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obe China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Program

中 国 教 育 计 划

Adobe After Effects 6.5 考试大纲 

ACCD/ACPE 获取流程

1、 在合法的 ACTC（Adobe 授权培训中心）参加认证培训，只有经过 ACTC 培训的学

员，才有资格申请参加 ACEC（Adobe 授权考试中心）的考试，并在考试合格后获得

ACCD/ACPE 证书。目前您可以在全国一百多家 ACTC 中就近选择参加 8 个 Adobe 主

要软件产品的培训。

查看合法 ACTC 名单：

http://www.myadobe.com.cn/adobeedu/actclist.htm 

2、 仔细阅读和理解本考试大纲，根据标准教材复习相关主题。

查看标准教材：

http://www.myadobe.com.cn/adobeedu/book.htm 

3、 您经过培训后，应获得 ACTC 结业证书和学员编号，凭这两个资料和本人身份证（或

护照、军官证等）就可以到任意一家 ACEC（Adobe 授权考试中心）报名参加考试。

查看合法 ACEC 名单：

http://www.myadobe.com.cn/adobeedu/aceclist.htm 

4、 通过 Adobe 某一软件产品的认证考试者，即可获得针对该产品的 Adobe 中国产品

专家（ACPE）称号。一年之内通过 Adobe 软件产品认证考试组合，即可获得相应的

Adobe 中国认证设计师（ACCD）证书和称号。

关于 ACCD/ACPE 认证证书请参见：

http://www.myadobe.com.cn/adobeedu/zhengshu.htm 

5、 其它问题请参见：

http://www.myadobe.com.cn/adobeedu/faq.htm 

6、 投诉和疑问请在：

http://www.ddc.com.cn/bbs/forumdisplay.php?f=3 

7、 其它资源：

关于 Adobe 中国教育认证计划（CECP）管理章程请参见：

http://www.myadobe.com.cn/adobeedu/zhangcheng.htm 

关于 Adobe 中国认证教师（ ACCI ）请参见：

http://www.myadobe.com.cn/adobeedu/acciguanl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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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After Effects 6.5 试题说明：  

考题数量：考试试题共 40 道

考试时间：90 分钟

试题种类：单选题和多选题

1、 工作区和项目管理 （3 道题）

掌握 Project Settings 对话框中的各个选项的功能

掌握 Preference 对话框中各个选项功能

熟练使用 After Effects 中各个浮动调板（包括：Time Control，Audio）

熟练使用工具箱中各个工具

熟练掌握预览和处理合成图像、项目以及素材的过程及其涉及选项

2、 导入和处理脚本素材 （3 道题）

掌握 After Effects 可支持 Adobe 其它软件（包括：Photoshop、Illustrator 和 Premiere）的各种文件格式（包

括：PSD、AI、EPS 和 prproj）

掌握导入动态素材的方法

掌握如何在 After Effects 的项目中使用交错场视频

3、 建立二维合成 （4 道题）

掌握 Composition Settings 对话框中各个选项的功能

掌握 Composition 窗口中各按钮及选项

掌握 Timeline 窗口中的各项设置及按钮的功能，并能解释其使用方法

熟练掌握创建二维合成的方法

4、 使用动态图层 （5 道题）

掌握在 After Effects 中合成创建图层的过程中涉及到的各选项，图层中各开关图标的功能

掌握在 After Effects 中操作关键帧的各种方法：设置、复制、移动、变化以及转化关键帧性质和设置关

键帧插值选项

熟练使用 After Effects 中的 Motion Path，以及通过动态路径实现旋转、延迟、加速、减速动画

熟练使用父子关系图层（Parent Layer）创建动画

熟练使用 Time Stretch，Time Remapping 和 Posterize Time 命令

5、 使用蒙板和抠像 （4 道题）

熟练使用透明属性，并掌握各种关于透明度的术语

熟练掌握各种类型蒙板的创建方法

熟练掌握 Track Mattes 的使用方法

熟练使用 Keylight 去背

6、 创建动态文本 （3 道题）

掌握创建文本图层的方法

熟练使用格式化字符和段落的各选项

熟练使用 Source Text 属性

熟练使用 Animator Groups

7、 使用效果 （7 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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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掌握各种应用和控制效果的各选项

熟练使用 Distortion 效果（包括：Liquify，Wave）

熟练使用 Warping、Gradient Wipes 和 Displacement Mapping

熟练使用 Particle Playground

了解各种 Audio 效果

8、 创建三维合成 （3 道题）

了解二维合成和三维合成之间的区别

掌握使用 3D 图层的方法

熟练掌握在三维合成中，设置 Camera Setting 和 Light Settings 对话框的方法

了解各种 3D 预览选项及要求

掌握如何使用带 3D 通道的文件格式，以及提取并利用它们的 3D 通道信息

9、 使用 Motion Tracking 特性 （2 道题）

掌握如何设置和准备 Motion Tracking

熟练使用 Tracker Controls 浮动调板中各选项

10、 使用表达式 （2 道题）

了解表达式（Expression）的特性和功能

熟练使用表达式完成特定的需求

11、 渲染电影 （4 道题）

了解 After Effects 中渲染的相关选项

熟练使用 Render Queue 窗口渲染电影

熟练掌握各种视频格式及输出时的相关选项（格式包括：QuickTime，RealMedia，Windows Media）

了解如何建立并进行网络联机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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