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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2  表演艺术类 

专业代码   550201 
专业名称   音乐表演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声乐演唱、器乐演奏、群众文化活动服务与指导和艺术教育培训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音乐理论、歌唱技巧、

乐器演奏等知识，具备较好的舞台表演、音乐鉴赏和信息技术运用等能力，具有精益求

精、守正创新的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声乐演唱、器乐演奏、群众文化服务和艺术

教育培训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运用正确的发声方法进行歌曲演唱的能力；  
2. 具有运用正确的乐器演奏方法进行乐曲演奏的能力；  
3. 具有较好的演唱或演奏技能和表演能力，能完成中高级程度的中外优秀作品；  
4. 具有良好的听辨能力、音乐分析能力、音乐鉴赏能力和熟练的伴奏、合奏、合

唱等协作能力；  
5. 具有良好的对文字、数据、音像等多种媒体信息的处理及应用能力；  
6. 具有良好的沟通合作能力，具有一定的音乐表演专业教学辅导能力；  
7. 具有一定的群众文化活动组织、策划、指导能力；  
8.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视唱练耳、乐理、和声、中外音乐简史、中国传统音乐、音乐欣赏、

艺术概论。  
专业核心课程：声乐演唱、器乐演奏、合唱、合奏、钢琴伴奏、音乐教学法、文化

活动策划与组织。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独唱重唱合唱训练、独奏

重奏合奏训练、音乐会和赛事展演等实训。在艺术团体、音乐培训机构、各级各类公共

文化服务单位等机构进行岗位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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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器乐艺术指导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音乐表演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音乐表演、音乐学、流行音乐、音乐教育  
 
 

专业代码   550202 
专业名称   舞蹈表演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舞蹈表演、群众文化活动服务、文化艺术培训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舞蹈表演、舞蹈教学、

文艺活动策划组织等知识，具备较强的舞蹈表演和一定的舞蹈培训辅导等能力，具有精

益求精、守正创新的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舞蹈表演、舞蹈培训、文艺活动组织与

策划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较强的身体控制、跳转翻等舞蹈基本技能，以及较好的身心协调与动作感

知能力；  
2. 具有运用中国民族民间舞、中国古典舞、现代舞等不同种类、风格、形式的舞

蹈语汇呈现艺术作品的舞台表现能力；  
3. 具有舞蹈形象塑造、表演二度创作和初步参与编创的能力；  
4. 具有运用基本的舞蹈教学方法进行舞蹈动作讲解、示范和指导的能力；  
5. 具有一定的信息技术运用能力，能依据舞蹈相关要求完成音视频素材的基础制作； 
6. 具有一定的艺术审美和舞蹈作品分析、鉴赏能力；  
7. 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沟通合作能力和一定的艺术活动策划与组织能力； 
8.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艺术概论、音乐分析与运用、中外舞蹈简史与作品赏析、音乐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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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造型、运动损伤与预防。  
专业核心课程：舞蹈基本功、中国民族民间舞、舞蹈剧目、现代舞、中国古典舞身

韵、舞蹈教学法。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剧目排演、展演交流、舞

蹈培训、活动策划组织等实训。在各类专业艺术团体、文旅演艺公司、基层文化馆（站）、

社会艺术培训机构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演出经纪人员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人物化妆造型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舞蹈表演与编导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舞蹈表演、舞蹈学、舞蹈编导、舞蹈教育、流行舞蹈  
 
 

专业代码   550203  
专业名称   戏曲表演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戏曲表演、群众文化活动服务与指导、文化艺术培训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戏曲发展史、戏曲理

论、乐理、文艺活动策划等知识，具备戏曲表演基本功、戏曲人物形象塑造、戏曲唱腔

和身段指导等能力，具有精益求精、守正创新的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戏曲表演、

群众文化活动服务与指导、艺术辅导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一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  
2. 具有熟练的戏曲唱腔技术技巧和较强的戏曲基本功；  
3. 具有掌握和运用四功（唱、念、做、打）五法（手、眼、身、法、步）于剧目

表演的能力；  
4. 具有一定戏曲作品分析和理解能力，能够在舞台上呈现新编作品及塑造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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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具有进行戏曲唱腔及身段的讲解、示范的基本能力和艺术辅导能力；  
6. 具有良好的沟通合作能力，具有一定的群众文化活动组织、策划、辅导能力；  
7. 具有戏曲新媒体运用能力；  
8.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艺术概论、中国戏曲史、乐理与视唱练耳、经典戏曲剧目赏析、唱

