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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课程性质及其设置的目的和要求 

    《广告创意与策划》是广告学科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广告界目前研究较为薄

弱的环节之一，也是广告学自学考试的一门专业必修课。 

    广告是商品交换的产物，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我

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广告业的发展和广告学科的成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然而，

我国广告理论和实务的水准尚属起步状态，其中尤以广告中最为重要和复杂的广告创意与策

划方面最为不足，创意贫乏和策划不周严重阻碍着我国广告事业的发展，也使我国与发达国

家在广告方面的差距依然明显。《广告创意与策划》的课程内容、考核目标和命题应充分体现

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在注重广告创意理论知识考核的同时，重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并

根据广告创意与策划的原则，考虑到多变的市场运作系统和广告、营销、传播等专业领域的

特点，充分体现出广告创意与策划过程中的创造性和系统性，使其为广告运作服务。 

设置本课程的目的要求：一、了解广告策划的特点、作用、原则、内容和基本程序。二、

掌握广告策划的方法和技巧，分析广告战略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和实施过程。三、运用广告策

划的思维和技能，提出广告策略完成实际广告运动的策划。四、系统了解广告创意的理论与

方法。五、能够把广告创意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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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上编：广告策划 

 

第一章 广告策划概说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广告策划的基本知识和广告策划报告的撰写。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策划的概念及界定 

第二节 广告策划的概念、特点及作用 

第三节 广告策划的基本原则 

第四节 广告策划的内容和程序 

第五节 广告策划报告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一)策划的概念及界定 

理解策划的概念、策划的界定：策划与计划是一组互相关联，密不可分的相关概念，但

是两者又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二)广告策划的概念、特点及作用 

1.识记广告策划的概念 

理解关于广告策划的概念：有宏观和微观之分 

识记一个完整的广告策划，基本上都包括策划者、策划对象、策划依据、策划方案和策

划效果评估五大要素 

理解广告策划的五大要素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完整、系统的有机体系 

2.理解广告策划的特点 

理解广告策划具有目标性、系统性、思维性、智谋性、操作性、变异性、超前性等特点 

3.理解广告策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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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用表现在保证广告活动的计划性；保证广告工作的连续性；保证广告活动的创造性；

保证广告活动的最佳效果 

(三)广告策划的基本原则 

理解广告策划的原则：真实性原则、信息量原则、针对性原则、心理原则、法律道德原

则 

(四)广告策划的内容和程序 

1.了解广告策划的内容 

识记广告策划的内容，主要有广告市场调查、市场认识与细分、产品认识与定位、广告

战略的制定、广告媒体渠道策划、广告推进程序的策划和广告效果评估等七项内容 

2.理解广告策划的程序 

理解并能简单运用广告策划的步骤 

(五)广告策划报告 

理解并能综合运用广告策划报告的撰写。 

 

 

第二章  广告市场调查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理解广告市场调查是广告策划与创意的基础。了解市场调查的内容，掌握市场调查的方

法和基本的手段。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广告市场调查的目的和要求 

第二节 广告市场调查的内容和范围 

第三节 广告市场调查的方法和技巧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一)广告市场调查的目的和要求 

1.广告市场调查的特点 

理解广告市场调查从两个层次上展开： 

(1)商品的性能、用途与发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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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费者现实需求与潜在需求 

识记并理解广告市场调查的特点：目的性、实践性、相关性 

2.广告市场调查的要求 

理解市场调查必须经常性地进行、市场调查必须有目标地进行、市场调查必须遵循精确

性原则、市场调查人员必须有良好的素质 

(二)广告市场调查的内容和范围 

1.市场环境调查 

识记并理解市场环境调查的主要内容 

2.广告主企业经营情况调查 

识记并理解企业经营情况调查的主要内容 

3.产品情况调查 

识记并理解产品调查的主要内容 

4.市场竞争性调查 

识记并理解市场竞争性调查的主要内容 

5.消费者调查 

识记并理解消费者调查的主要内容 

(三)广告市场调查的方法和技巧 

1.了解市场调查的基本方法 

识记并能简单运用以下调研方法：市场普查法、抽样调查法、典型调查法、随意调查法、

访谈法、观察实验法 

2.理解并运用调查的常用技巧 

识记并能简单运用问卷问题设计的基本技术手段：二项选择法、多项选择法、排序法、

自由回答法、漏斗法、比较法、表格测验法、文字联想法 

 

