.正式考试及视频提交

小艺帮 APP 请在【我的】→【设置】→【版本更新】，确认当前已使用最新

版本，或到小艺帮官网重新下载。小艺帮助手 APP 打开时如若升级会提示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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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视频录制注意事项

由于考试使用双机位录制，请提前架设好双机位，

进行录制， 录制（辅助机位下载及使用方法详见 6.

辅助机位小艺帮助手 APP 下载安装及登录）。

进入考试后打开主机位小艺帮 APP 上查看小艺帮助手二维码（见下图），使

用辅机位小艺帮助手 APP 扫描主机位上的查看小艺帮助手二维码，开启辅助机位

录制，且在规定时间进入各科目录制。

1. 关于考试时间：

★笔试类专业

候考时间与答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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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通过后，需要按要求调整人和手机(主、辅机位)的位置，考生不准

离开拍摄范围。

请尽早进入考试，进入考试后会有

候考时间。候考时首先进行人脸识别，人脸识别通过后，请在剩余候考时间阅读

考前准备，准备相关事宜。可以点击“收起”，查看考生在画面中的位置。候考

时间结束，自动进入考试答题环节。

候考时间内会自动下载考试相关配置资源，请确保网络环境优良，一定不能

退出。 视为本科

目弃考。注意屏幕上方的“候考倒计时”。

举例:9:00 开始考试，考生可在 9:00 进入候考室候考，做好相关考前准备。

9:15 开始答题， 9:15 后考生将无法进入正式考试页面，本科目考试视频无法录

制，视为本科目弃考。

★面试类专业（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考生须在规定考试时间内参加正式

考试并完成主、辅机位考试视频录制提交。

表演与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正式考试视频录制并提交完成时间为 2小时，考

生进入正式考试后系统开始倒计时，无论中途是否退出，计时不会停止，页面上

将会出现倒计时，倒计时为“0”时还未提交考试视频则视为自动放弃考试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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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考试时间为 08:00---18:30，本专业 5 个考试科

目需要在 2小时内完成录制并上传，考生应在考试时间 16:30 之前进入考试，如

考生在 16:30 以后进入考试，那么到 18:30 考试时间结束你可能会无法完成全部

科目录制，造成未参加考试科目考试失败。请考生注意时间。

2.考试期间：

候考结束后，进入答题时间。考试期间考生不得脱离拍摄范围，不得发出任

何声音，

注意：本图涉及的考试时间及内容均为模拟内容，最终考试信息以报名系统为准。

开始考试后，考试题目会在主机位小艺帮 APP 屏幕上显示(点击图片可全屏

显示考题) ，每道题目的答题时间将显示在手机屏幕左方，考生请注意把握作答

时间。考生点击左下角视频可以与考题位置互相切换，查看主机位取景画面是否

符合我校拍摄要求，请考生务必按我校要求进行拍摄。

注意：本图涉及的考试时间及内容均为模拟内容，最终考试信息以报名系统为准。

如考生在考试时提示“您的辅助机位已掉线”，请点击打开左侧小艺帮助手

二维码，使用辅助机位小艺帮助手 APP 扫描小艺帮助手二维码继续录制，请考生

尽快登陆，以免影响考试。

3.录制次数：

★笔试类专业

1.书法学、雕塑、服装与服饰设计、数字媒体艺术、动画、艺术与科技、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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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影视美术设计、影视摄影与制作、广播电视编导---笔试专业只有一次考试机

会。如考生在正式视频录制过程中，因操作不当或出现意外导致视频录制中断，

请考

生提前做好考前准备工作。笔试类专业科目录制完毕后即进入提交环节，请根据

系统规定流程操作。

意外中断再次登录答题前按此图要求展示试卷

2.影视摄影与制作、广播电视编导第一题均为选择题，请在主机小艺帮 APP

上作答，每道题答题时间为 1分钟。考生答题时不可快进不可回看修改。考试时

中断将会影响后续答题。

★面试类专业

如考生在正式视频录制过程中意外中断，则本次录制机会消失。系统允许考

生对该科目进行重新录制，每个科目 录制按钮上会显示

录制次数。只要有合适视频即可提交，无须使用全部的录制机会。录制完毕后，

可回看录制的视频，选择其中 1 个视频，提交上传视频作为考试视频。如果某个

科目 3 次视频录制过程均意外中断，将导致此科目考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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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本图涉及的考试时间及内容均为模拟内容，最终考试信息以报名系统为准。

