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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艺术学院 2021 年艺术类招生专业校考 

线上考试操作指南 

（适用于外省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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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前准备 

1.1 考前准备事项 

事项名称 准备指南 

手机软件 

1.所有考试均要求使用双机位进行录制，考生须准备两台安卓智能手机参加

考试，一台作为主机位手机；一台作为辅机位手机。 

2.主机位手机下载并安装“云艺招考 APP（2021 版）”；辅机位手机下载

并安装①“云艺招考 APP（2021 版）”②“云考场-专业版 APP”。请使用安

卓手机浏览器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安装软件时请授权允许使用手机的摄像

头、麦克风、扬声器、存储空间、网络等权限。（2 月 16 日开放注册、报名） 

             

云艺招考 APP（2021 版）         云考场-专业版 APP 

3.两台手机都需下载最新版本 APP，请及时更新软件版本。为保障考试视

频拍摄效果，建议考生使用 Android7.0 及以上手机操作系统，手机选择近两年

主流品牌机型。 

手机存储 
考试前务必确保手机存储空间充足，至少有 15G 的剩余存储空间，考试时

间越长的科目，需预留的空间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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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名称 准备指南 

考试环境 

考生自行准备考试场所，为保证考试过程不受干扰，建议考生准备安静且

背景单一的独立场所，注意避免风声、无关人员说话声等相关杂音，保证光线

充足且不逆光，确保拍摄视频画面清晰。 

其他设置 
务必使用手机系统自带的中文标准字体，字体大小选择标准模式，以免影

响试题获取。 

网络环境 
检查网络信号，确保网络稳定流畅，避免出现断网等情况影响正常考试。

建议使用稳定的 wifi 网络。 

机位准备 

提前架设好主机位和辅机位，考生可按本指南“1.2 机位准备”要求进行机

位摆放。为使拍摄画面与原考试作品高度一致，考生必须选用手机固定器（建

议手机支架），提前固定好最佳拍摄点，确保考生和考试画面同时在拍摄范围

内。 

电量 

保持手机电量充足确保在考试过程中不出现因手机电量过低导致自动关

机、录制内容丢失等情况。兼报多科目或考试时间较长的考试，务必准备好电

源和移动电源。 

手机设置 

考试时，手机退出并关闭微信、QQ、通话、分屏、录屏、外放音乐、闹钟

等可能导致录制失败的各种应用程序及推送通知功能。不能录屏、不能截屏、

不能投屏、不能锁屏，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考试用纸 

①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复试科目《音乐创作》：考试用纸由考生提前在

云南艺术学院招生资讯网或考试 APP 内自行下载打印（纸张规格为 A4）。 

② 戏剧学专业，复试环节《小小说写作（笔试）》：考试用纸由考生提前在云

南艺术学院招生资讯网或考试 APP 内自行下载打印（纸张规格为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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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名称 准备指南 

③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复试科目《记叙文写作（笔试）》：考试用纸由考生提

前在云南艺术学院招生资讯网或考试 APP 内自行下载打印（纸张规格为

A4）。 

④ 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复试科目《摄影专业素质考察》：由考生提前自备

32 开白纸。 

⑤ 美术学（史论）、绘画、中国画、雕塑、摄影、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

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数字媒体艺术、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共十一个专

业的初试科目《素描》及复试科目《色彩》：由考生提前自备 8K 素描纸。 

1.2 机位准备 

请按考试要求，提前架设好主机位【云艺招考 APP（2021 版）】和辅机位【云艺

招考 APP（2021 版）或云考场-专业版 APP】，摆放方法参照下方机位示意图。 

一、表演类科目： 
 

 

 

 

 

 

 

 

 

图1.表演类机位示意图（主机位竖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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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表演类机位示意图（主机位横屏） 

 

二、笔试类科目： 

 

 

 

 

 

 

 

 

 

 

图 3.笔试类机位示意图 1（主机位正前方，辅机位右侧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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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示意图包括：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复试科目《音乐创作》、戏剧学复试科目