 

 

 

第三章 市场认识与细分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市场概念，掌握市场细分的感念和方法，并运用细分方法配合现代广告手段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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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市场认识 

第二节 市场细分 

第三节 市场细分的作用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一)市场认识 

1.识记并理解市场的概念 

2.市场的类型 

理解按不同的标准可分为不同的类型。 

3.了解市场的一般特性与功能 

识记市场的一般特性、形成市场的基本条件、形成买卖行为的三要素、交换顺利进行的

条件 

理解市场的主要功能：交换功能、供给功能、便利功能 

(二)市场细分 

1.理解市场细分的概念 

识记并理解市场细分的含义 

理解市场细分的标准，并能运用标准来进行市场细分。采用地理因素、人口因素、心理

因素、行为因素等标准，对总体市场进行横向与纵向的切割 

2.识记并理解市场细分的要求：可衡量性、可进入性、稳定性、盈利性、综合性 

3.能够简单运用市场细分的方法：单一因素法、综合因素法、系列因素法 

(三)市场细分的作用 

识记并理解市场细分对广告策划的作用：有助于将广告诉求重点对准广告目标、有助于

确定最理想的广告对象、有助于广告定位和广告创作、有助于提高广告的效益 

 

 

第四章 产品认识与定位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现代产品产品的概念，理解产品定位的概念和意义，掌握定位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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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产品认识 

第二节 产品分析 

第三节 产品定位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一)产品认知 

1.产品的概念 

理解整体产品概念，把产品理解为核心产品、有形产品、延伸产品三个层次 

2.识记产品的类型与组合 

产品组合的概念包括：产品项目、产品线、产品组合 

3.理解产品的价值的概念 

产品的使用价值、产品的社会价值、产品的宣传价值、产品竞争价值 

(二)产品分析 

1.产品生命周期分析 

识记并理解典型的产品生命周期包括四个阶段：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 

2.产品形象分析 

理解产品形象的含义 

3.产品物质特点分析 

识记产品物质特点要抓住如下几项：用料、用途性能、产品外观 

4.产品识别标志分析 

识记产品的识别标志：商标、产品标志、口号、产品代表 

(三)产品定位 

1.产品定位的概念 

理解产品定位和广告定位的区别与联系 

2.产品定位策略 

理解并能简单运用实体定位策略可分为功效定位、品质定位、市场定位和价格定位等；

理解并能简单运用观念定位策略分为逆向定位和是非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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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广告战略策划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广告战略策划的思想，运用战略策划的方法设计广告策划战略为广告运动起指导性

作用。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广告战略策划概述 

第二节 广告战略目标 

第三节 广告战略设计 

第四节 广告预算策划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一) 广告战略策划概述 

1、理解广告战略策划的概念 

2、识记广告战略策划的特征：全局性、指导性、对抗性、目标性、稳定性 

3、理解并能简单运用广告战略策划的程序：确定广告战略思想、分析环境、确定广告战

略任务、确定广告策略 

(二)广告战略目标 

1、广告战略目标的概念 

理解广告战略目标与营销目标、广告战略目标与广告指标、广告战略目标与广告效果之

间的联系与区别 

2、理解广告战略目标的分类 

    理解广告战略分类的角度和标准 

3、理解广告战略目标的制定 

识记并理解影响广告目标制定的因素 

结合案例，理解如何制定明确的广告战略目标 

结合案例，理解并能简单运用确定广告目标的指标 

4、理解广告战略目标的原则 

识记并理解确定广告战略目标的原则：单一性原则、具体性原则、可行性原则、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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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稳定性原则 

(三)广告战略设计 

理解并能简单运用广告战略设计的角度：市场角度、内容角度、时间角度、空间范围角

度、发挥优势角度、消费者心理角度、传播范围渠道角度、媒体角度、进攻性角度 

(四)广告预算策划 

1．识记广告预算的作用：控制广告规模、评价广告效果、规划经费使用、提高广告效益 

2．识记广告预算的内容：广告调查费、广告制作费、广告媒体费。 

3．理解广告预算的分类标准：用途方式、使用者、使用方式 

4．理解并能简单运用广告预算的步骤 

调查研究阶段、综合分析阶段、拟定方案阶段、落实方案阶段 

5．广告预算的方法 

识记并能简单运用根据营销情况而定的各类预算方法 

识记并能简单运用根据广告目标而定的预算方法 

识记并能简单运用根据广告收益和销售收益而定的预算方法 

识记并能简单运用根据竞争对抗而定的预算方法 

识记并能简单运用根据企业实力而定的预算方法 

6．理解广告预算的分配 

识记并能理解影响广告预算分配的因素 

识记并能综合运用广告预算的分配方法 

 