4.考试形式：

每个科目因考试内容不同，考试形式有差别，请考生务必参加模拟考试熟悉

具体流程。

请务必按照规定时间进入考试，错

过后将无法进入本科目考试，导致无法参加考试，根据提示在规定时间完成每个

考试步骤。考生需正确区分计时考试和提交截止时间，请根据系统提示完成录制

并提交视频。

注意：本图涉及的考试时间及内容均为模拟内容，最终考试信息以报名系统为准。



第 21页 /共 59 页

5.2 提交视频

面试类专业科目录制完毕后，可查看视频，并选择其中最满意的 1个视频，

提交视频为考试视频。如辅助机位视频未提交系统会提示，请考生务必在规定时

间内上传提交。

注意：本图涉及的考试时间及内容均为模拟内容，最终考试信息以报名系统为准。

笔试类专业科目只有一次录制机会，录制完成后需要在规定时间内拍照并提

交视频。

请关注视频上传进度，确保所有提交视频都上传完成。提交后，可以在“查

看提交状态”里看到视频上传进度。提交成功或考试时间结束后，考试状态显示

已结束。

如果视频上传失败，系统会提醒您【重新上传】，请留意视频上传页或【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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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列表页底部，点击【重新上传】即可。您可以切换网络进行尝试。

注意：本图涉及的考试时间及内容均为模拟内容，最终考试信息以报名系统为准。

不要错过提交时间，错过提交时间将导致考试失败。

注意：全部视频上传成功前，一定不要清理手机内存、垃圾数据等，考试时

间结束后 24小时内一定不要卸载小艺帮 APP 及小艺帮助手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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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辅助机位小艺帮助手 APP 下载安装及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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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采用双机位同时在线实时录制考试。进入“考前练习”“模拟考试”“正

式考试”的相关页面都会有辅机位的二维码入口，使用辅助机位小艺帮助手 APP

扫描即可进入。

注意：本图涉及的考试时间及内容均为模拟内容，最终考试信息以报名系统为准。

6.1 辅助机位 小艺帮助手 APP 下载安装

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下载安装，或到小艺帮官方网站扫描二维码下载，考生

不要通过其他渠道下载。网址：https://www.xiaoyibang.com/

安装时，请授权允许使用您的摄像头、麦克风、扬声器、存储空间、网络等

权限，以保证可以正常考试。

https://www.xiaoyib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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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请在正式考试前务必进行充分的考前练习和模拟考试，以免在正式考试中因

双机位操作、架设等耽误考试；请确保主机位与辅助机位至少有 10G 内存，以免

出现视频拍摄时因内存不足，导致视频无法保存影响考试。

6.2 辅助机位（小艺帮助手 APP）登录

打开主机位（小艺帮 APP）的考试详情页面，下方显示辅助机位小艺帮助手

二维码查看入口，点击打开二维码，使用小艺帮助手 APP 扫描二维码进入。

如果扫码失败，请根据提示调整后再扫码尝试，或者根据屏幕提示点击“点

击此处”，填写考试码和主机位小艺帮 APP 登录账号。小艺帮助手考试码查找位

置见下图红框处所示。

小艺帮助手考试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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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确认考试信息

识别二维码后进入确认考试页面，请仔细确认考试信息内容(包括考生信息、

学校名称、考试名称、报考专业及录制提醒)，确认完成后选择与主机位对应内

容的科目进入录制，点击“去录制”。

注意：本图涉及的考试时间及内容均为模拟内容，最终考试信息以报名系统为准。

6.4 考前录像及调整

进入录制界面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切换前后置摄像头，必须按照我校的要求

摆放机位，随后点击“开始录制”按钮进行录制，请务必在主机的候考时间前开

启辅机录制，以免影响考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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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正式录制