《小小说写作》、戏剧影视文学复试科目《记叙文写作》、影视摄影与制作复试科目

《摄影专业素质测试》。 

广播电视编导初试科目《编导综合素质测试》、影视摄影与制作初试科目《文化

通识基础测试》可将主机位手机置于桌面操作作答。 

 

 

 

 

 

 

 

 

 

 

图 4.笔试类机位示意图 2（主机位左前方，辅机位右侧后方） 

图 4 示意图包括：美术学（史论）、绘画、中国画、雕塑、摄影、视觉传达设计、环

境设计、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数字媒体艺术、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共十一个专业。 

各专业各科目类别详见本指南“4.各专业线上考试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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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名流程说明 

2.1 报名通道 

报名统一在“云艺招考 APP（2021 版）”完成。打开 APP 时若有“更新提示”

请按系统引导更新至最新版本，以确保系统正常运行。 

2.2 注册 

进入 APP 后，登录页面点击“新用户注册”，输入手机号进行注册。 

注：注册手机号将用于获取线上考试验证码，为保证考试顺利完成，考试期间请

确保手机号为考生本人专人使用。 

 

2.3 登录 

凭用户名（手机号）和注册密码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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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实名认证 

登录 APP 主界面，点击下方菜单栏“我的”选项，进入“个人信息”进行实名认

证，包括上传考生本人身份证正反面照、考生人像活体采集、填写考生号。 

 

 

 

 

 

 

 

注： 

1.未进行实名认证的考生无法报考。 

2.考生号为高考报名重要信息，关乎到专业成绩认定和投档录取。 

3.考生号是指各省招办下发的“艺术类专业考试报考证（或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

专业考试准考证、联考证）”上显示的 14 位数字号码。各省考生号前四位数如下所

示： 

湖北 2142  安徽 2134  河北 2113  吉林 2122  河南 2141 

四川 2151  贵州 2152  广西 2145  湖南 2143  山东 2137 

山西 2114  甘肃 2162  福建 2135  辽宁 2121  江西 2136 

4.个别省份（如湖南省）下发的艺术类专业考试报考证上显示的考生号为 10 位数

字号码，考生号应在该号前加上述 4 位数字前缀（如湖南省加“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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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专业报名 

1.根据教育部和各省区文件规定，凡涉及所属省级统考有达标要求的艺术类专

业，考生须省级统考合格才能报考。我校艺术类专业与省级统考子科类对照表由各省

级招生考试管理机构审定（见招生简章附件三 https://zs.ynart.edu.cn/info/1007/1411.htm）。

我校根据对照表审核考生校考资格，如有不符合报考要求的，取消其校考资格。 

2.点击 APP 下方菜单栏“报名”选项，依次选择报考批次和报考专业，确定后，

点击“报名”按钮，自动加入并跳转至订单记录页面，点击“前往支付”按钮缴费，

缴费成功后完成专业报名。报名并缴费成功的考生可在“我的”=>“报考记录”查看

报考信息。 

 

注： 

1.批次选择考生生源地对应的报考批次，如湖南考生选择“云南艺术学院 2021 年

艺术类招生专业校考【湖南省】”。 

2.完成缴费的专业方才视为报名成功，一经网上缴费确认将不予退费。 

3.允许考生兼报，须分别报名、分别缴费、分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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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名时务必仔细阅读报名信息、报名须知、招生专业信息、报考要求及录取规

则。因未认真阅读要求造成报错专业或报名无效等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3.考试流程说明 

考生应严格按照主机位“云艺招考 APP（2021 版）”考试系统指引参加考试。依

次完成设备检测、签订诚信考试承诺书、辅机位开启、身份验证、专业考试等操作。 

 

3.1 设备检测 

每次考试前，考生应确保确保网络稳定流畅，摄像头运行正常，空闲存储空间

15GB 以上，电量充足，并且授权 APP 请求的所有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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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签订诚信考试承诺书 

每次考试前，考生应仔细阅读《诚信考试承诺书》，并在下方考生签名手写栏签

字确认。 

3.3 辅机位开启 

严格按照 APP 界面提示选择开启辅机位。 

1.提示界面显示二维码图像的科目请考生打开辅机位手机，运行“云艺招考 APP

（2021 版）”，点击登录界面最下方“辅助机位”按钮，扫描主机位二维码开启辅机

位。（切勿在辅机位端进行登录操作） 

 

