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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定项选择题(共 10 道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请将恰当的答

案前的字母填入括号中，多选、漏选或错选均不得分)

1.水会在 100 度的时候沸腾，在 O 度以下的时候会结冰，这种现象属于(
A. 不确定性现象

B.确定性现象

c.随机现象

D.个体现象

2. 如果问卷调查中有这样一道题"您认为一双中档皮鞋，合适的价格范围是
到

元?"这样的提问方法属于(

)。

兀

)。

A.是非题类提问方法

B. 评定量表式提问方法

c.投射测验法

D. 造句法

3. 移动公司在做平面广告时，有时除了一般的形象宣传广告，偶尔还会有大篇幅的文字
信息，上面详细列出了自己在当地的营业厅地址以及近期一些话费调整情况，虽然文字繁多，
但是并不乏读者，这主要是因为该信息具有)。
A. 有用性

B.支持性

c.刺激性

D. 趣味性

4. 海尔森的适应水平理论认为，人们对剌激作判断时会有一个参照点，该参照点受到如

下因素的制约，它们是)。
A. 注意集中的焦点剌激

B.背景剌激

c.有机体的内部活动

D. 有机体的外部活动

5. 人们常常根据商品本身的特点进行知觉分类，对此，经营者可以采用"区别"策略，把自

己的产品与著名商标的产品区分开来，在以下各品牌的广告语中，是运用"区别"策略对产品进
行分类的有)。

A. M&M 巧克力:只榕在口，不溶在于
B.七喜"非可乐类饮料"
c.艾维斯汽车租赁公司"我们是第二，所以我们更努力"
D. 百事可乐:新一代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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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偶尔听到有关于这个商品的宣传，随机性购买了一次，购买后发

现这个商品的确非常好，于是购买了第二次，最后成了这个商品的忠实消费者。消费者这一行
为变化过程属于(。
A. 经典条件反射

B. 操作性条件反射

C. 条件反射的泛化

D. 条件反射的分化

7. 在我国市场上，经常出现的商标主要有(

)。

A. 抽象型

B. 具象型

c.汉字型

D. 组合型

8. 1959 年霍夫兰德和詹尼斯提出了一种基于信息传播过程的说服或态度改变的模型，
该模型描述了说服过程中信息传递所关联的几个重要环节，包括(
A. 传递者

λ

B.意见传播

c.目标(接受者)

D. 周围情景

9. 理性广告诉求的优点是(

)。

A. 能给消费者提供准确的商品特性信息
B.表现形式生动，容易吸引消费者的注意
c.便于消费者对不同品牌的特性进行比较
D.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10. 根据情绪三因素说，情绪的产生是哪几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
A. 情感因素

B. 剌激因素

c.生理因素

D. 认知因素

)

二、判断题(共 10 道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请将判断结果填入括
号中，正确的填"~" ，错误的填 "X")

1 1.个体消费行为是指消费者寻找、购买、使用和评价用以满足需要的物品和劳务设施所
表现出的一切脑体活动。)

12. "相关"的情况可以分为正相关和负相关两种。)
13. 从大小知觉恒常性出发，可以更好地把握对象与周围景物的关系，通过调整它们之间
适当的比例，可以让人感受得更加协调，从而收到更好的效果。
14. 在条件反射的泛化中，泛化的程度与两个剌激的相似性密切相关。新剌激与原有剌
激越相似，泛化越小;相反，两者的差异越大，泛化越明显。)
15. 直接反映当前对象的是知觉映象，而把过去感知的对象在头脑中再现出来则称为表
象。
16. 境联策略是通过背景烘托广告对象的策略。(

17. 核心商标可以扩展到任意的新产品上，都可以使新产品获得大众的认可。(

)

18. 需要层次理论在哲学上的缺陷在于过于强调社会因素的作用，而忽视了自我的作用。
19. 在广告画面中，颜色的变化与人的情绪体验关系不大。)

20. BI 是一种动态的识别形式，它包括价值取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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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填空题(每空 1 分，共 10 分)

2 1.态度理论的三相心理模型指的是态度有三个成分，即认知的、情感的和
三个成分。
22. 总体的性质是由其所含

的性质决定的。

23. 20 世纪初，刘易斯 CLewis) 就注意到大众接受广告的心理历程，将其归纳为 AIDA ，指
的是广告作用于视昕者的注意、兴趣、欲望、

这几个心理历程。

24. 感受性指不同的人对反应剌激物的感觉能力。感受性是以

的大小

来度量的。

25. 提高记忆的信息量有三种主要方法，即把信息编成组块、
以及利用视觉记忆优势。

26. 认知策略在广告创意中的运用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组织策略;二是

27. 在商标扩展中，用于扩展的商标称为

新产品的

商标，这个商标用到新产品后就成了该

商标。

28. ELM 模型的基本原则是:不同的说服方法依赖于对传播信息作精细加工的可能性高
低。当精细加工的可能性高时，

路径特别有效。

29. 企业竞争力的三要素包括商品力、销售力、

四、名词解释(每小题 4 分，共 16 分)

30. 个性心理特征
3 1.因变量
32. 知觉推论
33. 三大联想率

五、简答题(共 2 道题，每题 10 分，共 20 分)

34. 什么叫创造想象?在广告设计中如何创造新形象?