腔分析、戏曲化妆。  
专业核心课程：腿毯、把子、身段、唱念、剧目、戏曲锣鼓经、角色创造、戏曲教学法。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观摩、排演、展演等实训。

在专业文艺院团、文化企业、艺术培训机构、各级各类公共文化服务单位等机构进行岗

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暂无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戏曲表演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表演、戏剧影视导演、戏剧教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专业代码   550204 
专业名称   表演艺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影视演员、戏剧演员、舞蹈演员、歌唱演员等职业，戏剧影视表演、综艺表演、

歌舞表演、节目主持、群众文化活动服务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表演、编创等知识，

具备影视表演、戏剧表演、歌舞表演、综艺表演等能力，具有精益求精、守正创新的精

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电影电视表演，戏剧戏曲、音乐舞蹈等综艺表演，群众文化活

动服务与指导，综艺节目主持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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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影视表演、戏剧表演、歌舞表演、音乐表演、综艺表演的基本功；  
2. 具有对影视、戏剧、音乐、舞蹈、综艺等作品的艺术理解和表现能力；  
3. 具有运用正确的表演方法对舞台人物形象进行艺术塑造的能力；  
4. 具有对小型作品自编、自导、自演的艺术创作能力；  
5. 具有对群众文艺活动实施指导的能力；  
6. 具有较好的语言表达、沟通协调和团队合作能力；  
7. 具有一定的信息技术运用能力，能进行戏剧、歌舞等艺术作品的音视频剪辑和制作； 
8.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表演基础、声乐基础、钢琴基础、舞蹈基础、音乐欣赏、影视鉴赏、

艺术概论。  
专业核心课程：戏剧影视表演、声乐演唱、舞蹈表演、综艺主持、艺术语言技巧、

导演创作与表演实践。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舞台表演、剧目排练、展

演交流等实训。在演艺企业、文艺院团或影视制作机构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演出经纪人员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自媒体运营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音乐表演、舞蹈表演与编导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表演、音乐学、舞蹈学  
 
 

专业代码   550205 
专业名称   戏剧影视表演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戏剧演员、影视演员等职业，戏剧表演、影视表演、旅游演艺、文艺活动策划

与主持等岗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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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戏剧表演、影视表演、

编剧与创作等知识，具备舞台剧目和影视作品的角色塑造、文艺活动策划与主持等能力，

具有精益求精、守正创新的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戏剧表演、影视表演、旅游演艺

表演、戏剧艺术活动策划与主持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良好的戏剧表演技能，具备在戏剧舞台作品中塑造角色的能力；  
2. 具有良好的影视表演技能，具备在影视作品中塑造角色的能力；  
3. 具有较好的综艺演出或礼仪活动策划与主持的能力；  
4. 具有一定的戏剧排练与表演指导能力；  
5. 具有一定的群众文化活动的指导与服务能力；  
6. 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和团队合作能力；  
7. 具有一定的信息技术运用能力，能进行戏剧影视等艺术作品的音视频剪辑和制作； 
8.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戏剧影视赏析、中外戏剧史、编剧基础、影视创作基础、舞台基础

知识、影视发展史、艺术概论。  
专业核心课程：台词、表演、镜头前表演、剧目、形体、声乐。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观摩体验、排练合成、剧

目展演、影视拍摄等实训。在文艺院团或文化企业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人物化妆造型、自媒体运营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暂无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表演、戏剧学、戏剧影视导演、戏剧教育  
 
 

专业代码   550206 
专业名称   歌舞表演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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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面向  

面向歌唱演员、舞蹈演员等职业，歌舞表演、舞蹈编导、群众文化活动服务与指导、

文化艺术培训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乐理、歌唱表演、舞

蹈表演等知识，具备较好的舞台表演、歌舞创编、艺术培训等能力，具有精益求精、守

正创新的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歌舞表演、舞蹈编导、群众文化活动服务与指导和

文化艺术培训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熟练的歌曲演唱技能和表演能力；  
2. 具有熟练的舞蹈基本技能和表演能力；  
3. 具有良好的作品分析、作品鉴赏和歌舞创编能力；  
4. 具有良好的沟通合作能力，歌舞表演专业教学辅导、培训能力；  
5. 具有较好的群众文化活动组织、策划、指导能力；  
6. 具有良好的对文字、数据、音像等多种媒体信息的处理能力；  
7. 具有良好的创新创业思维及较强的实践能力；  
8.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乐理、视唱练耳、音乐简史与作品赏析、舞蹈简史与作品赏析、戏