 

 

 

 

 



12 / 24 

2.不显示二维码图像的科目请考生打开辅机位手机，运行“云考场-专业版

APP”，用专业报名时绑定的手机号码获取验证码登陆。依次选择①学校列表（云南

艺术学院 2021 年艺术类专业校考）=>②学院列表（云南艺术学院）=>③专业考

场。登陆后核对本人身份，确认无误后进入报考专业对应的考场后=>④点击“加入第

一机位”按钮即开启辅机位。 

 

 

 

 

 

 

 

3.4 身份验证 

严格按照主机位系统提示进行人像活体检测，检测通过方准入场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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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专业考试 

1.考生应诚信应考，确保考试过程真实有效。我校采取人像活体检测、人证比

对、人工复核等手段进行审核验证，发现有舞弊违纪行为的取消校考资格。入学后还

将加大专业水平复核力度，发现有舞弊违纪行为的取消入学资格，触犯法律的按《刑

法修正案（九）》相关规定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2.考生要严格按照视频录制平台的引导流程和要求考试，分科目录制和提交视

频。 

3.主机位严格按照云艺招考 APP 内科目拍摄要求进行视频录制（含竖屏前置镜头

拍摄、竖屏后置镜头拍摄、横屏前置镜头拍摄、横屏后置镜头拍摄）。辅机位统一使

用横屏前置镜头拍摄。 

 

 

 

4.视频录制须确保环境安静整洁，光线明亮，画面、声音清晰。 



14 / 24 

5.视频中不得有显示考生信息的字幕和场地布景，在录制过程中不得报姓名、考

号等基本信息，否则按违规处理。 

6.考试分模拟考试和正式考试两个环节进行。其中模拟考试不计成绩，仅为方便

考生熟悉考试 APP 及考试流程，考生应积极参加；正式考试分批进行，表演类科目考

试次数限 3 次，考生可对每个考试科目录制 3 次视频，并选择其认为效果最佳的视频

提交确认作为最终考试视频，以此考试视频评判考生的专业成绩。笔试类科目限考 1

次，考试完成后考生须将作品（试卷）置于摄像头前展示，并按监考员指令或考试

APP 要求将作品（试卷）拍成清晰的图片上传。 

 

 

 

 

 

 

 

 

 

7.面试类科目考试限定视频录制起止时间和交卷上传截止时间。考生应密切关注

时间安排，严格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视频录制和上传（须上传主机位及对应的辅机位视

频，共两段视频），若未在规定时间内上传考试视频，相应科目成绩记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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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笔试类科目考试应在规定时间参加考试和提交考试作品（试卷），无需上传考

试视频。若未在规定时间内上传考试作品（试卷），相应科目成绩记零分。 

 

9.除录音艺术专业实行一次性考试外，其它专业均实行初复试，初试结果只记

“合格”与“不合格”，其成绩不计入复试，以复试成绩记为最终校考成绩。 

10.舞蹈类表演科目考试若考生需要，可由其他人手持主机位跟踪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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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线上考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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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专业线上考试注意事项 

序
号 

专业 
名称 

类别 线上考试注意事项 

1 
音乐表演（演
唱） 

表演类科目：

主机位、辅机

位均为云艺招
考 APP。 

1.初复试均使用双机位考试,主、辅机位要确保全程录音录像
不间断。 
2.演唱方向、民族声乐方向、合唱方向：采用现场钢琴伴奏或

清唱均可。如采用现场钢琴伴奏，伴奏人员及钢琴须同时出现
在适当距离的镜头中且不切换镜头及角度，要求演唱完整；考
试时应着淡妆、穿正装或演出服。 

3.流行演唱方向：视频录制中演唱带伴奏音乐播放，亦可采取
钢琴或吉他现场伴奏，须同时出现在适当距离的镜头中且不切
换镜头及角度，要求演唱完整；视频录制时服装整洁，个人演