正式考试时的辅助机位录制过程中，会实时显示已录制时长。完成主机的考

试后，辅机即可点击“完成录制”按钮，进入提交页面。录制结束时间到后，会

自动结束录制，进入提交页面。

每个科目有对应的辅助机位录制入口，开启辅助机位科目录制后，再开启对

应科目的主机位录制。

如在录制过程中不小心触碰完成录制按钮或中断了录制，请尽快回到首页。

点击考试记录上“继续录制”按钮，即可重新回到录制页面，请确保辅机扫描的

是当前主机位正在录制科目的考试二维码。也可以重新扫描此考试专业的二维

码，回到录制页面。

请务必确保主、辅机位录制的是同一场考试，否则会造成考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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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本图涉及的考试时间及内容均为模拟内容，最终考试信息以报名系统为准。

6.6 提交视频

主机的正式考试视频提交后，请及时提交辅机录制视频。提交后即可看到上

传进度，请务必关注视频上传进度，确保上传成功。

正式考试时，主机科目录制完成并提交完毕后，辅机才可提交对应科目的视

频或者最后一键全部提交。录制完的视频无法查看，也不可更改。

注意：本图涉及的考试时间及内容均为模拟内容，最终考试信息以报名系统为准。

注意：全部视频上传成功前，一定不要清理手机内存、垃圾数据等，考试时

间结束后 24小时内一定不要卸载小艺帮 APP 及小艺帮助手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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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美术学院 2022 年艺术类专业校考考试大纲

美术学类

考试专业：书法学

考试科目一：书法临摹（满分 150 分）

一、考试形式：线上考试

二、考查范围：经典字帖，考试时由校方提供其一碑帖复印件作为范本，考生进行临摹

三、考试时间：60 分钟

四、考查目标和要求：

（一）通过书法临摹，考查考生观察和表现能力，对笔墨的把握能力，以及对动态书体的

领悟能力。

（二）要求准确临摹，必须落款，但落款中不得出现考生个人信息

五、工具材料：

（一）考生自备四尺斗方宣纸一张

（二）考生自备毛笔、墨汁等必要创作工具

六、注意事项：试卷纸不得做标记，禁止携带备用纸张及草稿纸

考试科目二：书法创作（满分 150 分）

一、考试形式：线上考试

二、考查范围：提供古典文本内容，考生在楷书、隶书、篆书中任选一种书体创作

三、考试时间：60 分钟

四、考查目标和要求：

（一）通过书法创作，考查考生从临摹到创作的能力，对字法、笔法和章法的把握，以及

对线条表现形式的表达

（二）要求必须落款，但落款中不得出现考生个人信息

五、工具材料：

（一）考生自备四尺对开宣纸一张，竖式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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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生自备毛笔、墨汁等必要创作工具

六、注意事项：试卷纸不得做标记，禁止携带任何工具书、参考材料、备用纸张及草稿纸

★拍摄位置：主、辅机位摆放及主、辅机位取景画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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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美术学院 2022 年艺术类专业校考考试大纲

美术学类

考试专业：雕塑

考试科目一：素描（满分 150 分）

一、考试形式：线上考试

二、考查范围：人物头像、石膏像、静物等写生或默写

三、考试时间：90 分钟

四、考查目标和要求：

（一）考查考生对形体与空间概念的认知与理解，对构图、比例、结构、动态、空间、形

体等整体表现能力

（二）要求构图合理，造型准确，画面完整；有较强的刻画能力和表现能力

五、工具材料：

（一）考生自备 8开素描纸一张

（二）限用铅笔或炭笔表现

（三）考生自备画板、画架及相关绘画用具

六、注意事项：试卷纸不得做标记，禁止携带备用纸张及草稿纸

考试科目二：速写（满分 150 分）

一、考试形式：线上考试

二、考查范围：人物、场景等写生或默写

三、考试时间：30 分钟

四、考查目标和要求：

（一）考查考生根据命题，灵活运用速写手法表现人物组合及场景的综合能力

（二）要求构图合理，画面完整，切题，人物组合得当，人物造型生动，具有一定生活气

息；人物比例结构准确，绘画表现力强，主次关系处理协调，具有一定的概括能力

五、工具材料：

（一）考生自备 8开素描纸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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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限用铅笔或炭笔表现

