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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媒体环境下的互动广告创意

□ 戴海波

【摘    要】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互动广告的创意已经突破传统媒体与受众的情景式互动，更多的是关注如

何让受众融入到广告本身的情节和环境当中，充分调动视觉、听觉等感官乃至产生思维和情感的共鸣，从而达到更

好的传播效果。本文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互动广告创意的三个基本要素，提出了互动广告创意的方法，并从过分依

赖奖励机制、设计的不完善性和存在强制性因素等三个方面论述其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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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广告，即新型的网络广告和建

立在计算机视觉和虚拟现实等技术基础

上的感应式广告。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

展，互动广告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媒

体与受众的情景式互动，更多的是考虑

如何让受众融入到广告本身的情节和环

境当中，充分调动视觉、听觉等感官乃

至产生思维和情感的共鸣，达到更好的

传播效果。因此，在新媒体环境下，互

动广告的创意则要求广告创作者利用数

字技术，通过一定的场景或情节设计，

使广告中的产品更真切地呈现在受众面

前，与不同的受众产生不同的独特互动

和联系，从而使受众获得独一无二的参

与感。

一、新媒体环境下互动广告创意的

基本要素

新媒体的数字化、互动性和时空自

由性的三个特征，为互动广告的蓬勃发

展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使互动广告

创意从传统媒体环境下简单的情景互动

设计中解放出来，更多地延伸到网络广

告这一领域，并在技术上更加依赖计算

机系统和数字信息处理技术。在传播机

制上，将互动这一环节由传统媒体中单

向输出到受众接收再到反馈，变成网络

上双向和多向的交互式沟通，凸显了互

动的本质意义，提高了传播效果。这种

以“交互式沟通”为本质的互动广告创

意必须包含以下几个基本要素：

（一）互动机制

在进行互动广告设计之前，首先应

该确立一套完整的互动机制，包括互动

目标的确立、互动内容的构想、互动媒

介的选择和互动效果的预测四个方面。

1. 互动创意的目的性。即互动目

标，非互动性的广告创意构思一般以单

向传播为主，而互动广告创意则要改变

创意视角，从受众的角度进行切入，考

虑受众在互动的过程中能够注意到或者

体验到什么，以此为目标进行逆向思维

的创意。

2. 互动内容的构想。这是互动机制

中最重要的部分，互动内容的构想直接

影响到互动效果的好坏。这就要求在构

想互动内容时必须突出受众最感兴趣的

信息，加强互动创意的趣味性、情节性

和规则性。

3. 互动媒介的选择。即选择何种

媒介承载创意以达到最好的传播效果。

例如要想达到及时快捷、受众明确的目

的，就可以选择手机媒体；咨询式互动

广告则适合在数字电视上投放；而一些

文本链接式的或浮动广告则多选择在网

络上投放等。

4. 互动效果的预测。在创意进行投

放之前，结合目标受众对互动可能引起

的反响进行简单的预估，可以参考相关

类型的互动广告的效果，也可以在投放

之前进行问卷调查，结合客户数据进行

系统分析。

（二）体验式设计

体验是受众在互动过程中呈现的

一个主观状态，即不管最后受众是否被

广告所影响产生购买行为，他都已经参

与了这个过程，并获得了一定的感受。

而不可否认，受众的体验感越深刻，所

获得印象也就越深，广告效果也就越明

显。就像斯科特·麦克凯恩曾经提出：

“创造一种独特的氛围，用一种令人感

到赏心悦目的方式来提供服务，你的顾

客为了这种舒适的过程而愿意为之付

费。”① 这就要求体验式设计应该以受

众视角为第一视角，通过创建情景、塑

造氛围，使受众能够在这个情景中展开

活动，获得感官上的刺激和情感上的体

验。在这个活动过程中需要提供给受众

足够的信息和逼真的细节，这样顾客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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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获得主观感受的同时，注意到商品

