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obe China Education Certifi cation Program 

 中 国 教 育 计 划 

 Adobe InDesign 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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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obe InDesign CS 试题说明： 

 考题数量：考试试题共 50 道 

 考试时间：90 分钟 

 试题种类：单选题和多选题。 

 1、 常规信息（3 道题） 

 了解 Adobe InDesign 的特征、与同类软件的区别 

 掌握以 Adobe InDesign 为核心的工作流，包括：于其它软件协同工作，导入时利用正确的转换器、模板、

文件恢复，文件转换包括 PageMaker, QuarkXpress 等 

 了解 Adobe InDesign 的体系构造是如何通过 Plugins（插件）和 Scripts（脚本）来支持其功能的可扩展性 

 2、 设置文件（6 道题） 

 掌握程序预置和文档预置设置的区别 

 掌握利用创建新文档的方法 

 掌握在一个文档中页面浏览的方法。包括：Navigator（导航），Pages（页面）调板，Hand Tool（手形工具），

拖曳滚动等 

 掌握使用辅助线和网格创建文档结构的方法，包括：辅助栏，辅助条尺，基线网格，文档网格等 

 掌握利用图文框工具创建并设置图文框的方法 

 掌握 InDesign 中运用图层来组织不同对象的方法，包括：图层的显示、图层的锁定，图层的叠加，图层

的堆叠顺序，图层的选定，图层的复制，图层的合并，图层的合并 

 3、 文字处理（10 道题） 

 掌握使用调板和调板浮动菜单布局文本的方法，包括：Character（字符），Paragraph（段落），Table（表

格）及 Story（文章）调板 

 掌握文本菜单、字形调板、上下文相关菜单插入特殊字符 

 掌握文本框处理文本，包括：续接（Text Threading），文本框属性，尺寸修改，文本绕排（Text Warp），

选定文本 

 掌握调板、调板浮动菜单和预置选项处理文本的排版，包括：Paragraph（段落）调板，Character（字符）

调板，Preference（预置），多种 Grid（网格）；以及中文排版中必须设置的选项，包括：Kinsoku（避头避

尾），Mojikumi（字符间距挤压）等； 

 掌握字体和段落调板创建、应用、导入及修改样式的方法，包括：Paragraph Styles（段落样式）调板，

Character Styles（字符样式）调板和 Named Grid（网格样式） 

 掌握 Find/Change（查找 / 替换） 和 Check Spelling（拼写检查） 替换并编辑文本的方法 

 理解 OpenType、 TrueType 和 Type 1 fonts 字体的优缺点 

 4、  绘图及物体的排列变形处理（9 道题） 

 熟练使用适当的工具创建并编辑路径，包括：Pen（钢笔）工具、Scissors（剪刀）工具、Stroke（描边）调板、

Selection Tool（选择工具）、Direct Selection Tool（直接选择工具）等

  掌握适合的路径工具创建、编辑或在路径上添加文本的方法 

 掌握 InDesign 中修改矢量对象的各种功能，包括：使用 Creating Outline（创建轮廓）命令把转换文字曲

线为路径，Compound Path（复合路径），Arrange（排列）和 Transform（变换）对象 

 掌握 Pathfinder（路径寻找器）的使用方法 

 掌握路径应用描边的方法，各种类型描边的描边的创建方式以及描边样式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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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 InDesign 的各种功能特征修改图文框内容，包括：Clipping Path（裁剪路径），Clipping Path（剪辑路

径）的使用，修改和排列图文框内对象，修改图文框等 

 掌握 Adobe InDesign 文档里创建和修改表格的方法，包括：Table（表格）调板和菜单中的选项 

 5、  颜色处理（3 道题） 

 理解说明 Spot Color（专色）与 Process Color（印刷色）的不同之处，并说明各在何种情况下使用 

 掌握创建、编辑RGB, CMYK及L*a*b颜色并应用至对象的方法，包括：工具箱、Color（色彩）、Swatch（色

样）和 Stroke（描边）等 

 利用适当的调板和工具应用渐变至对象并进行修改 

 解释颜色管理的目的，理解在 Adobe InDesign 工作流中的颜色处理 

 6、  透明处理（3 道题） 

 掌握在 Adobe InDesign 中 Transparency（透明）调板的使用 

 掌握对某一对象应用透明的方法，包括：Drop Shadow（投影）、Feather（羽化） 

 理解 Adobe InDesign 如何支持对置入的 Photoshop, Illustrator 文件运用透明特性 

 拼合透明对象以及 Flattenner Style（透明拼合样式）的使用 

 7、  文件的输入和输出（8 道题） 

 置入文本和图片时选择适当的方法及文件格式（格式包括： EPS, TIFF, PDF; RTF, DOC；方法包括：置

入、复制 / 粘帖） 

 掌握利用 Links（链接）调板管理置入的图片的方法 

 掌握 Preflight（预检）和 Package（打包）检查和收集文档 

 熟悉在 Adobe InDesign 中打开Adobe PageMaker or QuarkXPress 时的情况（版本包括：PageMaker 6、5x, 7、

0；QuarkXPress 3、3x - 4、1） 

 了解如何在工作组中利用 Adobe InDesign 的 Version Cue 特性管理共享文件 

 了解创建导入 Tagged Text（标记文本）文件 

 8、  长文件管理（3 道题） 

 了解使用 Book（书籍）功能创建和管理一本书的方法 

 掌握使用适当的工具调板和命令创建目录及索引的方法，包括：Index（索引），TOC（目录） 

 利用 Hyper Links（超链接）调板创建管理超链接 

 掌握使用脚本、InBoklet 或 Imposer Pro 对多页文件进行拼版的方法 

 9、  印前和输出打印（3 道题） 

 了解打印机驱动程序和 PPD 的作用，包括其在 PostScript 印刷流程中的作用 

 了解打印至 PostScript 与非 PostScript 打印装置的区别 

 掌握使用适当的打印机驱动程序和 PPD 来选定并配置一台 PostScript 打印机的方法 

 掌握为不同输出方式预备文档的方法，输出方式包括：Seperation( 分色输出 )，Composites( 合成色 ) 输出，

Printers Marks( 打印机标记 )，Trapping（陷印）、Trapping Style（陷印样式）和 Printer Style（打印机样式） 

 掌握使用 Ink Manager（油墨管理器）管理油墨的方法 

 10、  跨媒体出版（2 道题） 

 掌握输出 InDesign 文档为 XML 或 SVG 的相关选项和设置 

 掌握输出 InDesign 文档为 PDF 或 EPS 的相关选项和设置 

 掌握 PDF 样式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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