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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政策，七个方面需注意
关于梯度志愿、平行志愿等高考政策的解读
“
什么是梯度志愿和平行志愿？ ”“
高校录取时，是简单地由高分到低分顺次录
取吗？ ”“
同分考生的位次如何确定？ ” ……
贵州省 2022 年高考志愿填报及招生即将展开，连日来，省招生考试院就我省
高考考生关注的一些招生政策予以详解。

A 什么是梯度志愿？
梯度志愿又称顺序志愿，是指考
生分别填报在同一批次中的不同投
档时间段的院校志愿，考生填报的志
愿是按志愿顺序排列的，同一批次的
考生按志愿顺序划分为第一志愿、第
二志愿、第三志愿等，同一批次志愿
内的考生以志愿院校分组，相同志愿
内的考生依分数形成竞争关系，投档
原则为“
志愿优先、遵循分数” 。 在第
一志愿录取时，凡第一志愿填报同一
所院校的考生，遵循从高分到低分按
计划比例进行投档，第一志愿投档录
取完毕后， 才进行第二志愿投档录
取；第二志愿录取结束后，再进行其
他志愿投档，依此类推。

2.平行志愿投档有何要求？
平行志愿投档按“分数优先，遵
循志愿” 的原则实行一次性投档。 投
档时首先按考生总分（文史、理工类
为高考合计总分， 体育类为综合分，
艺术类为专业统考成绩） 从高到低
排序，再按考生填报的平行志愿顺序
依次进行检索， 原则上按招生计划
105％左右的比例 （艺术类按 100％
比例）向招生院校投放档案。
文史、理工类平行志愿高考合计
总分相同考生投档排序规则为：当考
生合计高考总分相同时， 具有我省
2022 届普通高中学籍并参加了我省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以下简称
学考） 的考生位次排序在其他考生
之前。 若考生具有学考成绩，则学考
总分高的考生排序在前。 若考生学考
总分相同，再按考生高考语文、数学、
外语三科成绩合计分从高到低排序，
若再遇相同分数，按考生文科综合或
理科综合成绩从高到低进行排序，若
按以上方法仍遇相同分数， 则按语
文、 数学单科成绩顺序进行排序，即
先看语文，若分数相同，则再看数学。
无学考成绩的考生高考总分相同时，
按考生高考语文、数学、外语三科成
绩合计分从高到低排序，若再遇相同
分数，按考生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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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平行志愿详解
1.什么是平行志愿？
平行志愿是指高考招生同一类
别、同一投档段次中若干具有相对平
行关系的志愿，其投档原则是“位次
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 ，先从最
高分考生开始， 依次检索和投档，当
轮到检索某一考生时，遵循该考生所
填报的志愿顺序检索，当符合投档条
件且院校有计划余额时， 即被投档，
其它志愿将不再进行检索和投档。

志愿来录取。

平行志愿投档模式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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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符合 A 校投档条件且 A 校有计划余额时，则投档到 A
校；如果不符合 A 校的投档条件，则检索 B 校，若符合投档条件
且 B 校有计划余额时，则投档到 B 校……以此类推
绩从高到低进行排序，若按以上方法
仍遇相同分数，则按语文、数学单科
成绩顺序进行排序， 即先看语文，若
分数相同，则再看数学。
体育类平行志愿投档时，先按综
合分（文化分÷2+ 专业分）从高到低
排序，若考生综合分相同，专业分高的
考生排名在前；若考生专业分再相同，
则按高考文化合计总分位次排序。
艺术类平行志愿投档时，先按专
业统考成绩从高到低排序，若考生专
业统考成绩相同按高考文化合计总
分位次排序，若文化合计总分位次相
同艺术（文）考生优先。
3.平行志愿中，若没达到 A 校投
档线，会影响后面其他高校的投档录
取吗？
不影响。 平行志愿按照“
分数优
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 的原则进
行投档。
投档时， 批次线上考生先按分
数大排队， 然后由计算机逐一检索
考生志愿， 如果符合 A 校投档条件
且 A 校有计划余额时， 则投档到 A
校；如果不符合 A 校的投档条件，则
检索 B 校， 若符合投档条件且 B 校
有计划余额时，则投档到 B 校，若不
符合，则继续检索，直至考生所填志
愿高校检索完毕。 因此，如果没有达
到 A 校投档线， 不影响继续检索其
他志愿高校投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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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平行志愿中，若进档后退档，
还可以投下一所院校吗？
不可以。 因为平行志愿的录取规
则是实行一轮投档。 当考生档案投进
院校的同时， 这一轮投档已经结束。
因此，如果进档后退档，只能参加征
集志愿或下一批次的录取。

C 同分考生的位次确定
根据 《贵州省普通高中新课程
改革高考方案》， 我省在高考录取
中，考生学业水平考试总分作为高考
同分考生位次排序的依据。 同分考生
学业水平总分高的排名在前，当考生
学业水平总分相同时，按考生高考语
文、数学、外语三科成绩合计分从高
到低排序，若遇相同分数，再按考生
文 （理） 综合成绩从高到低进行排
序， 若按以上方法仍遇相同分数，则
按语文、 数学单科成绩顺序进行排
序，即先看语文，若分数相同，则再看
数学。

D 高校录取原则
高校对投档进入的考生， 按照
“公平竞争、公开选拔、德智体全面
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 的原则，
依据学校公布的招生章程进行录取。
高校招生章程规定录取规则有 “专
业优先”“分数优先”“专业级差”
等方式，需结合考生分数和所填专业

“
专业优先”“
分数优先”“
专业
级差” 是高校普遍采取的录取规则。
“
专业优先” 就是指同一学校的
所有进档考生按照专业志愿的先后
顺序进行录取。 即先将进档的第一专
业志愿考生按各专业中高考总分从
高到低进行录取，如第一专业志愿人
数满额就不考虑其他专业志愿的考
生。 如第一专业志愿人数不够，再按
第二专业志愿中各专业高考总分从
由高至低排序再录，依此类推。
“
分数优先” 就是指同一学校的
所有进档考生按高考总分从高到低
进行排序安排录取专业志愿。 对同一
院校志愿而言，分数优先方式被退档
的总是低分考生。
“
专业级差” 是指录取非第一专
业志愿考生时的分数差额。 例如：某
一学校规定所有专业志愿级差为 4
分，学校在分配专业时，将第二专业
志愿的考生成绩减去 4 分，将第三专
业志愿考生成绩减去 8 分， 依此类
推，然后录取高校将进档考生一起排
序确定专业。

F 什么是按大类招生？
按大类招生是高校将相同或相
近学科门类专业合并，按一个大类招
生。 通过该方式录取的学生在本科阶
段先统一学习基础课，一段时间后再
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和学校的专业
设置情况，按照双向选择的原则最终
确定所学专业。 考生在报考按大类招
生的专业时，要了解大类中都包含哪
些专业（方向）。

G 位次优先和分数优先
是否会冲突？ 同分不同
位怎么判断？
在平行志愿投档过程中，遵循的
原则是“位次优先、遵循志愿” ；判断
高考同分考生位次排序的依据是考生
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即同分考生学业
水平总分高的排名在前， 当考生学业
水平总分相同时，按考生高考语文、数
学、 外语三科成绩合计分从高到低排
序，若遇相同分数，再按考生文（理）
综合成绩从高到低进行排序， 若按以
上方法仍遇相同分数，则按语文、数学
单科成绩顺序进行排序，即先看语文，
若分数相同，则再看数学。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