的特性和品质。

（三）个性化

在新媒体环境下，互动广告创意的

极致就是关注到每一类受众中的每一个

独特的个体，从而展开极具个性化诉求

的创意。这种个性化往往体现在互动形

式的个性化。例如，三星GALXY S4手

机在街头展开了一系列个性化的互动设

计，即路人只要在各种干扰下盯住屏幕

一定时间即可获得三星手机一部。类似

的设计在国外很常见，在人来人往的街

心，面对众人的旁观，感应式的互动机

器会对你提出各种让你瞠目结舌的个性

化要求，跳舞、跪拜等等，无不引发众

人好奇和惊叹，在彰显个性化的同时也

达到了互动广告创意的目的性。

（四）人性化

传统媒体环境下衍生出的“传者中

心论”，使信息发布者很难照顾到受众

的感受，而“新媒体”的普及使得每一

位受众都成为了潜在的焦点，由此，当

前环境下的广告更多的关注到受众本身

的感受和态度。对于互动广告而言，要

使受众获得愉悦的体验和难忘的感受，

就必须在设计过程中充分利用人性化元

素，无论是界面设计、活动规则还是操

作流程、情节设计都要考虑到以受众为

中心，以他们的可参与性、可操作性和

舒适性等因素为首要前提。

（五）震撼力

虽然早在2007年就有人用SPT理论

（即可搜索性、可参与性和可标签化原

则）更新了原有的“ROI”创意评价标

准，但在这个充斥着各色广告的今天，

互动创意的震撼力和吸引力依然不可或

缺。②这种震撼力是以往传统互动广告

所不能及的，传统意义上互动广告的新

颖性主要依靠视觉就可以完成，而新媒

体环境下的互动广告不仅仅需要数字技

术的支持，且需要受众的视觉听觉和肢

体的参与，这种互动下的震撼力是触及

整个身体和思维的。受众会惊讶于互动

过程中技术带来的独特体验，会好奇，

会思考，会有喜悦和紧张感，因此一则

优秀的互动广告应该以完备的技术和适

度夸张的表现设计为基础，带给受众从

未有过的震撼力。

二、新媒体环境下互动广告创意方法

“互动广告创意突出的一点是

将创意的空间和主动权下放到受众手

中。”③而这种创意性直接体现在“互

动”这一环节上，广告人员在进行创意

构思的过程中，首先就要营造一个角色

互动的环境，要从广告接收者的角度出

发，使广告成为连接受传双方的桥梁，

通过广告本身与受众沟通，使受众对广

告中场景、元素和情感产生共鸣，有一

种置身其中的融入感，从而加强受众对

产品的好感和增加印象。

（一）从AIDMA到AIDEES

传统的受众接受广告信息的处理

模式是AIDMA，即注意—兴趣—欲望—

记忆—购买行为。而新媒体环境下广告

相对传统媒体下的广告则突出了受众主

动参与的过程，由此日本电通广告公

司提出了新的AISAS模式，即关注—兴

趣—搜索—购买—分享。受众可以利用

手中掌握的多媒体资源对感兴趣的产品

进行主动性的关注和搜索。而此时的互

动广告则在此基础上更加突出产品与受

众的互动，因此互动广告创意需要考

虑的是如何在兴趣和记忆之间加入体

验的过程，使顾客更真切地与产品进

一步接触。于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模式

AIDEES：关注—兴趣—欲望—体验—

热情—分享。该模式明显突出了人们对

于体验的需求。这其实给创意设计者提

供了一种设计的思维方向，即突出互动

环节，强化体验设计。针对突出互动环