唱形象清晰完整。 
4.不允许使用扩音设备。 

2 
音乐表演（民族
声乐） 

3 
音乐表演（流行

演唱） 

4 
音乐表演（合
唱） 

5 
音乐表演（流行
演奏） 

表演类科目：

主机位、辅机
位均为云艺招

考 APP。 

1.初复试均使用双机位考试,主、辅机位要确保全程录音录像
不间断。 
2.器乐演奏的视频作品在同一作品中不得间断，要求演奏完

整；需同时出现在适当距离的镜头中且不切换镜头及角度，要
求演奏完整。 

3.考试视频录制时服装整洁，个人演奏形象和乐器清晰完整。 

4.流行演奏方向若使用到扩音设备的，应将扩音设备一同拍摄
至画面内。 

6 
音乐表演（中国
乐器演奏） 

7 
音乐表演（键盘
演奏） 

8 
音乐表演（管弦

打击乐演奏） 

9 
作曲与作曲技术
理论 

初试为表演类
科目：主机

位、辅机位均
为云艺招考
APP。 

1.初试使用双机位考试,主、辅机位要确保全程录音录像不间

断。 
2.器乐演奏的视频作品在同一作品中不得间断，要求演奏完
整；需同时出现在适当距离的镜头中且不切换镜头及角度，要

求演奏完整。 
3.考试视频录制时服装整洁，个人演奏形象和乐器清晰完整。 

复试为笔试类

科目： 
主机位为云艺
招考 APP； 

辅机位为云考
场-专业版
APP。 

1.复试使用双机位考试,主、辅机位要确保全程录音录像不间
断。 
2.考试用纸由考生提前在云南艺术学院招生资讯网或考试 APP

内自行下载打印（纸张规格为 A4）。 
3.考试作品上不得填写考生姓名、考号等基本信息，否则按标
记卷处理，记零分。 

4.考试时考生须在独立空间内完成答题。考试结束前考生不能
离开录像范围，考试完成后考生须将作品（试卷）置于摄像头
前展示，并按监考员指令或考试 APP 要求将作品（试卷）拍

成清晰的图片上传。 

5. 主、辅机位录制视频无需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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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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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舞蹈编导 

表演类科目：
主机位、辅机
位均为云艺招

考 APP。 

1.初复试均使用双机位考试,主、辅机位要确保全程录音录像

不间断，考试期间考生不得离开镜头。 
2.考生须着练功服全程素颜出镜，考生须确保个人无任何身体
缺陷，面部无明显胎记、身体无纹身或其他标记。 

3.所有考试着一套专业舞蹈练功服参加即可，在进行《自选民
族民间舞蹈片段》考试时可根据所准备的民间舞蹈片段需求着
练习服。服装上不得有任何与考试无关的文字或标识。 

4.开考前先报个人身高体重，表述方式为“身高 XX，体重
XX，本人承诺所报信息属实”，报身高体重信息时须拉近镜
头，确保可清晰看到考生面部及全身，报完即开始考试。（注

意：除身高、体重外，考生不得透露任何个人信息） 
５.《自选民族民间舞片段》初复试考生须选取较具代表性的
民族民间舞蹈进行展示,并简要阐述相关舞蹈文化，不得以教

学教材组合或学习剧目参加考试,否则以零分计。考生自备音
乐并提前做好设备测试，考试时若因考生个人原因导致音乐未
能正常播放，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命题元素编创》科目考

生根据所抽命题先准备 10 分钟（抽题即开始录制考试视频）
期间考生须全程在镜头之内，且不得有任何与镜头外的语言或
眼神交流、肢体动作等。准备时间结束后，考生随即展示个人

所编创的８个８拍的动作语汇（展示时自行数节奏）。《命题即

兴编创》先试听２0 秒音乐（试听音乐时即开始录制视频）。
随后系统自动从头播放音乐，开始考试。 

６.考试视频应在专门舞蹈训练场地进行录制，须确保环境安
静整洁，光线明亮，画面、音乐清晰，画面中不得出现除考生
以外的无关人员。为确保考试时考生能清晰地听到考试指令和

看到所抽到的图片或视频考题，考生应使用手机外接音频设备
播放指令或音乐，并提前做好设备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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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舞蹈学（教育） 

