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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a richer lifestyle, the consumers' attention are gradually paid into interactive and innovative, and traditional form 

of a single medium is already difficult to meet the psychological needs of consumers. However, most of domestic bus stop advertising is 

static, missing the interactive with audience, and seldom open a discussion from the view of design for new outdoor media advertising 

interactiv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combed the definition, the background, th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advantages of interactivity of the 

new media advertising from the view of design study, which provided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for the design theory of the bus station 

advert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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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丰富，消费者的注意力逐渐投向广告的创新性与互动性，传统单一的媒介形式已很难满足消费者的

心理需求。但国内大多数公交车站牌的广告都是以静态为主，缺乏与受众群体的互动性，很少从设计学的角度对户外新媒体广告的互

动性展开探讨。因此，本文从设计学的视角对户外新媒体广告的互动性概念界定及产生背景、特征和优势进行梳理，是对研究公交车

站广告的设计理论提供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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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公交车作为最常用的公共交通工具之一，遍及全球。

因此，公交站牌媒介广告是广大受众每天接触的户外广告，

所以研究公交车站的广告对广告学的健康发展有推动意

义。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丰富，消费者的注意力逐渐投向

户外空间，传统单一的媒介形式已很难满足消费者的心理

需求。但国内大多数公交车站牌的广告都是以静态为主，

缺乏与受众群体的互动性。近年来我国周边发达地区以及

内地北京出现的新型媒体户外广告，纵观其成功，无不例

外是突出了广告的互动性与创新点，其创意引起业界专业

人士们不同凡响的欢呼声。[1]这些广告体现出的另类创意

使我感到十分有趣，并久久徘徊在脑海之中，重新拓展了

我对广告内容创意的认识和看法，也特别想引申到公交车

站的广告的互动性设计上。 

从另一方面来讲，我国现阶段对公交车站广告的互动

性研究大多是从广告学、传播学、营销学等角度进行交叉

学科的分析，而很少从设计学和空间学的角度对公交车广

告的互动性展开探讨。[2]公交站牌媒介广告，是针对开发、

营销市场的产品而度身打造的户外广告媒体，是广大消费

者每天必须接触的户外广告，在价格上与其它媒体有着得

天独厚的优势，是电视、报纸等媒体所无法比拟的。选择

公交站牌户外广告能使所展示的广告产品直接面向广大江

城消费者，受众群体也是极为广泛的，与老百姓起到面对

面的交流，就如同在有鱼的地方钓鱼一样，使您的潜在消

费人群更直观、直接接触您的广告宣传。从媒介特性来看

我认为公交站牌户外媒介没有拘泥于电视、广播、报纸、

杂志等传统媒介单一的表达形式，而是充分利用公交站牌

有效的空间范围，综合运用各种媒介。因此，从设计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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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对公交车站广告的互动性概念界定及产生背景、特征

和优势进行梳理，是对研究户外新媒体广告的设计理论提

供重要补充。在传统的公交广告站牌中展开有针对性有目

的的设计研究，突破传统方式，实现公交车广告站牌多元

素化的感官体验的新型户外广告。 

2．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从理论意义来讲，我国现阶段对公交车广告站牌研究

大多是从广告学、传播学、营销学等角度进行交叉学科的

分析，而很少从设计学的角度对户外新媒体广告的互动性

展开探讨。因此，本文从设计学的视角对公交车站牌新媒

体广告的互动性概念界定及产生背景、特征和优势进行梳

理，是对研究户外新媒体广告的设计理论提供重要补充。 

从现实意义来讲，国内大多数广告站牌都是以静态的

公交车站牌为主，但是随着户外广告的市场不断发展和成

熟，受众购物的意识日渐理性化，当下新媒体给户外广告

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使得户外新媒体广告从众多

广告中脱颖而出。[3]互动性是户外新媒体广告的自身特征，

而必然也是公交车站牌广告的发展趋势，本文以互动性为

切入点，不仅丰富了设计人员的创作领域，还阐释了户外

广告在新媒体环境下，实现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传播之间

的相互配合，为制作户外新媒体广告的互动性设计提供实

践价值和指导作用。新媒体互动广告可以说是广告发展的

趋势。我们己经进入了读图时代，人们对视觉信息的需求

越来越强，户外新媒体广告作为一种传达视觉信息的方式，

无疑需要了解人们深层次的心理需求。随着各种媒体的增

多，观众被动接受信息的状态渐渐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

可以说，传统广告的传播效果变得越来越不尽如人意。互

动新媒体广告就体现出了自身的优势，它们可以贯穿到人

们的生活中，其具有创意的视觉形象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

拉近产品和消费者的距离，使观众有效而积极的接收信息，

从而构建出一个可以提升品牌形象的平台。而公交车站又

是受众群聚集的地方，通过等车时的间隙与户外新媒体广

告进行互动，加深广告媒体的传播性，因此，研究公交车

站牌户外新媒体广告的互动性探索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图对公交车站牌广告的互动性设计思维和设计