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发挥新媒体的互动性，为受众提

供不同的互动模式

新媒体的互动性使其迅速成为广

告传播的最佳媒介。在双向的交流中，

消费者能够充分融入到广告传播中，信

息随着消费者的参与而演绎。人们在好

奇心、新鲜感的驱使下，能够主动地寻

找、接收信息，这种新鲜而富有趣味的

过程会给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并使传

播效果深入人心。广告的互动化之所以

引人注目，正在于它的互动性所产生的

乐趣和互动接触，能够使消费者在互动

交流中感受产品、品牌信息。这种通过

互动、娱乐的方式使产品与受众建立起

的联系，更能深入人心，引起关注。因

此，在设计互动环节时，要尽量避免乏

味、枯燥的技术术语，多采用情节性、

趣味性的叙事技巧吸引受众，把受众的

情感和情绪与商品连接起来。同时，要

考虑到不同受众的不同层次的需求，提

供个性化的发挥空间。

2. 以实用的免费资源吸引受众参与

每个人都期望有意外的，免费的惊

喜，这是人的本性。受众在参与广告互

动的过程中，如果能得到一定的免费资

源会提高其参与的积极性。在互动广告

创意过程中，创作者可以通过设置“奖

励”，比如免费赠品、折扣等，来吸引

消费者主动参与互动，从而获得免费资

源。心理学认为，行动源于需要而发于

诱因，互动要有驱策力。“奖励”诱因

是目标受众对行销活动产生行动的原动

力。在互动环节中，免费的资源或者奖

励机制是为了吸引受众参与，但也要有

一个度的限制。免费的资源应该存在于

有趣的互动环节之后，是迎合品牌、产

品本身诉求点的一种链接式的，相关的

回报。就像做啤酒品牌的互动广告可以

考虑提供足球赛、音乐节的门票作为奖

励；做生活类杂志的互动广告，可以提

供受众与养生专家交流的机会等。甚至

还有一些品牌选择公益为切入点，并非

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回馈，只凭借

互动环节本身就可以给受众和社会带来

切身的方便和资源的节约。

例如，阿尔山矿泉水在矿泉水瓶本

身做文章，在瓶身的包装纸上加上一层

可刮涂技术，集体饮用时，每个人不仅

可以在自己饮用的瓶子上涂鸦书写，做

上自己独一无二的标签，而且这种做法

将会解决集体饮用时易混淆，喝错水，

浪费水资源的问题。这样一来，每个人

都会在这种互动涂鸦的过程中获得小小

的乐趣，获得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还在不知不觉间减小了水资源的浪费率，

于己于社会都有益。这也是一种免费的资

源，只不过是一种无形的资源，但这种互

动设计就高明很多，不仅没有增加企业本

身的成本，且在参与者拍下自己的“作

品”像朋友展示，相互传播的过程中，

就大大提高了品牌本身的知名度和好感

度。若这种互动设计能做到线上与线下

相结合，将会得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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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互动内容贴近受众日常生活，淡