表演类科目：

主机位、辅机
位均为云艺招
考 APP。 

1.初复试均使用双机位考试,主、辅机位要确保全程录音录像

不间断，考试期间考生不得离开镜头。 
2.考生须着练功服全程素颜出镜，考生须确保个人无任何身体
缺陷，面部无明显胎记、身体无纹身或其他标记。 

3.所有考试着一套服装参加，穿专业软底练功鞋，女生盘头，
着黑色吊带体操服、肉色连裤袜。男生着白色紧身 T 恤和黑
色紧身裤。在进行《舞蹈自选片段》考试时可根据所准备的舞

蹈片段需求着练习服。服装上不得有任何与考试无关的文字或
标识。 

4.开考前先报个人身高体重，表述方式为“身高 XX，体重

XX，本人承诺所报信息属实”，报身高体重信息时须拉近镜
头，确保可清晰看到考生面部及全身，报完即开始考试。（注
意：除身高、体重外，考生不得透露任何个人信息） 

5.《舞蹈基本素质测试》考试必须严格按照考试 APP 发出的
指令按顺序进行。《舞蹈自选片段》初复试均须考生自备音乐
并提前做好设备测试，考试时若因考生个人原因导致音乐未能

正常播放，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 
6.考试视频应在专门舞蹈训练场地进行录制，须确保环境安静
整洁，光线明亮，画面、音乐清晰，画面中不得出现除考生以

外的无关人员。为确保考试时考生能清晰地听到考试指令和看
到所抽到的图片或视频考题，考生应使用手机外接音频设备播
放指令或音乐，并提前做好设备测试。 

12 
舞蹈学（民族舞

蹈传承） 

表演类科目：
主机位、辅机

位均为云艺招
考 APP。 

1.初复试均使用双机位考试,主、辅机位要确保全程录音录像
不间断，考试期间考生不得离开镜头。 

2.考生须着练功服全程素颜出镜，考生须确保个人无任何身体
缺陷，面部无明显胎记、身体无纹身或其他标记。 
3.所有考试着一套服装参加即可，穿专业软底练功鞋，女生盘

头，着黑色吊带体操服、肉色连裤袜。男生着白色紧身 T 恤
和黑色紧身裤。在进行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片段展示科目考试时

可根据所准备的舞蹈片段需求着练习服。服装上不得有任何与

考试无关的文字或标识。 
4.开考前先报个人身高体重，表述方式为“身高 XX，体重
XX，本人承诺所报信息属实”，报身高体重信息时须拉近镜

头，确保可清晰看到考生面部及全身，报完即开始考试。（注
意：除身高、体重外，考生不得透露任何个人信息） 
5.《舞蹈基本素质测试》科目必须严格按照考试 APP 发出的

指令按顺序进行。《传统民族民间舞蹈展示》初复试须准备较
具代表性的传统民族民间舞蹈进行展示，考生自备音乐并提前
做好设备测试。考试时若因考生个人原因导致音乐未能正常播

放，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 
6.考试视频应在专门舞蹈训练场地进行录制，须确保环境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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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洁，光线明亮，画面、音乐清晰。画面中不得出现除考生以

外的无关人员。为确保考试时考生能清晰地听到考试指令和看
到所抽到的图片或视频考题，考生应使用手机外接音频设备播
放指令或音乐，并提前做好设备测试。 

13 舞蹈表演 

表演类科目：
主机位、辅机

位均为云艺招
考 APP。 

1.初复试均使用双机位考试,主、辅机位要确保全程录音录像
不间断，考试期间考生不得离开镜头。 

2.考生须着练功服全程素颜出镜，考生须确保个人无任何身体
缺陷，面部无明显胎记、身体无纹身或其他标记。 
3.所有考试着一套服装，穿专业软底练功鞋，女生盘头，着黑

色吊带体操服、肉色连裤袜。男生着白色紧身 T 恤和黑色紧

身裤。在进行舞蹈自选片段考试时可穿练习服。服装上不得有
任何与考试无关的文字或标识。 

4.开考前先报个人身高体重，表述方式为“身高 XX，体重
XX，本人承诺所报信息属实”，报身高体重信息时须拉近镜
头，确保可清晰看到考生面部及全身，报完即开始考试。（注