（三）考生自备画板、画架及相关绘画用具

六、注意事项：试卷纸不得做标记，禁止携带备用纸张及草稿纸

★拍摄位置：主、辅机位摆放及主、辅机位取景画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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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美术学院 2022 年艺术类专业校考考试大纲

设计学类

考试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

考试科目一：色彩（满分 150 分）

一、考试形式：线上考试

二、考查范围：人物头像、静物写生或人物头像、静物、风景默写

三、考试时间：90 分钟

四、考查目标和要求：

（一）考查考生对色彩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对色调、色彩关系的正确认识以及将色彩

知识加以运用的能力

（二）要求构图合理，造型准确，画面完整，色调明确，色彩关系得当；能较好地掌握色

彩冷暖及互补的规律并加以运用，能用色彩塑造形体并有较强的刻画能力和表现能力

五、工具材料：

（一）考生自备 8开水粉纸或水彩纸一张

（二）限用水粉或水彩表现

（三）禁止使用色卡

（四）考生自备画板、画架及相关绘画用具

六、注意事项：试卷纸不得做标记，禁止携带备用纸张及草稿纸

考试科目二：速写（满分 150 分）

一、考试形式：线上考试

二、考查范围：人物、场景等写生或默写

三、考试时间：30 分钟

四、考查目标和要求：

（一）考查考生根据命题，灵活运用速写手法表现人物组合及场景的综合能力

（二）要求构图合理，画面完整，切题，人物组合得当，人物造型生动，具有一定生活气

息；人物比例结构准确，绘画表现力强，主次关系处理协调，具有一定的概括能力

五、工具材料：

（一）考生自备 8开素描纸一张

（二）限用铅笔或炭笔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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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生自备画板、画架及相关绘画用具

六、注意事项：试卷纸不得做标记，禁止携带备用纸张及草稿纸

★拍摄位置：主、辅机位摆放及主、辅机位取景画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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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美术学院 2022 年艺术类专业校考考试大纲

设计学类

考试专业：数字媒体艺术

考试科目：命题创作（满分 300 分）

一、考试形式：线上考试

二、考查范围：根据命题进行创作

三、考试时间：90 分钟

四、考查目标和要求：

（一）考查考生对游戏美术角色、场景、武器、道具创作能力的正确认识以及加以运用的

能力

（二）要求根据命题进行创作，展现个人创意和观点，不得临摹或完全引用他人作品

五、工具材料：

（一）考生自备 8开素描、水粉或水彩纸一张

（二）考生自备画板、画架及相关绘画用具

六、注意事项：试卷纸不得做标记，禁止携带备用纸张及草稿纸

★拍摄位置：主、辅机位摆放及主、辅机位取景画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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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美术学院 2022 年艺术类专业校考考试大纲

设计学类

考试专业：动画

考试科目：情景创作（满分 300 分）

一、考试形式：线上考试

二、考查范围：运用连续画面创作故事情景

三、考试时间：90 分钟

四、考查目标和要求：

（一）考查考生对动画镜头语言、故事创新、形体塑造的正确认识以及加以运用的能力

（二）要求根据故事情景进行创作，展现个人创意和观点，不得临摹或完全引用他人作品

五、工具材料：

（一）考生自备 8开素描、水粉或水彩纸一张

（二）考生自备画板、画架及相关绘画用具

六、注意事项：试卷纸不得做标记，禁止携带备用纸张及草稿纸

★拍摄要求：主、辅机位摆放及主、辅机位取景画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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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美术学院 2022 年艺术类专业校考考试大纲

设计学类

考试专业：艺术与科技

考试科目一：色彩（满分 150 分）

一、考试形式：线上考试

二、考查范围：人物头像、静物写生或人物头像、静物、风景默写

三、考试时间：90 分钟

四、考查目标和要求：

（一）考查考生对色彩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对色调、色彩关系的正确认识以及将色彩

