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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考试 

广播电视编导/摄影专业考试说明 

 

第一部分：影视画面编辑 

I.课程简介 

一、内容概述与要求 

《影视画面编辑》考试是为招收广播电视编导/录音艺术/摄影/数字媒体艺术/影视摄影

与制作专业专科接本科学生而实施的入学考试。 

参加《影视画面编辑》考试的考生，应做到：首先，理性地了解影视剪辑与剪辑艺术基

本发展、 创作观念演进的过程，以及每一过程的基本特征；其次，在经典作品分析基础上，

感性地掌握视听语言的具体技术性构成，剪辑技巧及其剪辑原则，尤其“ 动作形态”基本

剪辑原则与技巧；剪辑的思维方式、“情绪形态剪辑”和“理念形态剪辑”的特征，并融会

贯通于影视诸种基本样式形态之中。考试从两个层次对考生进行测试，较高层次要求为理解

和掌握，较低层次的要求为了解。这里了解和理解是对概念和理论提出的要求,掌握是对方

法，剪辑意识、剪辑艺术修养和剪辑能力提出的要求。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全卷满分 120分，考试时间 75分钟。 

试卷包括填空题、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四部分。填空题要求给出准确答案，名词

解释题要求对题目写出简要定义或含义；简答题要求对题目进行简要阐述；论述题要求对题

目展开详细论述并举例说明。 

填空题分值合计 20 分，名词解释分值合计 30 分；简答题分值合计 40分，论述题分值

合计 30分。 

 

 

 

 

II.知识要点与考核要求 

http://bbs.81art.com/edu-44-1.html
http://www.81art.com/culture/forum.html
http://www.81art.com/culture/foru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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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视画面编辑综述 

（一）概述 

1.知识范围 

影视画面编辑的涵义；影视画面编辑的本质属性；影视画面编辑的作用； 

影视画面编辑的发展历程；影视画面编辑的基本流程。 

2.考核要求 

（1）了解影视画面编辑的发展过程；影视画面编辑的基本涵义；影视画面编辑的三个

基本流程 

（2）理解影视画面编辑的本质属性；影视艺术的基本特性；影视画面编辑的作用；现

代影视编辑的理念 

（3）掌握影视画面编辑的每一个环节中的注意问题；具备简单的编辑思维  

（二）基础理论知识 

1.知识范围 

蒙太奇理论（基本概念、三层含义、分类）； 

长镜头理论（基本概念、特性、长镜头与蒙太奇的关系）； 

影视时空处理（时间的处理、空间的处理）； 

声画蒙太奇（声画合一、声画对位） 

2.考核要求 

（1）了解蒙太奇、长镜头的涵义；影视时间与空间的涵义；完形法则的涵义；各种蒙

太奇类型的涵义；声画蒙太奇的涵义 

（2）理解蒙太奇的功能作用、长镜头的特点及作用；各种蒙太奇类型的特点；影视时

间、影视空间的特点；声画蒙太奇的作用 

（3）掌握影视时间、影视空间的处理技巧；声画蒙太奇的运用； 

二、影视画面编辑的原则与技巧 

（一）原则 

1.知识范围 

画面内容的逻辑性；动作衔接的连贯性；空间组合的方向性； 

景别与角度的和谐性；影调与色调的统一性。 

2.考核要求 

（1）了解主观镜头、客观镜头的涵义；景别的涵义；景别各类型的涵义；轴线及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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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涵义；影调、色调的涵义；运动的涵义 