意：除身高、体重外，考生不得透露任何个人信息） 
５.《舞蹈基本素质测试、舞蹈技术技巧测试》科目必须严格
按照考试 APP 发出的指令按顺序进行。《舞蹈自选片段》初复

试均须考生自备音乐并提前做好设备测试，考试时若因考生个
人原因导致音乐未能正常播放，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舞蹈

动作模仿》科目先看二遍示范后再开始考试（开始看示范即开

始录制考试视频）。《舞蹈即兴表演》科目先试听１0 秒音乐
（试听音乐时即开始录制考试视频）。随后系统自动从头播放
音乐，开始考试。 

６.考试视频应在专门舞蹈训练场地进行录制，须确保环境安
静整洁，光线明亮，画面、音乐清晰，画面中不得出现除考生
以外的无关人员。为确保考试时考生能清晰地听到考试指令和

看到所抽到的图片或视频考题，考生应使用手机外接音频设备
播放指令或音乐，并提前做好设备测试。 

14 
表演（戏剧影视
表演） 

表演类科目：
主机位、辅机
位均为云艺招

考 APP。 

1.初复试均使用双机位考试,主、辅机位要确保全程录音录像

不间断。 
2.考生须全程素颜出镜。开考前请考生站于适当的距离（能拍

到全身）报个人身高体重，表述方式为“身高 XX，体重
XX，本人承诺所报信息属实”，报完即开始考试。 
3.考生须确保个人无任何身体缺陷，面部无明显胎记、身体无

纹身或其他标记。 
4.《命题朗诵》科目考试前准备阶段，考生应记住抽中的考试
内容的标题。考试过程中，请考生先站于适当的距离（能拍到

全身）以“我抽到的题目是 XXXX”起头陈述标题，随即靠近
录制设备观看考试内容开始朗诵。 

5.视频录制须确保环境安静整洁，光线明亮，画面、音乐清

晰。画面中不得出现除考生以外的无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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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戏剧影视导演 

