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美术学院2023年本科招生复试考场安排
考场编号 考点名称 考场位置 人数 准考证起止号

造型艺术001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本科教学楼6层606 17 F23030001—F23030017

造型艺术002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本科教学楼6层606 17 F23030018—F23030034

造型艺术003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本科教学楼6层608 17 F23030035—F23030051

造型艺术004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本科教学楼6层608 17 F23030052—F23030068

造型艺术005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本科教学楼6层610 17 F23030069—F23030085

造型艺术006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本科教学楼6层610 17 F23030086—F23030102

造型艺术007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本科教学楼6层612 17 F23030103—F23030119

造型艺术008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本科教学楼6层612 17 F23030120—F23030136

造型艺术009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本科教学楼6层618 17 F23030137—F23030153

造型艺术010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本科教学楼6层618 17 F23030154—F23030170

造型艺术011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本科教学楼6层620 17 F23030171—F23030187

造型艺术012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本科教学楼6层620 17 F23030188—F23030204

造型艺术013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本科教学楼6层622 17 F23030205—F23030221

造型艺术014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本科教学楼6层622 17 F23030222—F23030238

造型艺术015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本科教学楼6层624 17 F23030239—F23030255

造型艺术016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本科教学楼6层624 17 F23030256—F23030272

造型艺术017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本科教学楼6层628 15 F23030273—F23030287

造型艺术018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本科教学楼6层628 15 F23030288—F23030302

造型艺术019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本科教学楼6层605 16 F23030303—F23030318

造型艺术020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本科教学楼6层605 16 F23030319—F23030334

造型艺术021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本科教学楼6层605 16 F23030335—F23030350

造型艺术022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本科教学楼6层607 16 F23030351—F23030366

造型艺术023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本科教学楼6层607 16 F23030367—F23030382

造型艺术024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本科教学楼6层607 8 F2303S001—F2303S008

中国画025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附中教学楼12层1201 15 F23010001—F23010015

中国画026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附中教学楼12层1201 15 F23010016—F23010030

中国画027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附中教学楼12层1201 15 F23010031—F23010045

中国画028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附中教学楼12层1206 15 F23010046—F23010060

中国画029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附中教学楼12层1208 14 F23010061—F23010074

中国画030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附中教学楼12层1208 14 F23010075—F23010088

中国画031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附中教学楼12层1209 14 F23010089—F23010102

中国画032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附中教学楼12层1209 14 F23010103—F23010116

中国画033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附中教学楼12层1210 14 F23010117—F23010130

中国画034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附中教学楼12层1210 14 F23010131—F23010144

文物保护与修复035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附中教学楼12层1211 16 F23070001—F23070016

文物保护与修复036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附中教学楼12层1211 16 F23070017—F23070032

文物保护与修复037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附中教学楼12层1211 15 F23070033—F23070047

文物保护与修复038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附中教学楼12层1212 16 F23070048—F23070063

文物保护与修复039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附中教学楼12层1212 16 F23070064—F23070079

文物保护与修复040考场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 附中教学楼12层1212 15 F23070080—F23070094

城市艺术设计041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1层101 30 F23060001—F23060030

城市艺术设计042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1层101 30 F23060031—F23060060

城市艺术设计043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1层101 30 F23060061—F23060090

城市艺术设计044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1层102 30 F23060091—F23060120

城市艺术设计045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1层102 30 F23060121—F23060150

城市艺术设计046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1层102 30 F23060151—F23060180

城市艺术设计047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2层201 30 F23060181—F23060210

城市艺术设计048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2层201 30 F23060211—F2306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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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术学院2023年本科招生复试考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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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艺术设计049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2层201 30 F23060241—F23060270

城市艺术设计050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2层202 30 F23060271—F23060300

城市艺术设计051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2层202 30 F23060301—F23060330

城市艺术设计052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2层202 30 F23060331—F23060360

