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份 专业 科类 最低分 备注
体育教育（师范） 体育文 350.01

体育教育（师范） 体育理 316.01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体育文 347.01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体育理 313.51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文理综合 233.66

美术学（师范） 艺术文理综合 235.32

环境设计 艺术文理综合 233.33

音乐学（师范） 艺术文理综合 225.40

音乐表演 艺术文理综合 224.60

舞蹈学 艺术文理综合 195.01

广播电视编导 艺术文理综合 225.83

小学教育（师范） 文史 519.10

旅游管理 文史 509.10

广播电视学 文史 518.09

法学 文史 522.10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文史 519.10

园林 文史 518.10

经济学 文史 524.10

学前教育（师范） 文史 518.10

汉语言文学（师范） 文史 528.10

应用心理学（师范） 文史 518.10

日语 文史 518.10

物流管理 文史 518.10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文史 520.10

社会工作 文史 507.10

英语（师范） 文史 522.10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理工 448.10

科学教育（师范） 理工 447.09

化学（师范） 理工 454.09

材料科学与工程 理工 444.09

经济学 理工 456.09

国际经济与贸易 理工 447.0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工 454.09

通信工程 理工 446.09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理工 450.09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理工 459.09

法学 理工 457.09

制药工程 理工 444.09

食品质量与安全 理工 444.09

机械电子工程 理工 444.09

园林 理工 444.09

日语 理工 445.09

英语（师范） 理工 461.09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理工 446.09

环境生态工程 理工 444.09

生物工程 理工 446.09

茶学 理工 44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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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两位小数点为统计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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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 理工 446.09

物流管理 理工 444.09

建筑学 理工 445.09

土木工程 理工 448.09

食品科学与工程 理工 444.09

药学 理工 447.09

汽车服务工程 理工 444.09

软件工程 理工 449.09

应用心理学（师范） 理工 450.09

电子信息工程 理工 445.09

少数民族预科 文史 495.09

少数民族预科 理工 415.09

体育教育（师范） 体育不分文理 452.00

旅游管理 综合改革 548.00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综合改革 546.00

化学（师范） 综合改革 549.0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综合改革 523.00

园林 综合改革 54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综合改革 523.00

广播电视学 综合改革 553.00

汉语言文学（师范） 综合改革 553.00

美术学（师范） 艺术文 516.94

音乐学（师范） 艺术文 485.74

科学教育（师范） 理工 428.92

通信工程 理工 431.92

英语（师范） 文史 457.98

旅游管理 文史 441.97

美术学（师范） 文史 486.13

视觉传达设计 文史 502.66

环境设计 文史 486.04

音乐表演 文史 141.94

音乐学（师范） 文史 144.48

舞蹈学 文史 133.59

广播电视编导 文史 470.77

应用心理学（师范） 文史 520.98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文史 504.97

体育教育（师范） 体育不分文理 87.18

美术学（师范） 艺术不分文理 525.02

环境设计 艺术不分文理 529.23

法学 综合改革 510.00

软件工程 综合改革 495.00

电子信息工程 综合改革 493.00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综合改革 492.00

经济学 综合改革 499.00

汽车服务工程 综合改革 488.00

土木工程 综合改革 489.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工 334.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理工 330.00

经济学 理工 329.0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理工 331.00

土木工程 理工 329.00

土木工程 理工 460.94

食品科学与工程 理工 462.94

生物工程 理工 46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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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管理 理工 461.94

美术学（师范） 艺术文 349.00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文 355.00

英语（师范） 文史 508.10

社会工作 文史 505.11

应用心理学（师范） 文史 506.11

经济学 文史 507.10

应用心理学（师范） 理工 520.12

通信工程 理工 513.11

经济学 理工 504.09

制药工程 理工 504.12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文史 513.19

园林 文史 512.20

电子信息工程 理工 471.20

国际经济与贸易 理工 468.18

园林 理工 465.18

广播电视学 文史 523.96

旅游管理 文史 519.9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工 495.96

电子信息工程 理工 494.95

生物工程 理工 494.95

制药工程 理工 505.96

体育教育（师范） 体育不分文理 82.11

音乐表演 艺术文 300.00

音乐学（师范） 艺术文 300.11

音乐表演 艺术理 285.31

音乐学（师范） 艺术理 282.51

美术学（师范） 艺术文 290.81

环境设计 艺术文 289.71

舞蹈学 艺术文 284.41

体育教育（师范） 体育文 712.0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理工 500.01

汽车服务工程 理工 498.01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理工 505.01

软件工程 理工 504.01

土木工程 理工 504.01

经济学 文史 535.11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文史 533.11

学前教育（师范） 文史 532.12

经济学 理工 528.12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理工 521.12

化学（师范） 理工 526.12

材料科学与工程 理工 523.12

土木工程 理工 525.12

生物工程 理工 522.12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文史 496.11

法学 文史 499.10

物流管理 文史 496.10

小学教育（师范） 文史 495.11

汉语言文学（师范） 文史 4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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