表演类科目：
主机位、辅机

位均为云艺招
考 APP。 

1.初复试均使用双机位考试,主、辅机位要确保全程录音录像

不间断。 
2.考生须全程素颜出镜。开考前请考生站于适当的距离（能拍
到全身）报个人身高体重，表述方式为“身高 XX，体重

XX，本人承诺所报信息属实”，报完即开始考试。 
3.考生须确保个人无任何身体缺陷，面部无明显胎记、身体无
纹身或其他标记。 

4.命题科目请考生说明抽到的题目名称，以我抽到的题目是
“XXXX”起头陈述标题，随即进行考试。 
5.视频录制须确保环境安静整洁，光线明亮，画面、音乐清

晰。画面中不得出现除考生以外的无关人员。  

16 播音与主持艺术 

表演类科目：

主机位、辅机
位均为云艺招
考 APP。 

1.初复试均使用双机位考试,主、辅机位要确保全程录音录像

不间断。 
2.考生须确保个人无任何身体缺陷，面部无明显胎记、身体无
纹身等其他标记。 

3.朗诵不得使用基本麦克风之外的扩音设备，考试过程要有全
景镜头（人物全身）且不少于 1 分钟。 
4.《命题朗诵》科目。考试前准备阶段，考生应记住抽中的考

试内容的标题。考试过程中，请考生先站于适当的距离（能拍
到全身）以“我抽到的题目是 XXXX”起头陈述标题，随即靠

近录制设备观看考试内容开始朗诵。 

5.可化淡妆。 
6.视频录制须确保环境安静整洁，光线明亮，画面、音乐清
晰。画面中不得出现除考生以外的无关人员。 

17 戏剧学 

初试为表演类
科目：主机

位、辅机位均
为云艺招考
APP。 

1.初试使用双机位考试,主机位、辅机位均为云艺招考 APP。
主、辅机位要确保全程录音录像不间断。 
2.考生须全程素颜出镜。 

3.考生须确保个人无任何身体缺陷，面部无明显胎记、身体无
纹身等其他标记。 
4.视频录制须确保环境安静整洁，光线明亮，画面、音乐清

晰。画面中不得出现除考生以外的无关人员。 

复试为笔试类

科目： 
主机位为云艺
招考 APP； 

辅机位为云考
场-专业版
APP。 

1.复试使用双机位考试,主、辅机位要确保全程录音录像不间

断。 
2.考试用纸由考生提前在云南艺术学院招生资讯网或考试 APP
内自行下载打印（纸张规格为 A4）。 

3.考试答卷上不得填写考生姓名、考号等基本信息，否则按标
记卷处理，记零分。 
4.考试时考生须在独立空间内完成答题，考试必须全程录像，

考试结束前考生不能离开录像范围，考试完成后考生须将作品

（试卷）置于摄像头前展示，并按监考员指令或考试 APP 要
求将作品（试卷）拍成清晰的图片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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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辅机位录制视频无需上传。 

18 戏剧影视文学 

初试为表演类
科目：主机
位、辅机位均

为云艺招考
APP。 

1.初试使用双机位考试,主机位、辅机位均为云艺招考 APP。
主、辅机位要确保全程录音录像不间断。 

2.考生素颜出镜。 
3.视频录制过程要有全身镜头。 
4.视频录制须确保环境安静整洁，光线明亮，画面、音乐清

晰。画面中不得出现除考生以外的无关人员。 

复试为笔试类

科目： 
主机位为云艺
招考 APP； 

辅机位为云考
场-专业版
APP。 

1.复试使用双机位考试,主、辅机位要确保全程录音录像不间

断。 
2.考试用纸由考生提前在云南艺术学院招生资讯网或考试 APP

内自行下载打印（纸张规格为 A4）。 
3.考试答卷上不得填写考生姓名、考号等基本信息，否则按标
记卷处理，记零分。 

4.考试时考生须在独立空间内完成答题，考试必须全程录像，
考试结束前考生不能离开录像范围，考试完成后考生须将作品
（试卷）置于摄像头前展示，并按监考员指令或考试 APP 要

求将作品（试卷）拍成清晰的图片上传。 
5.主、辅机位录制视频无需上传。 

19 
戏剧影视美术设

计 

笔试类科目： 
主机位为云艺
招考 APP； 

辅机位为云考
场-专业版
APP 

参加美术学类与设计学类专业联考，注意事项见本表美术学类

与设计学类考试要求。 

20 广播电视编导 

初试为笔试类
科目： 

主机位为云艺
招考 APP； 
辅机位为云考

场-专业版
APP。 

1.初试使用双机位考试,主、辅机位要确保全程录音录像不间

断。 
2.考生完成线上初试期间，必须保证摄像头和录音权限开启，
否则不能进入考试操作，在作答过程中保证自己全程在摄像头

可视范围内，系统会自动随机抓拍实时监考照片和视频。 
3.考生需自备能顺利运行考试 APP 的手机或平板电脑，完成
线上初试的考试环境应选择独立、安静、整洁，光线明亮的空

间，不得在环境中出现与考生信息相关的特殊文字或符号，考
试中不得离开摄像头画面，不得有其他人入场，不得在考试空
间内设置任何参考和提示资料。 

4.主机位摆放在考生正前方，根据系统随机抽题进行手机端作
答，考试期间主机位不得离开“云艺招考 APP”，不能切屏，
否则按违规处理，后果由考生自负。 

5.主、辅机位录制视频无需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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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为表演类
科目：主机

位、辅机位均
为云艺招考
APP。 

1.复试使用双机位考试,主机位、辅机位均为云艺招考 APP。

主、辅机位要确保全程录音录像不间断。 
2.口述中要求考生全程直视摄像头，首先概述所抽取的题目，
然后再分别针对题目作答。 

3.考生需自备能顺利运行考试 APP 的手机或平板电脑，考试
环境应选择安静、整洁，光线明亮的空间，不得在环境中出现
与考生信息相关的特殊文字或符号，录制全程必须为同期录音