知识加以运用的能力

（二）要求构图合理，造型准确，画面完整，色调明确，色彩关系得当；能较好地掌握色

彩冷暖及互补的规律并加以运用，能用色彩塑造形体并有较强的刻画能力和表现能力

五、工具材料：

（一）考生自备 8开水粉纸或水彩纸一张

（二）限用水粉或水彩表现

（三）禁止使用色卡

（四）考生自备画板、画架及相关绘画用具

六、注意事项：试卷纸不得做标记，禁止携带备用纸张及草稿纸

考试科目二：速写（满分 150 分）

一、考试形式：线上考试

二、考查范围：人物、场景等写生或默写

三、考试时间：30 分钟

四、考查目标和要求：

（一）考查考生根据命题，灵活运用速写手法表现人物组合及场景的综合能力

（二）要求构图合理，画面完整，切题，人物组合得当，人物造型生动，具有一定生活气

息；人物比例结构准确，绘画表现力强，主次关系处理协调，具有一定的概括能力

五、工具材料：

（一）考生自备 8开素描纸一张

（二）限用铅笔或炭笔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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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生自备画板、画架及相关绘画用具

六、注意事项：试卷纸不得做标记，禁止携带备用纸张及草稿纸

★拍摄位置：主、辅机位摆放及主、辅机位取景画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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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美术学院 2022 年艺术类专业校考考试大纲

戏剧与影视学类

考试专业：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考试科目一：素描（满分 150 分）

一、考试形式：线上考试

二、考查范围：人物头像、石膏像、静物等写生或默写

三、考试时间：90 分钟

四、考查目标和要求：

（一）考查考生对形体与空间概念的认知与理解，对构图、比例、结构、动态、空间、形

体等整体表现能力

（二）要求构图合理，造型准确，画面完整；有较强的刻画能力和表现能力

五、工具材料：

（一）考生自备 8开素描纸一张

（二）限用铅笔或炭笔表现

（三）考生自备画板、画架及相关绘画用具

六、注意事项：试卷纸不得做标记，禁止携带备用纸张及草稿纸

考试科目二：速写（满分 150 分）

一、考试形式：线上考试

二、考查范围：人物、场景等写生或默写

三、考试时间：30 分钟

四、考查目标和要求：

（一）考查考生根据命题，灵活运用速写手法表现人物组合及场景的综合能力

（二）要求构图合理，画面完整，切题，人物组合得当，人物造型生动，具有一定生活气

息；人物比例结构基本准确，绘画表现力强，主次关系处理协调，具有一定的概括能力

五、工具材料：

（一）考生自备 8开素描纸一张

（二）限用铅笔或炭笔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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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生自备画板、画架及相关绘画用具

六、注意事项：试卷纸不得做标记，禁止携带备用纸张及草稿纸

★拍摄位置：主、辅机位摆放及主、辅机位取景画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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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美术学院 2022 年艺术类专业校考考试大纲

戏剧与影视学类

考试专业：影视摄影与制作

考试科目一：摄影艺术基础知识（满分 60 分）

一、考试形式：线上考试

二、考查范围：影视艺术常识、摄影艺术常识、色彩基础知识、光线基础知识等

三、考试时间：30 分钟

四、考查目标：考查考生整体的摄影艺术常识与素养

五、考题类型：选择题，共 30 题，每题 2分

考试科目二：戏剧故事编写（满分 100 分）

一、考试形式：线上考试

二、考查范围：戏剧故事写作

三、考试时间：30 分钟

四、考查目标：考查考生整体的摄影艺术常识与素养，要求戏剧故事编写 500-1000 字

五、工具材料：考生提前自行下载打印 A4 试卷纸（请登录河北美术学院官网或扫码下载），

自备黑色碳素笔/针管笔

六、注意事项：试卷纸不得做标记，禁止携带备用纸张及草稿纸

考试科目三：影视作品分析（满分 140 分）

一、考试形式：线上考试

二、考查范围：国内外影视作品分析

三、考试时间：40 分钟

四、考查目标：考察考生影视摄影相关的艺术素质(包括语言组织能力、观察能力、审美

能力、表现能力等)，要求影视作品分析 500-1000 字

五、工具材料：考生提前自行下载打印 A4 试卷纸（请登录河北美术学院官网或扫码下载），

自备黑色碳素笔/针管笔

六、注意事项：试卷纸不得做标记，禁止携带备用纸张及草稿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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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位置：主、辅机位摆放及主、辅机位取景画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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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美术学院 2022 年艺术类专业校考考试大纲