 

第六章 广告媒体渠道策划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媒体在广告运动中的重要作用，运用媒体策划的方法与原则，按照媒体策划的程序

进行广告媒体渠道策划方案的设计。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广告媒体渠道概述 

第二节 广告媒体渠道策划的程序 

第三节 广告媒体渠道选择的影响因素与优化组合 



 ─9─ 

第四节 广告媒体渠道选择的方法与原则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一)广告媒体渠道概述 

1．识记广告媒体渠道及其种类 

2．理解广告媒体渠道的特性比较 

识记并理解报纸媒体、杂志媒体、广播媒体、电视媒体、网络广告媒体等其他广告媒体

的特性 

(二)广告媒体渠道策划的程序 

1．广告媒体调查 

识记广告媒体调查的主要内容： 

(1)分析媒体的性质、特点、地位与作用 

(2)分析媒体传播的数量与质量 

(3)分析受众对媒体的态度 

(4)分析媒体的广告成本 

2．理解如何确立目标 

(1)明确传播对象 

(2)明确传播时间 

(3)明确传播区域 

(4)明确传播方法 

3．理解媒体方案的分析 

(1)效益分析 

(2)危害性分析 

(3)实施条件分析 

4．理解并能简单运用：如何组织实施 

(三)广告媒体渠道选择的影响因素与优化组合 

1．识记并理解影响广告媒体渠道选择的因素 

2．理解并能综合运用广告媒体渠道的优化组合的形式以及注意事项 

(四)广告媒体渠道选择的方法与原则 

1．识记并能简单运用广告媒体渠道选择的方法：按目标市场选择的方法、按产品特性选

择的方法、按产品的消费者层选择的方法、按消费者的记忆规律选择的方法、按广告预算选

择的方法、按广告效果选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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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识记并能综合运用广告媒体渠道选择的原则：目标原则、适应性原则、优化原则、效

益原则 

 

第七章 广告推进程序策划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掌握广告表现的各种手段，利用设计广告推进程序指导广告的实施。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广告表现策略 

第二节 广告推进策略 

第三节 广告实施策略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一)广告表现策略 

1．理解广告表现的意义：广告表现是实现广告目标的中心环节；广告表现反映了创作人

员的基本素质，广告表现的好坏决定着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 

2．理解并能综合运用广告表现的手段：语言手段、非语言手段、表现技巧的经验准则 

3．识记并综合运用广告表现的策略：理性广告表现策略、感性广告表现策略、情理交融

的广告表现策略 

(二)广告推进策略 

1．识记广告市场策略：无差别化广告策略、差别化广告策略、集中市场广告策略 

2．识记广告促销策略：对消费者、对销售业者、对推销员、联合式促销等活动 

3．理解并简单运用广告心理策略：消费者的心理活动、广告的心理功效 

(三)广告实施策略 

1．识记并理解广告的差别策略：产品差别广告策略、劳务差别广告策略、企业差别广告

策略 

2．理解广告的系列策略：品牌系列广告策略、主题系列广告策略、形式系列广告策略、

功能系列广告策略 

3．理解变相广告策略：识记变相广告的方式 

4．识记并理解广告刊播策略：识记并理解广告刊播策略的要素：发布时间、广告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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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编：广告创意 

 

第八章  广告创意概说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广告创意的基本内涵，广告创意的产生过程，广告创意的思维方法，广告创意的创

造技法，广告创意者的素质开发。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广告创意的基本内涵 

第二节 广告创意的产生过程 

第三节 广告创意的思维方法 

第四节 广告创意的创造技法 

第五节 广告创意者的素质开发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一) 广告创意的基本内涵 

1．创意及广告创意 

理解“创意”的源流 

    识记广告创意的概念，包括动态的角度和静态的角度 

    根据对“创意”的理解，论述自己对“大创意”和“小创意”的看法，并说明理由 

2．识记并理解广告创意的特点 

3．识记并理解广告创意的原则 

    4．广告创意的基本理论 

    理解广告创意的几种基本理论流派，其代表人物和主要观点，以生活的广告实例分析说

明 

(二)广告创意的产生过程 

1．创意的过程 

识记并理解创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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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告创意的过程 