录像，保证声画同步，不得离开摄像头画面，不得有其他人入
场，不得在画面外设置任何提示。 

21 影视摄影与制作 

初试为笔试类
科目： 
主机位为云艺

招考 APP； 
辅机位为云考
场-专业版

APP。 

1.初试使用双机位考试,主、辅机位要确保全程录音录像不间
断。 

2.考生完成线上初试期间，必须保证摄像头和录音权限开启，
否则不能进入考试操作，在作答过程中保证自己全程在摄像头
可视范围内，系统会自动随机抓拍实时监考照片和视频。 

3.考生需自备能顺利运行考试 APP 的手机或平板电脑，完成
线上初试的考试环境应选择独立、安静、整洁，光线明亮的空
间，不得在环境中出现与考生信息相关的特殊文字或符号，考

试中不得离开摄像头画面，不得有其他人入场，不得在考试空
间内设置任何参考和提示资料。 

4.主机位摆放在考生正前方，根据系统随机抽题进行手机端作

答，考试期间主机位不得离开“云艺招考 APP”，不能切屏，
否则按违规处理，后果由考生自负。 
5.主、辅机位录制视频无需上传。 

复试为笔试类

科目： 
主机位为云艺

招考 APP； 
辅机位为云考
场-专业版

APP。 

1.复试使用双机位考试,主、辅机位要确保全程录音录像不间

断。 
2.考生需自备能顺利运行考试 APP 的手机或平板电脑，必须
保证手机摄像头和录音权限开启，在作答过程中保证自己全程

在摄像头可视范围内，系统会自动随机抓拍实时监考照片和视
频。 

3.考试第一环节，从构图、影调、色彩、摄影技法、表现主题

等方面对摄影作品进行口述分析。 
4.考试第二环节，对照摄影作品在 32 开白纸（考生自备）上
进行场景即兴速写，画面元素应与摄影作品吻合。速写完成

后，考生应将作品置于胸前靠近镜头展示，保证在录制的画面
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速写作品的全貌。考试完成后考生须将作品
（试卷）置于摄像头前展示，并按监考员指令或考试 APP 要

求将作品（试卷）拍成清晰的图片上传。 
5.线上考试环境必须安静、整洁，光线明亮，不得在考试空间
内出现与考生信息相关的特殊文字或符号，不得设置任何参考

和提示资料，全程必须同期录音录像，保证声画同步，考生不
得中途离开摄像头拍摄区域，也不得有其他人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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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业 
名称 

类别 线上考试注意事项 

6.主、辅机位录制视频无需上传。 

22 录音艺术 

表演类科目：

主机位、辅机
位均为云艺招
考 APP。 

1.使用双机位一次性专业考试,主机位、辅机位均为云艺招考
APP。主、辅机位要确保全程录音录像不间断。 

2.考生需自备能顺利运行考试 APP 的手机或平板电脑，考试
过程中，考生必须面向摄像头，根据乐器音量大小合理设置拍
摄距离，确保视频中的演奏者、乐器、声音都清晰可辨。 

3.考试环境应选择安静、整洁，光线明亮的空间，不得在环境
中出现与考生信息相关的特殊文字或符号，录制全程必须为同
期录音录像，保证声画同步，考试中不得离开摄像头画面，不

得有其他人入场。 

23 美术学（史论） 

笔试类科目： 
主机位为云艺
招考 APP； 

辅机位为云考
场-专业版
APP。 

1.初复试均使用双机位考试,主、辅机位要确保全程录音录像
不间断。 
2.考试用纸及画具由考生自行准备，纸张规格为 8K 素描纸。 

3.试卷作画面不得填写考生姓名、考号等基本信息，否则按标
记卷处理，记零分。 
4.考试时考生须在独立空间内完成答题，考试必须全程录像，

考试结束前考生不能离开录像范围，完成后考生须将作品置于
摄像头前展示，并按考试 APP 要求将作品拍成清晰的图片上
传。需等待监考员审核作品是否符合提交要求，给予确定后方

可退出 APP。不按要求提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
担。 
5.主、辅机位录制视频无需上传。 

24 绘画 

25 中国画 

26 雕塑 

27 摄影 

28 视觉传达设计 

29 环境设计 

30 产品设计 

31 服装与服饰设计 

32 数字媒体艺术 

 

注： 

1.本指南示例图中的数据均为演示所用，仅供参考。 

2.本指南由云南艺术学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