剧作品赏析、艺术概论。  
专业核心课程：声乐、舞蹈、表演、合唱、剧目、歌舞创编、文化活动策划与组织。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观摩采风、歌舞节目排练、

展演交流等实训。在文化企业、文艺院团、各级各类公共文化服务单位等机构进行岗位

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暂无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音乐表演、舞蹈表演与编导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音乐表演、音乐学、舞蹈表演、舞蹈学、舞蹈编导、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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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550207 
专业名称   曲艺表演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曲艺表演、综艺表演、群众文化活动服务与指导、文化艺术培训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曲艺表演技法、曲艺

创编理论、曲艺培训辅导等知识，具备曲艺舞台表演、曲艺作品创编、文化活动服务与

艺术培训辅导等能力，具有精益求精、守正创新的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曲艺表演、

作品创编、群众文化活动服务与指导、曲艺教育培训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一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  
2. 具有曲艺说唱、弹唱、伴奏技能和专项曲艺舞台表演能力；  
3. 具有按照不同曲种艺术特色进行多元表演的能力；   
4. 具有综合运用其他艺术门类表演技法进行创新表演的能力；  
5. 具有运用艺术手段再现现实生活和塑造艺术形象的能力；  
6. 具有一定的曲艺作品创编能力；  
7. 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沟通合作能力和曲艺培训辅导、群众文化活动组织、策

划与指导能力；  
8. 具有一定的信息技术运用能力，具有良好的曲艺音视频信息处理能力；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中国曲艺史、台词基础、基本乐理、视唱练耳、艺术概论、唱腔设计。 
专业核心课程：曲艺技法、台词表演、声乐演唱、形体训练、戏剧表演、曲艺作品

创编、文化活动策划与组织。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舞台表演、曲艺作品创编、

群众文化活动服务与指导、曲艺艺术培训辅导等实训。在文化企事业单位、艺术培训等

机构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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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播音与主持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表演  
 
 

专业代码   550208    
专业名称   音乐剧表演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音乐剧表演、歌舞表演、艺术辅导与培训、群众文化活动服务与指导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音乐剧基本理论、音

乐剧角色塑造、演唱与舞蹈等知识，具备音乐剧表演、声乐演唱与舞蹈表演、文艺活动

策划与艺术辅导等能力，具有精益求精、守正创新的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音乐剧

表演、歌舞表演、音乐剧编排与策划、艺术辅导与培训、群众文化活动服务与指导等工

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一定的音乐剧审美鉴赏能力；  
2. 具有运用声乐、台词、形体、表演等技巧完成音乐剧人物塑造的能力；  
3. 具有一定的声乐演唱与舞蹈表演的能力；  
4. 具有文艺活动策划、组织、编排与教学的能力；  
5. 具有一定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良好的音视频剪辑能力；  
6. 具有良好的与人沟通、合作的能力；  
7.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乐理、视唱练耳、艺术概论、中外戏剧史、音乐剧史论、音乐剧赏析。 
专业核心课程：声乐、舞蹈、台词、表演、合唱、剧目、文化活动策划与组织。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音乐剧舞台表演、歌舞表

演、文艺活动的策划、组织、编排与教学等实训。在文艺院团、文化企业、教育培训机

构、各级各类公共文化服务单位等机构进行岗位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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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类证书举例  

暂无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音乐表演、舞蹈表演与编导、播音与主持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表演、戏剧学、戏剧教育、播音与主持艺术、音乐表演、

舞蹈表演、舞蹈教育  
 
 

专业代码   550209 
专业名称   国际标准舞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舞蹈演员等职业，国际标准舞表演、群众文化活动服务与指导、文化艺术培训

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国际标准舞、中外舞

蹈简史、舞蹈教学等知识，具备国际标准舞表演、竞技、编排、辅导、群众文化活动服

务与指导等能力，具有精益求精、守正创新的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国际标准舞表

演、群众文化活动服务、艺术辅导与社会培训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较强的舞蹈基本功，掌握摩登舞（华尔兹、探戈、维也纳华尔兹、狐步、