城市艺术设计053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2层203 30 F23060361—F23060390

城市艺术设计054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2层203 28 F23060391—F23060418

城市艺术设计055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2层203 30 F23060419—F23060448

城市艺术设计056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2层203 28 F23060449—F23060476

城市艺术设计057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2层204 30 F23060477—F23060506

城市艺术设计058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2层204 28 F23060507—F23060534

城市艺术设计059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2层204 30 F23060535—F23060564

城市艺术设计060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2层204 28 F23060565—F23060592

城市艺术设计061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3层301 30 F23060593—F23060622

城市艺术设计062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3层301 30 F23060623—F23060652

城市艺术设计063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3层301 30 F23060653—F23060682

城市艺术设计064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3层302 30 F23060683—F23060712

城市艺术设计065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3层302 30 F23060713—F23060742

城市艺术设计066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3层302 30 F23060743—F23060772

城市艺术设计067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4层401 30 F23060773—F23060802

城市艺术设计068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4层401 30 F23060803—F23060832

城市艺术设计069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4层401 30 F23060833—F23060862

城市艺术设计070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4层402 30 F23060863—F23060892

城市艺术设计071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4层402 30 F23060893—F23060922

城市艺术设计072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4层402 30 F23060923—F23060952

城市艺术设计073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5层501 30 F23060953—F23060982

城市艺术设计074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5层501 30 F23060983—F23061012

城市艺术设计075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5层501 30 F23061013—F23061042

城市艺术设计076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5层502 30 F23061043—F23061072

城市艺术设计077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5层502 30 F23061073—F23061102

城市艺术设计078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综合楼5层502 30 F23061103—F23061132

城市艺术设计079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艺术楼2层204 30 F23061133—F23061162

城市艺术设计080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教学楼F109 26 F23061163—F23061188

艺术设计081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艺术楼2层205 31 F23050001—F23050031

艺术设计082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艺术楼2层206 31 F23050032—F23050062

艺术设计083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艺术楼2层207 31 F23050063—F23050093

艺术设计084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艺术楼2层208 31 F23050094—F23050124

艺术设计085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艺术楼2层209 31 F23050125—F23050155

艺术设计086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艺术楼2层210 31 F23050156—F23050186

艺术设计087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艺术楼2层211 31 F23050187—F23050217

艺术设计088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艺术楼2层212 31 F23050218—F23050248

艺术设计089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艺术楼3层305 31 F23050249—F23050279

艺术设计090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艺术楼3层306 31 F23050280—F23050310

艺术设计091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艺术楼3层307 31 F23050311—F23050341

艺术设计092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艺术楼3层308 31 F23050342—F23050372

艺术设计093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艺术楼3层309 31 F23050373—F23050403

艺术设计094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艺术楼3层311 31 F23050404—F23050434

艺术设计095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艺术楼3层312 31 F23050435—F23050465

艺术设计096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艺术楼5层501 32 F23050466—F23050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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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097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艺术楼5层502 32 F23050498—F23050529

艺术设计098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艺术楼5层503 32 F23050530—F23050561

艺术设计099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艺术楼5层504 32 F23050562—F23050593

艺术设计100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艺术楼5层505 32 F23050594—F23050625

艺术设计101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艺术楼5层506 32 F23050626—F23050657

书法学102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教学楼F101 30 F23020001—F23020030

书法学103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教学楼F102 30 F23020031—F23020060

实验与科技104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教学楼F104 30 F23040001—F23040030

实验与科技105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教学楼F104 30 F23040031—F23040060

实验与科技106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教学楼F105 30 F23040061—F23040090

实验与科技107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教学楼F106 30 F23040091—F23040120

实验与科技108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教学楼F107 30 F23040121—F23040150

实验与科技109考场 燕京理工学院 教学楼F108 19 F23040151—F2304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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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术学院2023年本科招生复试考场安排
一、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考点

二、燕京理工学院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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