（2）理解生活逻辑、思维逻辑；景别的作用、轴线的作用；运动组接的特点；影调、

色调的作用 

（3）掌握镜头之间的组合关系；景别组接的运用；运动组接的运用；轴线原则的运用；

影调、色调的运用 

（二）技巧 

1.知识范围 

剪接点的选择（动作剪接点、情绪剪接点、节奏剪接点、声音剪接点）； 

镜头长度的参照（叙述长度、情绪长度）； 

动作的剪接；（主体动作的剪接、镜头运动的剪接）； 

镜头的分剪与插接（插入镜头与切出镜头、分剪插接的应用） 

2.考核要求 

（1）了解剪接点及其各种类型的涵义；叙事长度、情绪长度的涵义；分解法、插入法

的涵义；分剪插接的涵义；插入镜头与切出镜头的涵义 

（2）理解各种剪接点的特点及作用；叙事长度的决定因素；情绪长度的决定因素；分

解法、插入法的特点及作用；分剪插接的作用；插入镜头、切出镜头的特点及作用 

（3）掌握剪接点的选择；动作剪辑的方法；镜头长度的确定方法；分剪插接的运用方

法 

三、影视声音编辑 

（一）语言声编辑 

1.知识范围 

对白的编辑表现形式；解说词与画面的关系； 

解说词的作用；同期声的作用与要求 

2.考核要求 

（1）了解人声及各类型的涵义； 

（2）理解解说词与画面的关系；解说词的作用； 

（3）掌握对话的剪辑技巧；解说词的剪辑方法 

（二）音乐编辑与音响编辑 

1.知识范围 

电视音乐编辑的依据；电视音乐的出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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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编辑需要注意的方面；电视音响编辑的依据和运用 

2.考核要求 

（1）了解影视音乐、音响的涵义 

（2）理解影视音乐的特点及作用；影视音响的特点及作用 

（3）掌握影视音乐的剪辑方法；影视音响的剪辑方法 

四、影视结构及节奏编辑 

（一）影视作品构成 

1.知识范围 

影视作品的主题（影视主题的作用与提炼、影视主题的体现）； 

影视作品的结构（结构要求、结构形式）； 

场面的转换（依据与要求、有技巧转场、无技巧转场）； 

影视字幕与图表（字幕的运用、图表的运用） 

2.考核要求 

（1）了解影视主题的涵义；影视结构的涵义；技巧转场、无技巧转场的涵义 

（2）理解影视主题特点及作用；影视结构的特点及作用；影视结构各种类型的特点及

作用；技巧转场的特点及作用 

（3）掌握影视主题的选择与呈现；影视结构的处理方法；转场的各种方法 

（二）节奏处理 

1.知识范围 

影视节奏的构成；影视节奏的形态；影视节奏的创造 

2.考核要求 

（1）了解影视节奏的涵义、构成；外部节奏、内部节奏的涵义 

（2）理解影视节奏的特点及作用 

（3）掌握影视节奏的运用方法 

五、影视作品类型的编辑 

（一）电视新闻与纪录片编辑 

1.知识范围 

消息类电视新闻编排；专题类电视新闻编辑；电视新闻的组合方式； 

电视纪录片的创作模式；电视纪录片的叙事要求；电视纪录片的编辑技巧。 

2.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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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电视新闻的涵义；消息类新闻的涵义；电视纪录片的涵义 

（2）理解电视新闻节目特点及作用；电视纪录片的特点及作用 

（3）掌握电视新闻节目的剪辑技巧；电视纪录片的剪辑技巧； 

（二）音乐电视与电视广告编辑 

1.知识范围 

音乐电视的创意；音乐电视的视觉设计；音乐电视的结构方式； 

电视广告的创意目标；电视广告的要素设计；电视广告的结构形式。 

2.考核要求 

（1）了解音乐电视的创意的涵义与要求；电视广告的涵义 

（2）理解音乐电视创意的特点；音乐电视的视觉设计；电视广告的特点及作用 

（3）掌握音乐电视的结构方式；音乐电视的编辑特点；电视广告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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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模拟试卷及参考答案 

河北省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考试 

影视画面编辑模拟试卷 

（考试时间：75 分钟） 

（总分：120 分） 

说明：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在其他位置上作答的无效。 

一、填空题（本大题共 20个空，每空 1分，共 20分。请将答案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 ____________由于在镜头内部实现剪辑，通常被称为“镜头内部蒙太奇”。 

2.在影视制作中，被摄对象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之间的关系所形

成的假想直线称为“轴线”。 

3.电视动作的变量有三个，即___________ 、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这是保证画面动

作衔接连惯性的形式要素。 

4.从观众接受角度划分，影视时间存在着三种不同性质的时间形式：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 