    识记并理解广告创意产生的五个步骤：收集资料、分析资料、酝酿阶段、顿悟阶段、验

证阶段 

    理解广告创意是不可捉摸的“灵光乍现”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并说明理由 

(三)广告创意的思维方法 

    1．创造性思维的类型 

    识记并理解创造性思维三种类型：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灵感思维 

2．创造性思维的基本方法 

理解并能运用创造性思维的基本方法，论述如何开发和利用创造性思维 

（四)广告创意的创造技法 

理解并能综合运用常用的广告创意创造技法：头脑风暴法、默写式头脑风暴法、卡片式

头脑风暴法、检核表法、联想法、组合法 

 (五)广告创意者的素质开发 

    1．建立完善的知识结构 

    识记并理解广告创意人员应掌握的学科知识结构：艺术史和广告艺术的知识；市场知识；

营销知识；消费心理学知识；媒体知识；社会学知识；信息学知识等 

    2．培养强烈的创意动机 

理解并能简单运用如何培养强烈的创意动机：广泛的兴趣；强烈的求知欲 

3．开发高超的创意智力 

理解并能综合运用如何开发高超的创意智力：良好的记忆力；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

象力；准确的评价力；娴熟的操作力 

 

第九章   广告文案创意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广告文案创意的内容、要求和方法，掌握主题创意的方法，了解各种结构形式的广

告文案，掌握广告文案语言的创意。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广告文案创意概述 

第二节 广告文案主题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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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广告文案结构的创意 

第四节 广告文案语言的创意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一)广告文案创意概述 

L．广告文案与广告文案创意 

识记广告文案的概念：狭义与广义两个角度 

识记并能简单运用广告文案的三种形式：规范式、灵活式、品牌招牌式 

识记广告文案创意的概念 

理解广告文案创意包括的三要素：义、形、音 

2．广告文案创意的要求 

理解广告文案创意的要求：准、深、新、趣、奇 

3．广告文案创意的方法 

识记并能综合运用广告文案创意的几种方法 

(二)广告文案主题创意 

1．主题创意的作用 

理解主题创意的作用：突出重点、统帅全文 

2．主题构成的因素 

理解主题构成的因素：商品特征、企业特征和消费者特征 

3．主题创意的方法 

理解并能简单运用主题创意的方法：选择法、组合法、综合法 

(三)广告文案结构的创意 

1．规范式广告文案创意 

识记并能简单运用规范式广告文案的三要素：标题、正文、附文 

2．灵活式广告文案创意 

识记灵活式广告文案形式：口号体式、文艺体式等 

3．品牌招牌式广告文案创意 

理解品牌招牌式广告文案创意特点 

(四)广告文案语言的创意 

1．广告文案语言的基本形式 

理解广告文案语言的基本形式，陈述语、口语、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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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告文案语言的创意方法 

理解并能综合运用广告文案语言的创意方法：概括、选择、锤炼 

    3．广告文案语言的修辞技巧 

结合案例，理解并能简单运用广告文案语言的修辞技巧 

4．广告文案语言的创意误区 

结合案例，理解广告文案语言的几种创意误区：机械模仿、词不达意、含糊不清、渲染

不当、牵强附会 

 

第十章    平面广告创意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平面广告是一种图文并茂的印刷广告，掌握报纸、杂志和其他平面广告创意方法。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平面广告概述 

第二节 报纸广告创意 

第三节 杂志广告创意 

第四节 其他平面广告创意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一)平面广告概述 

    1．平面广告的构成要素 

    识记平面广告的构成要素：插图、文字形式、商标和色彩 

    2．平面广告的构图法则 

    理解并能简单运用平面广告的构图法则：统一与变化、主导与从属、对称与均衡、对比

与调和、连续与反复 

    3．广告构图的注意事项 

    结合广告作品，理解广告构图的注意事项 

    4．平面广告的创意要求 

    理解平面广告的创意要求：围绕广告目标，强调广告主题，突出画面视觉中心，引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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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视线 