快步）、拉丁舞（伦巴、恰恰、桑巴、牛仔、斗牛）技术技巧；  
2. 具有呈现国际标准舞艺术作品的舞台表演和竞技表演的形象塑造能力；  
3. 具有基本的音乐素养及舞蹈作品鉴赏能力；  
4. 具有一定的国际标准舞辅导技巧和编排能力；  
5. 具有能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国际标准舞表演与教学的能力；  
6. 具有良好的沟通合作能力，具有一定的群众文化活动组织、策划、辅导能力；  
7.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音乐基础、舞蹈作品赏析、中外舞蹈简史、运动解剖学、造型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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妆、艺术概论。  
专业核心课程：舞蹈基本功、国际标准舞基本功、摩登舞技术技巧、拉丁舞技术技

巧、舞蹈剧目、编舞技法应用、国际标准舞教学法、文化活动策划与组织。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舞台表演、剧目排练、比

赛交流、观摩展示等实训。在文化企业、培训机构、文艺院团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暂无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舞蹈表演与编导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舞蹈表演、舞蹈编导、舞蹈教育、流行舞蹈  
 
 

专业代码   550210 
专业名称   现代流行音乐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流行音乐表演、流行音乐编配与录音、艺术培训、群众文化活动服务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基本乐理、流行音乐表

演、流行音乐编配等知识，具备流行声乐演唱、流行器乐演奏、流行音乐编配与录音等能

力，具有精益求精、守正创新的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流行声乐演唱、流行器乐演奏、

流行音乐编配与录音、群众文化创编、音乐艺术教育培训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一定的流行音乐表演能力；  
2. 具有一定的流行音乐编配与录音能力；  
3. 具有良好的听辨能力、音乐分析能力和音乐鉴赏能力；  
4. 具有一定的流行音乐传播和培训技能及群众文化活动策划、组织、指导能力；  
5. 具有应用音乐软件进行流行音乐编配、音频剪辑、录音制作的能力；  
6. 具有良好的沟通表达、团队合作能力；  
7.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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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乐理、视唱练耳、键盘实用基础、流行音乐赏析、流行音乐史、艺

术概论。  
专业核心课程：流行声乐演唱、流行器乐演奏、流行音乐编配与录音制作、表演综

合训练、流行乐队组合、流行和声基础、文化活动策划与组织。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流行声乐演唱、流行器乐

演奏、流行音乐编配、流行音乐录制等实训。在文化企事业单位、艺术培训机构等单位

或场所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暂无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音乐表演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流行音乐、音乐表演、录音艺术  
 
 

专业代码   550211 
专业名称   戏曲音乐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戏曲音乐演（伴）奏、群众文化活动服务与指导、文化艺术培训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戏曲发展历史、剧种音乐

规律、剧种音乐套腔和创腔等知识，具备戏曲音乐演（伴）奏、剧目音乐编创、文化活动策

划与组织等能力，具有精益求精、守正创新的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戏曲音乐演（伴）

奏、戏曲传承、群众文化活动服务、文化艺术教学与培训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一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  
2. 具有良好的运用戏曲剧种音乐规律、演（伴）奏方法和技巧进行戏曲音乐演奏、

伴奏的能力；  
3. 具有一定的艺术理解、想象和二度创作能力，以及良好的舞台表演和艺术表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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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具有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一定的运用音乐软件进行戏曲音乐编创的能力；  
5. 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以及群众文化活动组织、策划和排练能力；  
6.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乐理与视唱练耳、键盘基础、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和声基础、中国

戏曲史、戏曲音乐史、戏曲音乐赏析、艺术概论。  
专业核心课程：器乐（主修乐器）演奏、器乐辅修、戏曲锣鼓经、合奏、剧目音乐

演（伴）奏、剧种唱腔分析与写作、文化活动策划与组织。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观摩、合排、响排、彩排、展

演等实训。在专业文艺院团、各级各类公共文化服务单位、社会艺术培训等机构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器乐艺术指导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戏曲表演、音乐表演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音乐表演、音乐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表演  
 
 

专业代码   550212 
专业名称   音乐制作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音乐录制、音乐编辑、音效音响设计、音乐编创等技术领域。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基本乐理、音乐编曲、