戏剧与影视学类

考试专业：广播电视编导

考试科目一：文艺常识（满分 60 分）

一、考试形式：线上考试

二、考查范围：文艺常识基础

三、考试时间：30 分钟

四、考查目标：考查考生对文学艺术基本常识和电影电视方面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

五、考题类型：选择题，共 30 题，每题 2分

考试科目二：戏剧故事编写（满分 100 分）

一、考试形式：线上考试

二、考查范围：根据命题进行戏剧故事写作

三、考试时间：30 分钟

四、考查目标：考查考生语言组织能力及编创能力、审美艺术修养，要求戏剧故事编写

500-1000 字

五、工具材料：考生提前自行下载打印 A4 试卷纸（请登录河北美术学院官网或扫码下载），

自备黑色碳素笔/针管笔

六、注意事项：试卷纸不得做标记，禁止携带备用纸张及草稿纸

考试科目三：影片分析（满分 140 分）

一、考试形式：线上考试

二、考查范围：根据命题进行影片分析

三、考试时间：40 分钟

四、考查目标：考查考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形象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及审美艺术修养，要

求影片分析 500-1000 字

五、工具材料：考生提前自行下载打印 A4 试卷纸（请登录河北美术学院官网或扫码下载），

自备黑色碳素笔/针管笔

六、注意事项：试卷纸不得做标记，禁止携带备用纸张及草稿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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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位置：主、辅机位摆放及主、辅机位取景画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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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美术学院 2022 年艺术类专业校考考试大纲

戏剧与影视学类

考试专业：表演

考试科目一：台词展示（满分 75 分）

一、考试形式：线上考试

二、考查范围：自备戏剧或影视剧台词片段

三、考试时间：2分钟

四、考查目标：考查考生音质音色、认读感受、汉语普通话水平及语言表达等能力

考试科目二：声乐展示（满分 60 分）

一、考试形式：线上考试

二、考查范围：自备歌曲，无伴奏清唱

三、考试时间：4分钟

四、考查目标：考查考生是否具备声乐相关的艺术素质及特长

考试科目三：形体展示（满分 90 分）

一、考试形式：线上考试

二、考查范围：舞蹈、戏曲基本功或武术展示

三、考试时间：4分钟

四、考查目标：考查考生的肢体表现能力、模仿能力、形体的可塑性和协调性

考试科目四：单人小品（满分 75 分）

一、考试形式：线上考试

二、考查范围：根据抽取试题进行即兴单人小品表演

三、考试时间：5分钟

四、考查目标：考查考生的理解力、想象力、感受力、表现力、应变能力等表演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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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位置：主、辅机位摆放及主、辅机位取景画面示意图

无需考生移动类专业/科目考试双机位摆放示意图（下图）

需要考生移动类专业/科目考试双机位摆放示意图（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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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美术学院 2022 年艺术类专业校考考试大纲

戏剧与影视学类

考试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

考试科目一：自备稿件朗诵（满分 30分）

一、考试形式：线上考试

二、考查范围：内容体裁为文学作品

三、考试时间：3分钟

四、考查目标：考查考生音质音色、认读感受、汉语普通话水平及语言表达等能力

考试科目二：指定稿件朗诵（满分 100 分）

一、考试形式：线上考试

二、考查范围：指定新闻稿件

三、考试时间：4分钟

四、考查目标：考查考生音质音色、认读感受、汉语普通话水平及语言表达等能力

考试科目三：即兴评述（满分 70 分）

一、考试形式：线上考试

二、考查范围：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三、考试时间：4分钟

四、考查目标：考查考生的快速思维能力、思维的深度和广度、语言组织和口头表达能力

考试科目四：才艺展示（满分 70 分）

一、考试形式：线上考试

二、考查范围：除朗诵、台词以外的艺术表现形式，包括：器乐、声乐、舞蹈、戏剧、曲

艺等形式，声乐项目不允许带伴奏，清唱即可

三、考试时间：3分钟

四、考查目标：考查考生除播音主持专业素质以外是否还具备其他相关的艺术素质及特长

考试科目五：形象气质（满分 30 分）

一、考试形式：线上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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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查范围：规定动作展示