 (二)报纸广告创意 

    1．报纸广告的创意要求 

    理解报纸广告的创意表现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内容单纯、主题突出、形式注目、

表现关联和视线流畅 

    2．报纸广告的文字创意 

    理解并能简单运用报纸广告文字创意的类型：变形字体创意、手写文字创意、电脑字体

创意、缺陷文字创意、拆字藏字创意、图画图形文字创意等 

    3.报纸广告的插图创意 

理解并能综合运用报纸广告插图创意的方法：写实法、对比法、夸张法、寓意法、比附

法、卡通法、漫画法、留白法、连环法、悬念法等 

(三)杂志广告创意 

    1.杂志广告的色彩创意 

理解杂志广告的色彩特征及应用：三原色，四间色 

识记色彩构成的三个层面：光感要素、形象要素和心理要素 

   理解色彩搭配的四种类型：同种色搭配、相似色搭配、对比色搭配、中性色与其他色搭配 

理解色彩创意的主要表现：色调处理、位置处理、层次处理 

2.杂志广告的画面创意 

理解并能简单运用营造广告画面意境美的主要方法：比喻法、象征法、造型法、抒情法 

    3.杂志广告的构图创意 

    结合案例，理解并能简单运用杂志广告的版面构图形式 

(四)其他平面广告创意 

    1.路牌广告创意 

    理解路牌广告的宣传特点和创意表现 

    2.招贴广告创意 

    理解招贴广告的作用、特点和创意表现 

    3.直邮广告创意 

    理解直邮广告的形式和创意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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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广播广告创意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广播广告的特性、作用、要素、结构、种类，学会广播广告的设计和制作，了解广

播广告创意的含义与特征，掌握广播广告创意的原理与方法。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广播广告概说 

第二节 广播广告创意的涵义与特征 

第三节 广播广告创意的原理与方法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一)广播广告概说 

    1．广播广告的特性与作用 

    识记广播广告的特性：制作容易，传播迅速；覆盖面宽，受众广泛；以声带响，亲切动

听；重复广播，不觉其烦；经济实惠，收听方便 

    理解广播广告的作用：传递告知、促进繁荣、沟通联系、指导参谋、欣赏艺术 

2．广播广告的要素与结构 

识记广播广告的要素：语言、音响、音乐 

理解并能简单运用广播广告的文稿结构：结构形式和结构技巧 

3．广播广告的种类  

结合案例，识记并理解广播广告的种类 

4．广播广告的设计与制作 

理解并能综合运用广播广告的设计思路、制作过程和提高合成质量的方法 

(二)广播广告创意的涵义与特征 

1．广播广告创意的涵义 

识记广播广告创意的定义 

理解广播广告创意与主题的关系 

2．广播广告创意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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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广播广告创意的原则：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 

3．广播广告创意的目标 

理解广播广告创意的目标：塑造产品、劳务或观念的良好形象；揭示品牌定位的内涵、

有效影响听众 

 (三)广播广告创意的原理与方法 

    1．广播广告创意的定位原理 

    识记广播广告定位的含义 

理解并能简单运用广播广告定位的方法：调查研究法、细分市场法 

识记广播广告定位的种类：产品或劳务定位、听众或买主定位 

2．广播广告创意的一般方法 

    理解并能综合运用广播广告创意的一般方法：直接法、对比法、戏剧法、夸张法和比喻

法 

    3．广播广告创意与消费心理 

理解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的关系 

理解消费结构和广播广告创意的关系 

理解消费周期性对广播广告创意的影响 

    4．广播广告创意与民族文化心态 

理解民族文化心态和广告创意之间的关系 

理解民族文化心态对于广播广告创意的意义 

 

第十二章   电视广告创意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电视广告是一种最完善、最具发展潜力的广告形式，了解电视广告创意的涵义与特

征，掌握电视广告创意的一般方法。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电视广告概说 

第二节 电视广告创意的涵义与特征 

第三节 电视广告创意的一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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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一)电视广告概说 