音乐制作与软件运用等知识，具备声音录制、音频制作、音乐编创等能力，具有工匠精

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音乐录制和编辑、音效音响设计、音乐编创、音乐监制等工作

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合成器的操控技能，能够熟练地操作音序软件及插件；  
2. 具有音频剪辑、音频合成、后期混音及相关软硬件操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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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有进行音响设计和制作的实践与应用能力；  
4. 具有多媒体、广告、动漫、影视、游戏等项目的声音设计与制作技能；  
5. 具有一定的音乐编创能力，能够把握数字文化和文化传播等新业态发展趋势；  
6. 具有良好的沟通合作能力，具有一定的群众文化活动组织、策划、辅导能力；  
7.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乐理、视唱练耳、钢琴、和声、曲式、复调、音乐欣赏、艺术概论。 
专业核心课程：音频分析与听觉训练、音乐制作与软件运用、录音与缩混技术、声

音设计与制作、实用作曲与编配、流行音乐键盘编配。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音乐作品录音与制作、后

期混音与编辑、音效与音响设计、音乐编创等实训。在文化艺术、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

制作行业的文化企事业单位、广播电影电视企业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器乐艺术指导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暂无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录音艺术、艺术与科技、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专业代码   550213 
专业名称   钢琴伴奏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键盘乐器演奏、钢琴伴奏、艺术指导、群众文化活动服务和文化艺术培训等岗

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音乐基本理论、钢琴

演奏技术技巧和钢琴伴奏协作方法等知识，具备较好的伴奏协作、音乐创造与音乐鉴赏

等能力，具有精益求精、守正创新的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钢琴伴奏、艺术指导、

文化艺术培训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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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运用正确的钢琴演奏方法和音乐表现技巧的能力；  
2. 具有运用熟练的钢琴演奏技能完成中高级程度中外优秀作品的能力；  
3. 具有良好的听辨能力、音乐分析能力、音乐鉴赏能力和熟练的钢琴伴奏协作能力； 
4. 具有良好的对文字、数据、音像等多种媒体信息处理的能力；  
5. 具有一定的钢琴伴奏专业教学辅导能力；  
6. 具有良好的沟通合作能力，具有一定的群众文化活动组织、策划、辅导能力；  
7.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视唱练耳、乐理、和声、中国传统音乐、外国音乐简史、中国音乐

简史、艺术概论、音乐欣赏。  
专业核心课程：钢琴演奏、钢琴伴奏、钢琴教学法、即兴伴奏编配、旋律写作、音

乐作品分析、文化活动策划与组织。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钢琴演奏、钢琴合奏、钢

琴伴奏等实训。在艺术团体、音乐培训和演艺机构、各级各类公共文化服务单位等单位

或场所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器乐艺术指导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音乐表演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音乐表演、音乐学、流行音乐  
 
 

专业代码   550214   
专业名称   钢琴调律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乐器维修人员等职业，钢琴调律、钢琴装配和调修技术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钢琴调修基础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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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音乐素养、智能钢琴装配等知识，具备钢琴调律、修整、整音及智能钢琴装配与调

修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钢琴调律与修整、装配与修复、智能钢

琴安装与调修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钢琴调律、调整、维修、整音、装配与修复等技术技能；  
2. 具有针对钢琴磨损变量、环境变量进行钢琴机械参数检测与调整的能力；  
3. 具有根据钢琴状况进行钢琴故障排查、机械零件维修与更换的能力；  
4. 具有根据钢琴所处环境、作品风格及演奏者要求进行钢琴触键调整与音色调整

的能力；  
5. 具有使用专业仪器及软件完成对钢琴的采样测算、调律、声音测评、分析与改

进的能力；  
6. 具有运用钢琴调律维修领域数字化技术基本技能进行智能钢琴装配与调修实践

的能力；  
7. 具有钢琴弹奏与音乐鉴赏能力；  
8. 具有一定的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运用的能力，具有对钢琴现代新技术、新材

料、新模式、新用途进行应用与推广的能力；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艺术概论、乐理、视唱练耳、和声、中外音乐史、音乐欣赏。  
专业核心课程：钢琴调律、钢琴修整、钢琴装配与修复、钢琴弹奏、钢琴调律数字

化技术应用、智能钢琴安装与调修技术。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钢琴调律、调整、维修、

整音、机械装配与修复、智能钢琴装配与调修等实训。在乐器生产、销售、维修企业及

相关艺术机构等单位或场所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暂无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音乐表演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音乐学、艺术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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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550215 
专业名称   舞蹈编导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舞蹈编导、文化活动服务与指导、舞蹈培训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舞蹈表演基础理论、