三、考试时间：1分钟

四、考查目标：考查考生的气质修养和上镜效果

★拍摄位置：主、辅机位摆放及主、辅机位取景画面示意图

无需考生移动类专业/科目考试双机位摆放示意图（下图）

需要考生移动类专业/科目考试双机位摆放示意图（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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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加笔试类专业考试的考生需按要求邮寄作答试卷。考生纸质试卷只

作为存档使用不作为评分依据。

2. 考生须在考试结束后48小时内将考试试卷寄出。

★试卷要求：考试结束后请考生将试卷与考生高考报考证或省统/联考证复

印件放置信封一起邮寄，如你有多个校考专业请一起邮寄，请按下图邮寄要求进

行邮寄，请勿过度包装。

邮寄要求：

1. 请使用中国邮政特快专递（EMS）或顺丰快递邮寄，邮费由考生承担。

2. 寄件人必须填写考生本人姓名，寄件人的联系方式请填写父母联系方

式，并将试卷信息卡（请登录河北美术学院官网或扫码下载）粘贴至邮递封皮正

面左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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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试卷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空港工业园区北环港路111号河北美术学院

招生处。

联 系 人：甄老师

联系电话：0311-88651148；88596153；151 3111 6389。

（一）未取得报考资格；

（二）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

（三）个人信息错误、失真、缺失；

（四）考试期间考生脱离拍摄范围；

（五）考试过程中出现影响评判公正的信息或标识；

（六）考试过程中接听电话；

（七）视频录制现场出现第二人或者视频录音中出现与考试有关的对话；

（八）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材料；

（九）编辑修改考试视频；

（十）拍摄作品、主机位与辅助机位视频上传不完整或试卷答题内容拍摄模

糊，形成无法正常评阅条件；

（十一）考试最终提交的试卷答题内容与视频录制过程中形成的内容，经比

对不一致者；

（十二）主机位与辅助机位同时离线中止视频拍摄；

（十三）考试作品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十四）在考试过程中认定为违纪、作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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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自愿参加河北美术学院 2022 年艺术类专业校考。

现郑重承诺：

一、已取得 2022 年所在生源地高考报名资格并符合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

学校年度招生工作规定中的相关条款与要求，在报名时提供的个人信息真实有效

且与高考采集信息完全吻合，如因个人信息错误、失真、缺失造成考试成绩无效、

报名费用损失等，后果由自己承担；

二、本人已认真阅读河北美术学院 2022 年艺术类专业校考线上考试报考须

知；

三、如出现违规、违纪行为，自愿接受《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

育部令第 33号）、《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教育部令第

3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涉

考条款等法律法规处理。

………………………………………………………………………………

以下文字由考生手抄：

诚信考试承诺书

本人慎重承诺：我已认真阅读并知晓本次报名考试的有关规定和纪律要求。

本人保证所提交的试卷作品均为本人独立完成的真实原件，所提交上传的照

片、视频录制内容均为本人独立完成的考试内容。承诺遵守考试相关规定，诚信

考试。如有违反，本人愿意接受相关处理结果。

考生签名：

身份证号：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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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诚信考试承诺书上传要求：考生认真阅读诚信考试承诺书，手持手抄文

字部分与考生本人身份证，按本图要求拍照进行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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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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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拍摄视频示例

示例视频可以通过河北美术学院官网（www.hbafa.com）或者识别下图二维

码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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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号：800180626

服务时间：周一到周日，8:00-24:00，其他时间的咨询会延迟到当天 8:00

处理，敬请谅解！

以上咨询方式仅限小艺帮 APP 和小艺帮助手 APP 的系统操作及技术问题咨询。

未尽事宜请咨询我校招生处：0311—88651148；88596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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