5.《一个国家的诞生》是___________ 的成名作。他最伟大的贡献在于确立了段落在电影叙

事中的地位。 

6. 场面是构成段落的基本单位。场面转换起着分隔和连贯的作用，场面划分的依据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 

7.两个以上静态主体每两者之间的假设连接线称为__________。 

8.将两个(或两组)镜头并列，由关联中产生心理上的冲击，促使观众产生由此及彼的联想和

想象，含蓄而形象地表达作者的主观思想和情感，这就是__________。 

9.通过摄像机的多种运动形式不断变换视点，并且改变画面的空间格局，以连续的不中断的

记录方式，展现完整的统一空间，这就是__________。 

10.从信息的采制与制作流程看，电视的形成依托于__________ 、__________ 、 __________ 

的“三看模式”。 

二、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6小题，每小题 5分，共 30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电视空间   

2.主观镜头   

3.平行蒙太奇 

4.内部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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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间歇摇 

6. 无技巧组接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5小题，每小题 8分，共 40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 固定镜头之间的组接有哪些方式？ 

2. 电视主题的作用有哪些？ 

3. 切出镜头常用于哪些场合？ 

4. 如果遇到越轴镜头的剪辑，如何才能弥补这种拍摄时的失误呢？ 

5. 插入镜头常用于哪些场合？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 1小题，共 30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结合影视案例，试论述影视作品结构的要求与形式。 

 

影视画面编辑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本大题每空 1分，共 20分。未填或填错得 0分） 

1.长镜头 

2.运动方向；视线方向；对象 

3.速度、方向、动势 

4.播映时间、叙述时间、观众的感受时间 

5.格里菲斯 

6. 时间转换、空间转换、段落转换 

7. 关系轴线 

8. 隐喻剪辑 

9.再现空间 

10.看见；看清；看懂 

二、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6小题，每题 5分，共 30分。) 

1.电视空间：指电视观众通过电视屏幕而认知的空间，也叫再造空间，它有别于现实的视觉

空间。 

2.主观镜头：以摄影机镜头代表影片中某一人物的眼睛，直接摄取他当时目击的景象。 

3.平行蒙太奇：称并列蒙太奇。两条以上的情节线并行表现，分别叙述，最后统一在一个完

整的情节结构中，或两个以上的事件相互穿插表现，揭示一个统一的主题，或一个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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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内部节奏：也称为叙事性节奏。是由情节发展的内在矛盾冲突或人物的内心情绪起伏而产

生的节奏。 

5.间歇摇：在表现三个以上物体或事物间的联系时，镜头摇过每一点时速度减慢或者 

有一个短暂的停顿，在一个镜头中形成若干段落和间歇，构成一种间歇摇。 

6.无技巧组接:是从镜头内部寻找内在的联系进行组接，指只用切换的方式完成画面编辑的

方法。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5小题，每题 8分，共 40分） 

评分标准如下：少一个知识点或每个知识点的解释不完整则酌情减 1-2 分；能否结合实

例进行分析，与知识点共同展开论述的情况，酌情给分 1-2分；字迹是否工整，论述是否流

畅，酌情给分 1——2 分。 

1. 固定镜头之间的组接有哪些方式？ 

答案： 

(1)上下镜头主体都不动遵循“静接静”原则。（2分） 

(2)上下镜头主体都运动遵循“动接动”原则，截取动作的精彩瞬间或选择完整的动作过程。

（2分） 

(3)上个镜头主体运动，下个镜头主体不动，遵循“静接静”原则。（2分） 

(4)上个镜头主体不动，下个镜头主体运动，如果上个镜头主体是由静到动遵循“动接动”

原则；如果下个镜头主体是由静到动遵循“静接静”原则。（2分） 

2. 电视主题的作用有哪些？ 

答案： 

(1)叙述事件，刻画人物（2分） 

(2)观照现实，反映社会（2分） 

(3)表达情绪，抒发情感（2分） 

(4)发表主张，阐明观点（2分） 

3. 切出镜头常用于哪些场合？ 

答案（答对 5个给 8分，少答一个扣 1分，多答不加分）： 

(1) 展示对事件的反应 

(2) 丰富对事件的叙述 

(3) 显示对事件的注释 

(4) 替代对事件的描述 

(5) 省略对事件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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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遇到越轴镜头的剪辑，如何才能弥补这种拍摄时的失误呢？ 