舞蹈编创、文艺活动策划等知识，具备较好的舞蹈编导技能、基本的舞蹈表演与指导培

训等能力，具有精益求精、守正创新的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舞蹈编导、文艺活动

策划与组织、艺术辅导与社会培训、群众文化服务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一定的舞蹈作品构思、脚本撰写、方案编创制订能力；   
2. 具有运用舞蹈编导的基本技术和方法进行舞蹈节目、小品等作品的编导、排练

及舞台合成能力；   
3. 具有运用不同风格、类型的舞蹈语汇表达各民族民间舞蹈的体态动律特征的能

力，以及身体掌控、舞蹈感知和舞台表现能力；  
4. 具有依据舞蹈节目编排需要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辅助节目编排的能力；   
5. 具有运用基本的舞蹈教学方法进行舞蹈动作的讲解、示范和指导能力；  
6. 具有一定的文艺活动策划与组织能力；  
7. 具有中外舞蹈作品流派、风格、特征的把握能力和一定的艺术审美能力；  
8. 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沟通合作能力；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舞蹈基本功、中外舞蹈作品赏析、音乐分析与运用、音乐与视频剪

辑、舞台美术基础、艺术概论。  
专业核心课程：编舞技法、舞蹈素材、即兴舞蹈、少儿舞蹈编创、群文舞蹈编创、

经典作品复排、舞蹈教学法、文化活动策划与组织。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舞蹈剧（节）目创排、专

场晚会组织策划、舞蹈培训等实训。在各类专业艺术团体、文旅演艺公司、基层文化馆

（站）、社会文化培训机构等单位或场所进行岗位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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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演出经纪人员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人物化妆造型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舞蹈表演与编导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舞蹈编导、舞蹈表演、舞蹈学、舞蹈教育  
 
 

专业代码   550216 
专业名称   音乐传播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音乐活动策划、文化经纪、新媒体运营、音乐编辑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基本乐理、音乐传播、

音乐表演等知识，具备演出场馆管理、演艺活动策划和执行、新媒体内容制作等能力，

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音乐活动策划、演出经纪、舞台管理、新媒体运营、

音视频剪辑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较高的音乐作品鉴赏能力；  
2. 具有一定的音乐制作软件辅助创作与编辑能力；  
3. 具有运用传统媒体及新媒体平台、数字技术制作、改编音乐内容并进行传播的

能力；  
4. 具有独立制订音乐演出等活动策划方案并组织、实施相关文化艺术活动的能力； 
5. 具有音乐市场调查、音乐产品研发、音乐市场推广与营销等方面的能力；  
6. 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沟通交流和团队合作能力；  
7.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乐理、音乐鉴赏、艺术概论、音乐表演基础、音乐传播基础、摄影

摄像基础、数字图像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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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核心课程：新媒体音乐文案、音乐制作软件应用、数字传播技术应用、文化活

动策划与组织、音乐场馆管理、音乐市场营销。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音视频编辑、录音录像、

演出活动策划与执行等实训。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行业的企事业单

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演出经纪人员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新媒体编辑、自媒体运营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音乐表演、网络与新媒体、播音与主持、全媒体新闻采编

与制作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音乐学、传播学、播音与主持艺术、艺术管理  
 
 

专业代码   550217 
专业名称   时尚表演与传播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模特等职业，时尚表演、时尚主播、自媒体销售、时尚编导、模特经纪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时尚表演、媒体传播、

时尚编导等知识，具备 T 台时尚表演、平面拍摄、自媒体运营、时尚编导等能力，具有

精益求精、守正创新的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模特表演、自媒体销售、时尚主播、

时尚编导、模特经纪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在 T 台时尚表演中合理使用道具展示产品的能力；  
2. 具有平面拍摄肢体造型、表情控制及产品展示的能力；  
3. 具有通过直播、自媒体等平台展示并讲解产品的能力；  
4. 具有一定的时尚表演策划与编导、时尚表演培训的能力；  
5. 具有一定的模特管理和经纪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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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具有一定的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运用的能力；  
7. 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合作能力；  
8.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时尚表演基础、形体训练、音乐基础、戏剧表演基础、色彩基础、

舞蹈基础、艺术概论。  
专业核心课程：T 台表演训练、镜前造型训练、时尚表演编导、品牌推广与传播、

自媒体运营、模特经纪与管理。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 T 台展示、平面拍摄、网

络直播、观摩体验、排演参赛等实训。在模特经纪公司、文化旅游演艺企业、文化表演

团体、电商公司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演出经纪人员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直播电商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暂无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表演、网络与新媒体  
 