方法归纳总结，并对其发展趋势作了前瞻性的探索，提出

一些方向性的建议，希望这些结果会为户外新媒体广告的

研究者提供一些参考，对户外广告的健康发展有推动意义。 

3．国内外研究进展 

3.1 国外研究进展 

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户外新媒体广告发展一直处

在世界领先地位。据世界权威组织亨利中心（HENLEY 

CENTRE)的调查并得出的结论是“户外新媒体广告将成为

21 世纪最具成长性和发展潜力的优异媒体”。国外新媒体的

互动性特征为户外广告带来了创新动力，成为商家制胜的

法宝。[4][5]户外新媒体广告的发展趋向是结合数字移动设

备和互联网媒介平台的整合传播方式，这种方式为户外广

告行业的扩张带来巨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为赢取经济利

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在公交站牌的设计上，

充分融入新媒体及交互式功能的公交站牌越来越多，比如

巴西世界杯的球门公交车站、美国国家公园利用天然的石

头和木材搭建的 Yosemite 瀑布车站等。 

3.2 国内研究进展 

随着人类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户外活动的增多，

户外媒体已经成为广告界的聚集的焦点，因此，近几年，

国内广告的增长速度远远地将电视媒体、平面媒体甩在了

后面。而且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内广告牌也一改过去

呆板的平面广告牌的形象，LED、车载显示器、楼宇电梯

显示器等众多基于新技术的户外媒体运用越来越多。[6]在

此基础上，户外媒体的创意表现也越来越广阔，多种媒介

的组合运用，有效的提高了广告的注目率，向受众传递的

信息也越来越便捷、有效。户外媒体类型正面临着从平面

到立体，从静止到流动的趋势，从单一媒体类型逐渐被不

断丰富、细化和多元发展的组合媒介所取代。但动态且具

有交互式的人性化公交站牌还是比较少见。 

4．发展动态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各种新技术的应用日趋成熟，

广告也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新媒体的运用使广告的内容

变得涵盖面更广，其形式也变得更加的多样化。[7]新媒体

与传统媒体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在于其可以非线性的传

播，将时间和空间进行任意的组合，打破了传统二维空间

的束缚，可以营造出虚拟的三维甚至四维的空间。新媒介，

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使新媒体广告具有了更为开阔的

展示空间。[8]例如：武汉江汉路 happy 站台公交车站牌前

面的雪花啤酒的广告，打破了传统的平面广告，虚拟出三

维空间，在广告牌玻璃中种上小麦，然后结合二维的字体

与图案，打上麦粒色黄色的灯光，让整个广告牌非常夺目，

有效的将广告牌从单项静态的形式向双向的多维的多种感

官并用的信息综合体转变。这时候，互动形式就显得极为

重要，它可以让观众参与到信息的传播中去，从被动的接

受变成主动的想要参与体验。由此可见，设计的理念更新，

投放形式多元化发展是广告行业前进的必经之路，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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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户外广告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4.1 传播技术更智能化 

科技发展的迅速，带来了许多新的传播技术手段，使

户外新媒体广告的传播变得更加智能化。目前，这些技术

已经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其超大空间的无限创意，增加

了户外新媒体广告与受众之间的沟通，受众不仅可以和广

告信息进行互动，还可以透过体验了解产品及品牌理念，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传播。因此，从营销的角度来讲，