35. 依据探索性因素分析，信息源(名人)应具备哪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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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例分析(本题 24 分)

36. 分析下面两个图形，并分别指出其给广告设计带来的启示。

图(1)

h咱

.1 ..

ν--

‘1' 1 唱'

区>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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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定项选择题{共 10 道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请将恰当的答案前的字母填入括号中，多
选、漏选或错选均不得分)

1. B

2. D

3. A

4.ABC

5. BC

6. B

7. ABCD

8. ABCD

9. ACD

10. BCD

二、判断题(共 10 道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请将判断结果填入捂号中，正确的填
的填 "X")

.J

]2. X

13. .J

14. X

15. .J

16. .J

17. X

18. X

19. X

20. X

1 1.

三、填空题(每空 1 分，共 10 分)
2 1.意向的
22. 个体
23. 行动

24. 感觉阔限
25. 增加对象的维度
26. 视觉策略

27. 核心

扩展

28. 中枢说服

29. 形象力
四、名词解释(每小题 4 分，共 16 分)
30. 个性心理特征，是指能力、气质、性格上的特点所构成的人们心理上的差异。它受人

的需要、动机、兴趣、信念和世界观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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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因变量，是指实验中拟测的指标，比如反映速度、记忆值、注意值、正误数、喜爱度等。
32. 所谓知觉推论，是指根据线索对客体作出某种结论。
33. 三大联想率，亚里士多德认为，一种观念的发生必然伴随另一种与它类似的、相反的
或接近的观念的发生。这种在空间上或时间上的接近、对比和类似的观念的联系，被称为三大
联想律:接近律、对比律和类似律。

五、简答题(共 2 道题，每题 10 分，共 20 分}
34. 不依据现成的描述而独立创造新形象的过程，叫做创造想象 ;(4 分)
在广告设计中，创造新形象的办法有:
(1)把有关各个成分联合起来使之成为完整的新形象 ;(2 分)
(2) 把不同对象中部分形象粘合成新形象 ;(2 分〉

(3) 突出对象的某种性质或它与其他对象之间的关系，从而创造出新形象。 (2 分)
35. 探索性因素分析指明，信息源(名人)应具备以下四个要素:

(1)品德。品德指的是做人，它涉及到名人的社会形象和个人修养 ;(3 分)

(2) 专业性。专业性，指的是名人对广告中所述问题(商品)具有的知识、经验以及对商品
的熟悉度 ;(3 分)

(3) 与商品的一致性。与商品的一致性指的是名人形象与商品特点之间的联系，身份与商
品档次的相称等 ;(2 分)

(4) 吸引力。吸引力涵盖了名人的外貌、举止和好感度或喜欢度。 (2 分)
六、案例分析(本题 21 分)

36. 要点提示:

图(1)属于两可图形，或叫双关图形。依据背景与对象的不同，可以看出这幅图中有两个
面对面的侧脸，也可以看出是一个白色的花瓶。 (6 分)
对广告设计的启示是:如果把一则特定的广告比作图形，把包括对于的同类产品广告在内

的周围剌激物看成背景，那么，该图形如何从背景中分离出.应称为广告设计策略的一个基本
点。在广告和包装的设计上，也必须把主要部分作为对象，其余部分作为背景，那些属于剌激
物的物理特征，如强大的、对比明显的、颜色鲜艳的特征等，均可用来加强对特定对象的知觉。
(6 分)

图 (2) 中由于画面中各元素的排列位置的特征，我们很容易能依次看出一个三角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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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形以及一个圆形的存在，虽然这些形状的边并不完整，这就是知觉对不完整信息的充满与

完善，即对于不完全的剌激，知觉倾向于将它充满与完善。这是过去经验对当前知觉作用的一
种表现，即部分剌激作用于感宫时，人脑中存贮的信息能够补充该事物的其他部分剌激的信
息，以产生一种完形。 (6 分)

对广告设计的启示:在广告中，有时设计者利用这种原则特意在画面上空着部分信息，让观
看者自己去完善。这一过程的本身，可能引起消费者的兴趣和快感，起到"奖励"作用。 (6 分〉

评判提示:

可依据以上要点进行评判，学生答题时必须结合理论，同时联系图片进行较深入的分析和

说明。分析不当之处应酌情扣分。
如果学生在把握基本理论要点的基础上能提出其他观点，并且言之有理、能自圆其说，亦
可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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