答案（答对 5个为 8分，缺少一个扣 1分，多答一个不多加分）： 

(1)运用运动镜头 

(2)运用被摄主体的运动 

(3)运用被摄主体的特写 

(4)运用空镜头 

(5)运用场面中的俯拍全景或远景 

(6)运用大的动作 

5. 插入镜头常用于哪些场合？ 

答案： 

(1)吸引注意，推进剧情  示例：《一个国家的诞生》片断：用插入镜头突出注意对象 （2

分） 

(2)压缩时间，省略过程 示例：骑车插入脚的特写省略时间（2分） 

(3)突出事物，制造悬念   示例：《玉碎》片断：插入镜头引发的戏剧性进展（2分） 

(4)转移注意，连贯组接  示例：《玉碎》片断：用插入镜头引起观众注意（2分）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 30分。） 

评分标准如下：少一个知识点或每个知识点的解释不完整则酌情减 1——3 分；能否结

合影片实例进行分析，与知识点共同展开论述的情况，酌情给分 1——4分；字迹是否工整，

论述是否流畅，酌情给分 1——2分 

试论述影视作品结构的要求与形式。 

答案： 

1、影视作品的结构要求 

（1）完整统一（3分） 

（2）真实自然（3分） 

（3）新颖独特（3分） 

（4）严谨缜密（3分） 

2、影视作品的结构形式 

（1）顺序式结构 

   一种依照事件进程的自然次序组织情节叙事结构，它是以时间为走向轴线的。强调情节

的连续发展，讲究起承转合。事件发展呈线性态势，符号现实生活的逻辑和顺序，常常作为

接近生活的叙事结构形态。又称“戏剧式结构”。如好莱坞的动作片《第一滴血》、《飓风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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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史密斯夫妇》等 （6 分） 

 （2）交叉式结构 

    将不同时空中的两条或两条以上的有着内在联系的线索，按照一定的艺术构思交叉来组

合安排，并以此组织情节，推动事件发展。如《海上钢琴师》、《天堂电影院》、《喜福会》等。

（6 分） 

（3）板块式结构 

    用几大块相对独立的内容并列地组织在一起，每一块都有自己的一条线索，但都从一个

基点出发，综合地表现一个总主题。它类似于“形散神不散”，具有集纳的整合效应。如《爱

情麻辣烫》、《重庆森林》、《暴雨将至》等（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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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新媒体概论 

I.考试说明 

一、内容概述与总要求 

    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为依托的新媒体正在日益改变我们的工作与生

活，新媒体的掌握与使用已经是现代人必备的一项技能。《新媒体概论》涉及与新媒体相关

的新闻传播、法律、管理、营销、产业等多个学科，研究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

户外新媒体等多种新媒体形式，并分析新媒体的影响媒介融合所带来的媒介生态改变。 

参加《新媒体概论》考试的考生应全面认识“新媒体”概念中有关技术层面、传播层面

等方面的内涵，了解相关的传播理论，并深刻认识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和影响；理解媒

体融合的内涵，能深入分析新媒体的失范之处并理解加强管理的迫切性、重要性；掌握新媒

体的特性、新媒体技术、新媒体应用、新媒体战略、新媒体产业和运营模式，能够在工作和

生活中正确地认识和使用新媒体。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全卷满分 120分，考试时间 75分钟。 

    试卷包括填空题、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四部分。填空题要求给出准确答案，名词

解释题要求对题目写出简要定义或含义；简答题要求对题目进行简要阐述；论述题要求对题

目展开详细论述并举例说明。 

    填空题分值合计 20分，名词解释分值合计 30分；简答题分值合计 40分，论述题分值

合计 30分。 

 

Ⅱ.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新媒体概述 

1.知识范围 

媒体的定义  媒体的分类  媒体的发展  新媒体的定义  新媒体的本质   

2.考核要求 

    （1）理解媒体发展的四个发展阶段以及新媒体的学习方法； 

    （2）了解媒体的定义及其按照不同标准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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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掌握业界对于新媒体定义的阐释、新媒体阶段与前三个阶段的根本区别以及新媒