 

专业代码   550218 
专业名称   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舞台美术设计与制作、灯光设计、人物造型设计、数字影像制作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舞台美术设计理念、

舞台灯光、人物造型、舞台数字技术等知识，具备舞台艺术空间造型设计与制作、灯光

设计、人物化妆造型设计、舞美设计数字化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

事舞美设计、置景道具制作、灯光设计、人物造型设计、舞台数字媒体制作、演出监制

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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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舞台艺术空间造型设计与制作、舞台演出和影视等场景制作及舞台制作指

导、舞台演出监督的能力；  
2. 具有在舞台演出、影视节目中进行灯光设计、灯光艺术效果处理的能力；  
3. 具有舞台、影视人物化妆造型设计并进行造型体现的能力，具备舞台演出及影

视服装道具管理的能力；  
4. 具有舞台影像创作领域数字化基本技能；  
5. 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具有在舞台艺术设计中把握舞台设备技术更新、

技术应用拓展的能力；  
6. 具有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7.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造型基础、构成、雕塑、舞台美术基础、艺术概论、中外演剧史、

计算机辅助设计。  
专业核心课程：绘景、舞台设计与制作、舞台灯光基础、舞台灯光技术、舞台化妆、

舞台影视服装设计与制作、舞台数字媒体。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舞美设计、舞美制作、舞

台灯光设计、戏曲化妆、舞台服饰设计、数字媒体设计、剧（节）目合成、展演等实训。

在文化企业或文艺院团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数字创意建模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舞台艺术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  
 
 

专业代码   550219 
专业名称   作曲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音乐创作、录音制作、电子音乐编辑、艺术培训等岗位（群）。 



339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作曲理论、音乐制作、电

子音乐编辑等知识，具备音乐创作、音视频编辑和录音与混音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

信息素养，能够从事音乐创作、录音制作、电子音乐编辑、制谱、文化艺术活动指导等工作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较强的视唱和音乐听辨能力；  
2. 具有必需的钢琴演奏和视奏能力；  
3. 具有运用基本作曲技法进行歌曲和器乐曲创作的能力，具有较好的音乐创造力

和创新精神；  
4. 具有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等应用能力，具有应用音乐制作软件进行辅助创作、

音频剪辑、录音制作、音效处理的能力；  
5. 具有较好的音乐鉴赏和艺术审美能力；  
6. 具有良好的沟通合作能力；  
7.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乐理、视唱练耳、音乐欣赏、中国音乐史、外国音乐史、中国民族

民间音乐、艺术概论。  
专业核心课程：和声、复调、配器、曲式与作品分析、作曲（歌曲、器乐曲写作）、

电子音乐制作、钢琴演奏。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歌曲、器乐曲写作、音乐

编配、音乐剪辑与制作等实训。在文化企事业单位、广播电影电视企业、音乐制作机构、

教育培训机构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暂无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音乐表演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表演、音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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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550220 
专业名称   现代魔术设计与表演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魔术表演、魔术道具设计与制作、群众文化活动服务与指导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魔术节目编创与表演、

魔术作品赏析、信息技术应用等知识，具备魔术表演、魔术道具设计开发与制作、魔术

场景布置与应用等能力，具有精益求精、守正创新的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魔术表

演、魔术道具设计与制作、群众文化活动服务与指导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创意编排魔术节目的能力；  
2. 具有独立或合作演出魔术节目并形成特色表演风格的能力；  
3. 具有现代魔术道具设计开发与制作维修能力；  
4. 具有对传统魔术传承与创新发展的能力；  
5. 具有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新需求并能在魔术设计及表演中有效运用的能力；  
6. 具有对魔术作品的鉴赏及评论分析能力；  
7. 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沟通合作和群众文化活动组织能力；  
8.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魔术基本功训练、艺术概论、中西方魔术简史、国内外魔术作品赏

析、表演艺术、舞台艺术与管理、现代信息技术。  
专业核心课程：魔术舞台表演、中国传统戏法、近景魔术、魔术节目创作、魔术道

具设计与制作、魔术场景布置与应用、文化活动策划与组织。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魔术表演、魔术剧目创排、

魔术道具设计与制作、魔术场景布置等实训。在文化企业、文艺院团、主题演出场所等

单位或场所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演出经纪人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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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舞台艺术设计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艺术管理、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