化商业营销色彩

以受众熟悉的场景和情节进行创意

设计，从受众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往

往能够在第一时间唤起受众的共鸣，从

而引起关注和投入。生活这个大舞台永

远是设计者攫取设计灵感的最佳来源，

这就要求创作者要善于观察受众的生

活习惯和规律，找到最适合的切入点。

同时，避免在广告中强行贴入过多的营

销成分，消除受众对商业营销的反感心

理。在多乐士的一则互动广告创意中，

以受众关心的问题“下班沉默症”为切

入点进行创意延伸，推出了“一百万个

多彩开始”的网络互动广告，诉求点是

帮助受众克服“上班侃侃而谈，下班沉

默不语”的社会问题。参与者可以通过

参加网站上的色彩互动游戏和剧情，真

实面对生活中常见的上班力不从心、应

酬交际八面玲珑、回家疲惫不堪等5种

问题，可以在游戏的同时获得解决问题

的方法。这则互动广告创意的成功之处

在于它的诉求点能够和众多受众的心理

需求达成一致，能够使参与者在互动中

找到现实生活的共鸣感，从而引发密切

关注和积极参与。因此多观察受众，多

了解生活是产生创意的最佳途径。

（二）追求创意与技术的完美融合

创意代表一种独特的思维，一种

灵感的迸发，它涉及到更多感性层面的

需求。而技术在新媒体这一特定环境下

则具体关系到复杂、科学的网络，以及

数字信息处理技术。因此，在新媒体环

境下，成功的互动广告必须是创意与技

术的完美融合。华扬联众创意总监王雪

松认为“在这个时代，好的创意肯定需

要好的技术去实现；而创意也必须有对

于技术的一个基本理解，才能做出更好

的东西来。所以我们不可能单方面地强

调其中的某一个。”④随着新媒体技术

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二维码广告、镜

面广告、触控技术广告、空间感应技术

广告等互动广告以其“互动性”“娱乐

性”“技术性”越来越得到受众的青

睐，这些广告形式依托于一定的新媒体

技术，对于具体媒介的要求是灵活多变

的，是针对消费者所处的环境与消费需

求，为消费者量身定做的广告形式。设

计者通过程序的编写来实现脑海中模拟

的互动过程，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不同的

设计者，但二者必须相互理解才能完美

融合。

近期，肯德基为了推广新品“被

蛋卷”，在众多城市的地铁站推出了一

则互动广告，受众可以利用LED大屏触

控技术，现场模仿早餐新品“被蛋卷”

的制作过程。该广告是建立在计算机视

觉和虚拟现实等技术基础上的，并采用

了红外感应Airscan装置，在不影响LED

显示屏整体外观的情况下，具备抗光干

扰，及时捕捉触摸者的一举一动等优良

特性。它使得普通视频广告可以根据人

体动作而产生相应变化，从而增强了互

动体验的现场感和参与过程的游戏感。

应该说，肯德基的这则互动广告是创意

与技术的完美融合，缺了技术，则流于

传统，缺了创意，则过于平庸，无法吸

引受众的注意。

三、新媒体环境下互动广告创意存

在的问题

与传统广告相比，新媒体环境下的

互动广告在表现手法和内容设置上都有

很大进步，但是，很多互动广告却打着

“互动”的幌子，并没有真正发挥它应

有的优势在创意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

（一）过分依赖奖励机制

互动广告设置奖励机制体现了人

的“趋利性”本能，但以奖品为诱因的

互动活动容易使受众产生投机心理，国

内很多网络互动广告都带有一定的博彩

性质，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互动广告的健

康发展。例如，互联网上很多富媒体链

接会采用折扣和减价的方式吸引受众，

微博上经常会出现“转发该微博就有机

会获得某某奖品”，以及利用移动终端

扫描二维码来兑换积分等类型的互动形

式。这些以奖励为诱因的互动广告一旦

被过度采用，一方面会造成互动形式流

于单一，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创作者的

“急功近利”，把广告创意简单替换为

奖励机制。

（二）设计的不完善性

由于创作者的设计思维和技术水

平的限制，导致很多互动广告在互动体

验性方面存在缺乏人性化、可靠性设计

和互动不完整性等问题。受众在参与互

动的过程中往往会透露私人信息，如果

互动环节设计不到位，则会造成应用系

统漏洞，导致受众个人信息被泄露。有

的互动广告由于过分强调创意而忽略品

牌宣传的目的，或者过度植入广告而掩

盖互动创意性，使互动广告失去了“互

动”的本质。

（三）存在强制性因素

这些强制性往往体现在：鼠标碰到

就会自动弹出网页的旗帜广告和弹出式

广告；参与互动活动以受众发布相关链

接到人人、微博等社交网站为前提；通

过定点“推送”彩信进行推销。更有一

些互动广告，以一定诱因吸引受众参与

互动环节，如果受众按照系统强制的流

程进行，则互动机会顺利进行，若给出

与系统答案相违背的回答，互动环节则

会戛然而止，这就意味着受众前面做出

互动尝试都将白费。这种强制性互动广

告是虽然以提供奖品吸引受众互动，但

是这种互动却忽略了受众的感受，是以

损害品牌美誉度为代价的。

四、思考

新媒体以其技术的日新月异和高

度互动的优势，为互动广告提供技术

支撑和创意来源。在互动广告创意的

过程中，创作人员要积极主动地探索

互动创意的原则与特征，合理设计互

动流程，力求极具个性化和独特性，

加强用户体验感，在最大程度上使得

产品或服务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和美

好感受。而在未来互动广告的发展之

路上，人本化和智能化是互动广告创

意设计的两大基本要素，代表了技术

与情感的完美融合，是互动广告创意

持续发展的根本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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