体的本质； 

    （4）能够将“新媒体的本质”引入实践进行剖析。 

二、新媒体传播 

1.知识范围 

传播的定义  人际传播  大众传播  传播学的定义  人际化的大众传播  大众化的人

际传播  口碑营销  六度空间理论 

2.考核要求 

（1）理解传播的概念、传播学的概念和传播的两大形态及其优劣点； 

（2）了解媒体的定义及其按照不同标准的分类； 

（3）掌握新媒体的两种特殊传播形态、口碑营销的基本运作原则与技巧和六度空间理

论等； 

（4）能够在实践中根据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不同特性做出灵活选择，能够运用六度

空间理论进行分析判断。 

二、新媒体理念 

（一）新媒体特性 

1.知识范围 

新媒体的特性  新媒体的核心特征    

2.考核要求 

（1）理解并能表述新媒体的四个新特性新在何处； 

（2）掌握新媒体的核心特征； 

（3）能够熟练使用新媒体的核心特征来分析判断新旧媒体。 

（二）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 

1.知识范围 

新媒体的传统化  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化  新媒体的社会化影响 

2.考核要求 

（1）理解并分析新媒体传统化的原因； 

（2）了解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并能够分析说明； 

（3）掌握传统媒体进行新媒体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目标与步骤； 

（4）能够为某一具体的传统媒体策划出新媒体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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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媒体受众 

1.知识范围 

新媒体受众群体的诞生  中国新媒体受众的特点  新媒体受众的特色  新媒体与受众

调查的关系  受众即媒体  受众参加互动的目的  渐入式隐性管理 

2.考核要求 

（1）理解并能表述新媒体受众群体的诞生、中国新媒体受众的特点及新媒体受众的特

色； 

（2）了解新媒体与受众调查之间的关系、“受众即媒体”现状； 

（3）掌握受众参与互动的目的，并能够运用相关理论分析新媒体现象。 

五、新媒体技术与应用 

（一）新媒体技术 

1.知识范围 

互联网发展  新媒体技术的概念  网速  存储  互联互通  三网融合  云计算  技术

与新媒体的互动 

2.考核要求 

    （1）理解互联网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区分互联网发展的各个重要时期的特点； 

    （2）了解互联网技术的基础知识点及原理表述； 

    （3）掌握新媒体技术的概念以及新媒体与技术发展之间的关联； 

    （4）能够结合实际说明各种互联网新兴技术对于新媒体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新媒体应用 

1.知识范围 

Web1.0时代  万维网  门户网站  Web2.0时代  Wiki维基  SNS社交网站  微博  微

信  即时通讯  搜索引擎   

2.考核要求 

（1）理解在 Web1.0 时代和 Web2.0时代出现的各类新媒体应用的代表及其相关技术原

理； 

（2）了解各类新媒体应用的不同时期的发展内因，并能够准确判断新媒体应用从 1.0

时代向 2.0时代发展的根本原因； 

（3）掌握不同时期各类新媒体应用的功能、特性及其优缺点，并能够准确描述各类新

媒体应用在传播中承担的角色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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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能够结合所学分析新媒体应用对于理念与技术的实践意义。 