科技的发展让户外新媒体广告变成了各式各样的智能化销

售平台。此外，科技的进步让户外测量变得有突破的可能，

即测量受众与户外新媒体广告之间的互动情况。可以通过

植入调查系统，利用触控电子屏等技术渠道检测受众与广

告之间交流的频次，结果更有助于准确定位广告设计的媒

介选择和受众倾向，提高传播效率。由此可见，传播技术

的革新，改变了消费者的生活形态，为户外新媒体带来了

新的契机和广告播放的智能化。 

4.2 媒介整合更多元化 

媒介整合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是我们都能感受到的变

化。科技的发展让我们把户外、技术、互联网等不同领域

结合在一起，成为各种信息交融落地的多元化平台，形成

一个良性的循环传播体系。从目前的媒介环境来看，可以

说媒介整合有两大趋势：一是传统媒介充分利用新的传播

技术和传播方式，主动或被动地谋求多媒体化经营，以求

实现自身与依托于网络等各类媒介之间的整合；二是产生

一种全新的媒介形式，力求打破传统媒介与新媒介两者之

间的界限，不再仅仅是各类不同形式的媒体之间的资源共

享和分工协作，而是一种或几种整合了以往的媒介形态，

改变了以往媒介对人类感官功能部分的延伸缺陷，充分利

用媒体的多样化重新整合媒介形态，这种媒介形态有着极

强的互动性和参与性，以网络作为载体平台和发行平台，

最终通过各类不同的端设备呈现出来，是户外新媒体广告

开辟新市场、拓展利润空间的创新模式。媒介整合突破了

传统媒介无法互动交流的思路，合理利用多元化的媒介形

态对广告主和消费者来说都是一种增值。善于运用传统媒

体和新媒体融合产生的综合效应，有效的将二者整合互补，

并且拓展现有的传播资源，实现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这对企业的整合营销传播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户外新媒体广告的互动性设计发展潜力巨

大，互动性特点的运用在未来的传播中，必然是综合各方

面的因素,在全方位的思考与探索中逐步完善。随着科技的

发展，户外新媒体广告将面临更大的发展机遇，是传统户

外广告发展的生存之道，我们有理由相信其在稳步发展中

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天地。 

5．多视角分析 

从传播学角度来说，提高广告的互动性设计也是现代

广告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广告主与受众群体产生有效的

互动性，当消费者开始参与广告，从传统的被动变为有效

的互动，不仅加深了广告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定位，也能

使之有效的记住广告品牌， 

从现代设计学的角度来说，提高广告的互动性设计可

以从视觉体验、嗅觉体验、触觉体验以及听觉体验入手。

带入受众群体进入多感官体验的广告互动时代。 

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公交车站广告的互动性设计有

效的以非线性的传播，将时间和空间进行任意的组合，打

破了传统二维空间的束缚，可以营造出虚拟的三维甚至四

维的空间。新媒介，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使新媒体广

告具有了更为开阔的展示空间。将空间变成一种媒介，打

破传统静态的传播方式，让广告变得更加立体跟多样化。 

新型的公交车站广告有着高效、环保的特征。它不仅

能够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节省成本，还能够更加有效的

传播了广告信息。在使商家的利益得到最大化的同时，也

为了社会公益做出了贡献。在经济飞速发展的现今，新媒

体广告的互动性传播优势变得更加显著，得到了人们的喜

爱和认可。因其远胜于传统广告的传播特征，加快了它的

发展速度，扩大了发展空间。 此外，传统的户外广告大多

制作粗糙，内容知识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审美情趣，甚至

影响了城市的整体形象，这迫使政府增加户外广告和训练

强度，因此，许多传统的户外广告公司的生存面临严重的

威胁。而这时新媒体广告也应运而生，其尽可能多的信息

传播方式受到客商喜爱广告越来越显著的传播优势，使其

得到了社会的肯定，进而得到了全面快速的发展空间。  

当视觉、听觉以及触觉无意识的接受到信息信号时，

若没有及时引起人的注意，那么瞬时记忆便会很快消失掉，

也不会在大脑海马体中留下任何印象也就是所谓的短时记

忆；若及时引起人的注意，甚至刺激到大脑海马体，海马

体便会自动储存并赋予意义，容量及保持时间图像记忆最

长可达到几周甚至几个月之久，以便人类随时提取记忆。

“一闪而过”的瞬间能够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力成为户外广告

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于是商家们开始绞尽脑汁的想如何

制造才能刺激消费者去记忆。人天生就具有对新鲜、新奇

东西的好奇心，正如娱乐性质的媒体总是拿前卫新鲜甚至

无论正面与负面、只要够爆炸够吸引的消息吸引大众的关

注焦点一样，虽传播的信息不全是积极向上的，但是倍受

关注的速度绝对是一流快的。户外广告的商家、设计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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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启发，开始无时无刻的寻找新的表现方法来推销自己

的产品。突破，迫在眉睫；入口，就在“创新”二字上。 而

单单 的只是局限在“创新”二字上也很难有很大的上升空

间，只有将创新与互动二者相结合，才能使公交站广告更

加新颖夺目。 

6．结论 

目前公交车站牌互动性广告虽然仍未完全取缔传统媒

体广告牌，但在国外各主要城市以及中国少部分城市，它

已成为有效的广告媒体，传统公交车站牌广告即使使用更

多的预算也无法达到新型广告公交车站的互动性传播效

果，传统户外广告已逐渐退出业界舞台。有人说：在户外

做有创意的广告，加之日新月异的科技手段的运用，可以

使平静的街道化为缤纷的剧场。以媒体、创意为依托的户

外新媒体广告，值得每一位从事广告、媒介行业的人士关

注、学习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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