 1、电视广告的特性 

理解电视广告的特性：传播符号的综合性；传播范围广，深入家庭；信息传播的强制性；

传播效果的实效性与一次性；传播相对成本较高 

    2、电视广告的类型 

    识记电视广告的类型：按播出方式分类和按制作材料分类 

    3、电视广告的表现形式 

    结合案例，理解并能综合运用电视广告的表现形式：新闻式、明星式、生活式、情节式、

歌唱式、特技式、动画式、答疑式 

    4、电视广告的制作 

    理解电视广告制作的基本原则：视觉中心原则、简洁单纯原则、自由创新原则、系统连

续原则、真实艺术原则 

    识记电视广告的构成要素：画面、解说、音响 

(二)电视广告创意的创意与特征 

    1．电视广告创意的涵义 

   理解电视广告创意的涵义 

    2．电视广告创意的特征 

   理解电视广告创意的特征：以广告主题为核心、以新颖独特为生命、以情趣生动为依据、

创意要形象化 

    3．电视广告创意的原则 

    结合案例，理解电视广告创意的原则：关注原则、理解原则、印象原则、利益原则、促

销原则、简洁原则 

    4．电视广告创意的程序 

    理解并能简单运用电视广告创意的程序：收集素材、诉求点的确立与定位点的选择、戏

剧化过程、形式化过程 

    5．电视广告创意的评价 

    理解并能综合运用电视广告创意的评价标准：服从定位，表现主题；新颖独创，不落俗

套；塑造足以表现商品性格的鲜明形象；对消费者利益进行有效的承诺；有强烈的情感冲击

力 

(三)电视广告创意的一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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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电视广告创意的一般方法 

理解并能综合运用电视广告创意的一般方法：营造意境、传递情感、交换视角 

2．电视广告主题创意 

    识记电视广告主题及其三大要素：广告目标、信息个性和消费心理 

    理解电视广告主题创意的要求：单一明确；重点突出；集中稳定；独特显著；表达准确、

易懂；刺激；完整统一 

    理解确立电视广告主题的角度及注意事项 

 

 

第十三章    广告效果评估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广告效果评估的意义、内涵和一般特性等，了解广告效果评估模式，掌握广告效果

评估的方法。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广告效果的概述 

第二节 广告效果评估模式 

第三节 广告效果评估模式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一)广告效果的概述 

1．广告效果评估的意义 

理解广告效果评估的意义 

2．广告效果的内涵 

识记广告效果的概念 

理解广告效果内涵的表现：传播效果、经济效果、心理效果、社会效果 

理解并能简单运用其它几种广告效果划分形式 

3．广告效果的一般特性 

理解广告效果的一般特性：滞后性、复合性、累积性、效果两重性、竞争性、二次传播

性、难测定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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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广告效果评估的程序 

理解广告效果评估的程序：调查准备——实施评测——分析总结 

5．影响广告效果测定的因素 

识记影响广告效果测定的因素：信息资料、测定期限、判断能力、方法的选择 

(二)广告效果评估模式 

1．广告效果测评模式的使用原则 

理解并能综合运用在广告效果测评模式中经常使用的三种模式：文字—逻辑模式、几何

图形模式、数学模式 

理解广告效果测评模式的使用原则：合理原则、适用原则、准确性 

2．常用的评估模式 

理解并能简单运用常用的评估模式：白德尔三要素模式、AIDAS 模式、DAGMAR 模式、广

告销售效果模式、盖洛普广告测试法 

(三)广告效果评估的方法 

识记并能综合运用广告效果的衡量标准：传播效果、销售效果、心理效果 

    理解广告效果评估方法按过程可划分为事前测定、事中测定、事后测定 

1．广告效果的事前测定 

理解并能简单运用广告效果的事前测定：测定媒体和测定作品两部分 

2．广告效果的事中测定 

理解并能简单运用广告效果的事中测定：市场销售试验法、分割测定法 

3．广告效果的事后测定 

理解并能简单运用广告效果的事后测定：传播效果的测定、销售效果的测定、心理效果

的测定 

 

 

Ⅲ．有关说明和实施要求 

本大纲所列的课程内容及考核目标，是课程自学考试大纲的主体部分。为了使主体部分

的规定在个人自学、社会自学和考试命题中得到贯彻落实，对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并提出

具体的实施要求。 

一、关于考试目标的说明 

本大纲把课程内容按识记、理解、简单运用、综合应用四个能力层次，化解为明确、具

体的考核目标，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考核点，并运用可测量的语言表述。 



 ─21─ 

    属于识记能力层次的，要求自学应考者记住大纲规定的知识点。 

    属于理解能力层次的，要求自学应考者理解大纲规定的知识点，能概括表述，不要求展

开论证、分析。 

属于简单应用能力层次的，要求自学应考者能进行简单的分析、论证、评述。 

属于综合应用能力层次的，要求自学应考者能把已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 

 