六、新媒体战略与运营 

（一）新媒体战略 

1.知识范围 

蓝海战略  品牌观念  机制制胜与合适即美、马太效应与跟跑战术、开水定律与环球

法则  竞争与合作  公信力  创作力  实力 

2.考核要求 

（1）理解蓝海战略与品牌观念的基本原理； 

（2）了解实践运用中的机制制胜与合适即美、马太效应与跟跑战术、开水定律与环球

法则等原理； 

（3）掌握新媒体发展中的竞争与合作以及新媒体的公信力、创作力和实力； 

（4）能够利用新媒体战略观念进行实例分析，并善于用新媒体竞争合作的原理评价具

体事件。 

（二）新媒体运营 

1.知识范围 

长尾  免费  无聊  精准营销  网络推手  媒体共振  用户互动  网络舆情  危机公

关   

2.考核要求 

（1）理解经营之道中“长尾”、“免费”与“无聊”的具体原理及操作须知； 

（2）了解新媒体公关的特点、各个要素以及网络舆情、危机公关的基本处理手法； 

（3）掌握新媒体推广发展中精准营销、网络推手、媒体共振和用户互动的原则及实践

意义； 

（4）能够结合实际灵活运用经营之道中的各项原理，具备清晰的危机公关处理思路。  

七、新媒体产业 

1.知识范围 

新媒体产业的概念  广告  网络游戏  电子商务  平台渠道  天使投资  风险投资  

股权与期权激励  新媒体影响下的社会经济结构 

2.考核要求 

（1）理解新媒体产业的新兴发展模式的主要手段及实践意义； 

（2）了解新媒体产业对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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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广告、网络游戏、电子商务和平台渠道等实现新媒体盈利的主要手段及其经

营发展情况；  

（4）能够认清新媒体产业的发展轨迹，并能结合新媒体产业的运营原理和投资新理念，

对整个新媒体产业发展方向有所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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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模拟试卷与答案 

河北省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考试 

新媒体概论模拟试卷 

（考试时间：75 分钟） 

（总分：120 分） 

说明：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在其它位置上作答的无效。 

一、 填空题（本大题共 20个空，每空 1分，共 20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WiKi的中文是_______。 

2、世界上最早也是最著名的独立微博网站是成立于 2006年的______________。 

3、按照表现形式，媒体分为________________、有声媒体、影音媒体以及_____________。 

4、HTTP的中文为____________________。 

5、网络推手推动的对象包括：企业、___________、事件以及个人。 

6、传播主要包括两大形态，即_________________和人际传播。 

7、新媒体战略中，影响力至上的“影响力”包括公信力、______________和实力。 

8、新媒体的特性：观念新、技术新、手段新和_____________。 

9、按照传播介质分，媒体可分为广播式媒体、平面媒体和______________。 

10、三网融合，是指电话网、_____________和广电网三大网络在业务形态上相互渗透相互

合作。 

11、新媒体的核心特征：及时和_____________。 

12、HTML的中文为____________________。 

13、媒体共振包括六大环节，分别是：缘起、__________、互动、升华、__________和迸发。 

14、新媒体的经营之道，主要包括___________、免费和无聊三种策略。 

15、新媒体的两种传播形态，分别为____________________和大众化的人际传播。 

16、________________指借助于网络媒介进行策划并推动某个特定对象，使之产生影响力和

知名度的个人或组织。 

17、新媒体是以满足受众“___________”为根本目的，以应用最新技术为手段的现代化信

息传播体系。 

18、新媒体受众的特色：隐蔽性与公开性、广泛性与窄众性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6个小题，每小题 5分，共 30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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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媒体 

2、人际传播 

3、云计算 

4、播客 

5、SNS 

6、网络舆情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5小题，每小题 8分，共 40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微博的特点 

2、“六度空间”理论 

3、中国新媒体受众的特点 

4、新媒体广告的创新 

5、新媒体“免费”策略的正确实施目标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5分，共计 30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分析并举例说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相互融合。 

2、分析并举例说明网络游戏盈利模式的演变。 

 

 

新媒体概论参考答案 

一、填空（本题共 20 个小题，每小题 1分，共计 20分） 

1、维基        2、推特/Twitter      3、平面媒体  多媒体     4、超文本传输协议 

5、品牌          6、大众传播          7、创造力              8、效果新 

9、网络媒体      10、互联网           11、互动                12、超文本标记语言 

13、推动  聚合   14、长尾             15、人际化的大众传播   16、网络推手 

17、需要         18、干扰性与严谨性 

 

二、名词解释（本题共 6个小题，每小题 5分，共计 30分） 

1、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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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报刊、广播、电视等）新出现的传播形式，目前主要指互联

网、手机和户外媒体等，具有数字化、网络化等特点。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

每个时代都有其所谓的新媒体，每一种新媒体也都终将成为旧媒体。 

答题要点：互联网、手机和户外媒体等；数字化、网络化；相对的、动态的概念； 

评分标准：（1）知识点要点齐全，则起评分在 4 分以上，少一个知识点或每个知识点的解

释不完整则酌情减 1——2分；（2）就知识点详细展开论述，酌情给分 1——2分；（3）字

迹是否工整，论述是否流畅，酌情给分 1——2分。 

2、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是指人们在交往中相互传递、交换信息，从而产生人与人之间相互吸引、认知

与作用的社会关系网络。 

答题要点：相互传递、交换信息；相互吸引、认知与作用；社会关系网络 

评分标准：（1）知识点要点齐全，则起评分在 4 分以上，少一个知识点或每个知识点的解

释不完整则酌情减 1——2分；（2）就知识点详细展开论述，酌情给分 1——2分；（3）字

迹是否工整，论述是否流畅，酌情给分 1——2分。 

3、云计算 

   把各种通过网络提供需求，再通过网络响应，以非常容易扩展的方式把强大的计算能力

提供给最终用户使用的服务，称之为云计算。 

答题要点：通过网络提供需求；网络需求；强大的计算能力 

评分标准：（1）知识点要点齐全，则起评分在 4 分以上，少一个知识点或每个知识点的解

释不完整则酌情减 1——2分；（2）就知识点详细展开论述，酌情给分 1——2分；（3）字

迹是否工整，论述是否流畅，酌情给分 1——2分。 

4、即时通讯 

   即时通讯（Instant Messenger，简称 IM），是指能够即时发送和接受互联网消息的业

务。一般它的表现形式是若干个终端服务软件通过一个通讯网路的服务器相互进行即时的信

息联系。 

答题要点：即时发送和接受互联网消息；若干个终端服务软件 

评分标准：（1）知识点要点齐全，则起评分在 4 分以上，少一个知识点或每个知识点的解

释不完整则酌情减 1——2分；（2）就知识点详细展开论述，酌情给分 1——2分；（3）字

迹是否工整，论述是否流畅，酌情给分 1——2分。 

5、S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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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S，全称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即社会化网络服务，专指帮助人们建立社会

性人际关系交流的互联网应用服务，一般把它简称为社交网络。 

答题要点：社会化网络服务；建立社会化人际关系交流 

评分标准：（1）知识点要点齐全，则起评分在 4 分以上，少一个知识点或每个知识点的解

释不完整则酌情减 1——2分；（2）就知识点详细展开论述，酌情给分 1——2分；（3）字

迹是否工整，论述是否流畅，酌情给分 1——2分。 

6、网络舆情 

   网络舆情是由于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

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 

答题要点：各种事件的刺激；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 

评分标准：（1）知识点要点齐全，则起评分在 4 分以上，少一个知识点或每个知识点的解

释不完整则酌情减 1——2分；（2）就知识点详细展开论述，酌情给分 1——2分；（3）字

迹是否工整，论述是否流畅，酌情给分 1——2分。 

 

三、简答题（本题共 5个小题，每小题 8分，共计 40分） 

1、微信的特点 

   （1）微信适应了受众对于陌生社交的极大需求； 

   （2）碎片化的信息需求促成了“微信公众平台”的兴起； 

   （3）平台化的生态建设是微信成为这一行业翘楚的重要保证。 

答题要点：对陌生社交的极大需求；碎片化的信息需求；平台化的生态建设 

评分标准：（1）知识点要点齐全，则起评分在 6 分以上，少一个知识点或每个知识点的解

释不完整则酌情减 1——2分；（2）就知识点详细展开论述，酌情给分 1——2分；（3）字

迹是否工整，论述是否流畅，酌情给分 1——2分。 

2、“六度空间”理论 

   “六度空间”理论也被称为六度分割理论或六度分隔理论，最早于 1967年由哈佛大学的

心理学教授米尔格兰姆提出。它可以简单表述为：世界上任何两个互不相识的人之间所间隔

的相识的人不会超过六个。可以这么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可以认识到这个星球上的任

何一个陌生人。 

答题要点：两个互不相识的人；不会超过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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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1）知识点要点齐全，则起评分在 6 分以上，少一个知识点或每个知识点的解