二、关于自学教材的说明 

(一)指定教材：《广告策划创意学》余明阳、陈先红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7 月第二

版 

(二)参考书 

《新世纪广告创意经典》冯斌、黄岳杰编，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广告创意策略》（美）朱勒，（美）朱奈尼 著；郭静菲，黎立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三、关于自学方法的指导 

(一)认真学习和领会本大纲。《广告创意与策划考试大纲》，针对自学考试的特点，对课程内容

和范围，掌握的程度和能力层次要求，考试命题等，作了纲要式的表述和规定。它是指导个

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进行考试命题的依据。自学应考者应先从大纲入门，提纲挈领地了解课

程的基本内容和结构体系，有一个总体概念，作为学习的起点。在整个自学应考过程中，都

要依据大纲中对各部分内容的能力层次要求进行学习，掌握重点，兼及一般，既有系统，又

分主次。这样较易收到学习成效。 

(二)认真学习和领会教材。大纲指定的教材，是大纲的系统深入的阐发和展开。学习教材是学

习大纲的深化。在学习教材过程中，和大纲对照，明确教材中各种内容的不同能力层次要点，

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认真研究分析各种广告案例，重视提高实践操作能力。学习本课程，不应死记硬背大纲、

教材、自学指导书中的现成结论，应尽可能结合实际案例，通过思考、分析，领会大纲、教

材中的观点、结论、方法，把学习和识记、应考、分析、运用能力的培养统一起来。 

 

四、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一)本课程的命题考试，应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考核目标来确定考试范围和考核要求，不可超纲，

不可提高各考核点的能力层次规定，以免增加考试的难度。但属于高层次能力的考核点，必

然也包含了低层次能力的要求，因此，也可化解为低层次能力的命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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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下列各种比例规定，合理掌握内容覆盖面、重点内容、能力层次和难易度之间的关

系来组配试卷。 

    1．重点章节是上编的第一章第一、二、三节，第二章第一、三节，第三章第一、二节，

第四章第一、三节，第五章第二、三节，第六章第一、三、四节，第七章第一、三节。下编

的第八章第一、三、四节，第九章第一、二节，第十章第一节，第十一章第一、二节，第十

二章第二、三节，第十三章第一、二节。 

    2．试题按能力层次分为四种，即识记性试题、理解性试题、简单应用性试题和综合应用

性试题，四者的比例大致为 2：2：3：3。 

    3．试题难易度分为易、较易、较难、难四等，四种难易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以 2：3：

3：2 为宜。 

4．重点章节部分试题不得低于 30 分。 

(二)本课程命题较适合的题型有： 

    1．名词解释题。适宜于考核识记、理解、简单应用能力。 

2．单项选择题和多选题。适宜于考核识记、理解能力。 

    3．简答题。适宜于考核简单应用能力。 

    4．论述题。适宜于考核综合应用能力。 

    5．应用题。适宜于考核实践操作能力。 

  简答题、论述题、应用题和标准答案不同而有新见解的答案，如论证合理，回答清晰达意，

可酌情给分。 

(三)试题量应以中等水平的应试者能在规定时间内答完全部试题为度。 

(四)本课程采用闭卷必答方式，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 

 

 

 

 

 

 

 

 

 

 

 

 

 

 

 



 ─23─ 

 

 

 

附录   题型举例 

 

题型一、名词解释题 

集中市场广告策略 

 

题型二、单项选择题 

达尔玛法的提出者是 

A．莱维   B．科利  

C．斯坦纳   D．沃恩  

   

题型三、多选题 

   市场细分的标准有      （    ）    

A．心理因素    B．地理因素  

C．人口因素    D．行为因素  

E．社会因素  

 

题型四、简答题 

简述广告策划中市场竞争性调查的主要内容。 

 

题型五、论述题 

论述如何开发广告创意者的创造素质。 

 

题型六、应用题 

A 公司新推出一款苏打水，利用多层过滤技术结合先进的水电解技术，得到 pH 值 9.0±0.5

的苏打水。产品调性是“健康、清新、阳光有活力”。产品定位为：一款适合现代人“轻养生”

健康需求的弱碱性水。请你为这款产品设计一则广播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