释不完整则酌情减 1——2分；（2）就知识点详细展开论述，酌情给分 1——2分；（3）字

迹是否工整，论述是否流畅，酌情给分 1——2分。 

3、中国新媒体受众的特点 

   （1）“免费”称为中国新媒体受众中的首位习惯； 

   （2）中国新媒体受众的娱乐需求远远大于新闻需求； 

   （3）中国新媒体受众的版权意识缓慢推进。 

答题要点：“免费”；娱乐需求；版权意识缓慢推进 

评分标准：（1）知识点要点齐全，则起评分在 6 分以上，少一个知识点或每个知识点的解

释不完整则酌情减 1——2分；（2）就知识点详细展开论述，酌情给分 1——2分；（3）字

迹是否工整，论述是否流畅，酌情给分 1——2分。 

4、新媒体广告的创新 

   （1）新媒体广告的创新首先得益于技术的不断发展； 

   （2）新媒体广告的创新也得益于自身思维的突破，广告不再延续以往固化的单向灌输，

追求展示时间长、位置明显以及说明详尽，而是考虑如何吸引受众兴趣、引导受众产生需求，

寻求与受众之间的互动。 

   （3）新媒体广告的创新更得益于渠道的扩展，从最初可以发布图片广告、文字广告的相

关内容网页，到之后可以进行口碑营销的博客，再到承载视频、动画贴片广告的播客，直至

拓展到数字电视、户外电视、手机等各种新型的移动终端，以前所未有的覆盖度与受众的工

作、学习以及生活环境进行最亲密的接触，通过渠道的扩展给自己的生产与发展带来了广阔

的创新空间。 

答题要点：技术的不断发展；自身思维的突破；渠道的扩展 

评分标准：（1）知识点要点齐全，则起评分在 6 分以上，少一个知识点或每个知识点的解

释不完整则酌情减 1——2分；（2）就知识点详细展开论述，酌情给分 1——2分；（3）字

迹是否工整，论述是否流畅，酌情给分 1——2分。 

5、新媒体“免费”策略的正确实施目标 

   （1）培育习惯，强化需求。应该通过为用户服务，满足用户的基本需求，并通过服务过

程中的免费，进一步强化用户对这种需求的依赖度，从而培育用户的使用习惯，进而把它转

化为用户对于服务自身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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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弃旧扬新，创造需求。在旧有收费模式难以为继的时候，可以通过改变观念与思路，

舍弃原先的固有收入，以免费服务稳定用户，甚至发展新用户，通过新的方式 创作新的需

求，并在用户群持续扩张的基础上，实现更大的业务收入增长。 

   （3）建设平台，搭载需求。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受众及用户在新媒体中的作用越来

越大，由用户创造并提供内容的理念逐渐深化，新媒体正在由运营者与用户共同搭建。运营

者不仅要更彻底地推行免费策略，更要寻找一条走向共赢的出路，那就是共生平台的建设。 

答题要点：培育习惯，强化需求；弃旧扬新，创造需求；建设平台，搭载需求 

评分标准：（1）知识点要点齐全，则起评分在 6 分以上，少一个知识点或每个知识点的解

释不完整则酌情减 1——2分；（2）就知识点详细展开论述，酌情给分 1——2分；（3）字

迹是否工整，论述是否流畅，酌情给分 1——2分。 

 

四、论述题（本题共 2个小题，每小题 15分，共计 30分） 

1、分析并举例说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相互融合。 

答题要点：新媒体的传统化；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化；举例。 

评分标准：（1）知识点要点齐全，则起评分在 12分以上，少一个知识点或每个知识点的解

释不完整则酌情减 2——5分；（2）就知识点详细展开论述，酌情给分 2——5分；（3）字

迹是否工整，论述是否流畅，酌情给分 1——3分。 

2、分析并举例说明网络游戏盈利模式的演变。 

答题要点：网络游戏的概念；虚拟娱乐经济现象；从按时消费向按需消费的转变；原罪与市

场的博弈。 

评分标准：（1）知识点要点齐全，则起评分在 12分以上，少一个知识点或每个知识点的解

释不完整则酌情减 2——5分；（2）就知识点详细展开论述，酌情给分 2——5分；（3）字

迹是否工整，论述是否流畅，酌情给分 1——3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