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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是全球最大、最多元化的软件公司之一，旗下拥有众多深受客户信

赖的软件品牌,以其卓越的品质享誉世界，并始终致力于通过数字体验改变

世界。从传统印刷品到数字出版，从平面设计、影视创作中的丰富图像到

各种数字媒体的动态数字内容，从创意的制作、展示到丰富的创意信息交

互，Adobe解决方案被越来越多的用户所采纳。用户包括设计人员、专业出

版人员、影视制作人员、商务人员和普通消费者。Adobe产品已被广泛应用

于创意产业各领域，激发年轻人的创造力，改变了人们展示创意、处理信息

的方式。只有Adobe能够将设计和交付卓越数字体验所需的一切提供给每个

设计者（从新兴艺术家到国际化品牌）手中。

关于Adobe 

What’s your passion?
Explore amazing careers at Adobe.

D e s i g n
Create everything from gorgeous graphics to 

immersive user experiences.

E n g i n e e r i n g
Create market-leading products and amazing 

digital experiences.

M a r k e t i n g
Tell the world about our incredible company, 

brand, and products.

D a t a  S c i e n c e
Turn big data into big wins for our 

customers.

L e g a l
Innovate in the areas of privacy, 

patents, and anti-piracy.

F i n a n c e
Partner with our business units to help 
drive exceptional bottom-lin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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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中国授权培训中心(Adobe Authorised Training Centre)简称AATC，是Adobe官方培训

认证体系，负责Adobe产品的培训及认证，致力于为用户及合作伙伴提供正规化、专业化的独

立培训机构。

全新的AATC培训计划引入国际培训及认证标准，依托Adobe，联合教育专家、一线教

师、Adobe技术专家、行业专家，为游戏动漫、平面设计、出版印刷、UI制作、影视后期等

行业提供培训解决方案。同时为专业院校、培训机构和创意产业园区人才的培养，以及中小

学、网络学院、师范类院校师资力量的建设提供服务，旨在推动中国创意产业生态全面升级

和教育行业师资水平的全面提升。

AATC培训计划与国内专业院校、培训机构、创意产业园区以及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联合，为中

国创意行业和教育行业培养更多专业型、实用型、与国际接轨的高端人才，并帮助学生和从

业人员快速完成职业和专业能力塑造，迅速提高岗位技能和职业水平，提高个人的市场竞争

力，高质、高效地步入工作岗位。详情参见AATC官网：www.aatccn.com

关于AATC

AATC五大亮点



提供企业定制化培训：初级产品培训、中

级行业分类课程、高级设计思维行业课程

师资培训：接受AATC正规培训获得培训

认证和ACA国际证书

线上线下监考服务：AATC为您提过多样

化的考试服务

国际大赛选拔并培训：带领大家参加ACA

全国大赛与世界大赛，挑战自己争取荣誉

推荐专业人才就业

（图为AATC授权牌样式）

ACA国际认证推广：提供全球Adobe官方

认可ACA技能认证

AATC教育平台引入国际化标准、依托Adobe

原厂及国际考评体系，联合教育专家、一线教

师、Adobe技术专家、行业专家，通过线上线下

培训、专业国际认证、校企合作、师资建设基

地、创新人才中心、人才推荐就业、国际大赛等

多种方式，打造学、练、赛、考、就业与创业创

新型人才培养的全方位闭环生态体系。

AATC教育平台以最前沿技术、最专业的培训经

验提供各行业技能及专业软件产品以及行业解决

方案的应用培训课程，以此满足来自不同专业领

域用户的学习需求，承担起建立中国创意人才链

的重任。

详情参见AATC官网：www.aatc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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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企合作  与全球最大的图形图像及多媒体行业软件技术提
供和研发企业Adobe建立长期稳定的校企合作。建立高效务
实的沟通交流平台,新技术传播平台;

2. 国际接轨  及时和持续了解Adobe软件技术的最新发展和应
用,紧跟技术与行业发展脚步,与时俱进,为高效进行技术和知
识更新提供了便利和途径；

3. 教师培训  形式多样的专业讲座/新技术发布会/免费教师在
线培训/行业技术应用实战分享等等,都会为专业教师拓宽视
野/对接行业/提升专业起到积极重要作用;

4. 教学服务  国际标准培训认证体系,为合作伙伴提供从教材/
教学课件/案例/素材及完整教学视频课程在内的全面、专业
和优质的教学服务与支持。不断提升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提
高学员的实用技能,从而全面提升就业竞争力;

5. 技能评测  认证考试系统是基于Adobe核心技术和应用打造
的,全面/规范/严谨/科学而又国际化的人才技能评测系统.能
够协助教育机构进行科学高效的人才评估,为合格的学员颁发
国际证书。

加入优势

AATC授权项目介绍

授权挂牌

创新创业实训

官方教材

授权考试中心 岗前培训 行业认证课程

国际大赛

专业技能认证计划

师资培训

Adobe正版软件

服务内容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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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教 辅 方 面 的 权 益

协助学校教学方案研发：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规划，教材编写；

协助学校教辅资源建设：教学案例库，素材资源库，教学课件；

持续深入的师资培养：依托“Adobe ACA国际认证教师培训”计划，传递最新的软件技

术，系统讲解最新专业岗位技能知识；让教师紧跟行业和专业技术的发展，解决教学

内容与行业需求不同步的瓶颈。教师不但可以获得“Adobe ACA国际认证教师”认证

证书；优秀教师有机会成为Adobe中国教育专家委员会成员。

社 会 权 益

院系声誉 ：AATC在相关媒体宣传上将重点宣传“AATC授权培训计划” 合作院校;

师资力量：AATC教师培训计划为所在院校持续培养专业授课教师;

院校交流：AATC提供院校之间、国际同行之间交流的渠道和机会；

校企合作：与Adobe建立密切和直接的交流与合作；与行业内众多知名企业建立对话和交

流，通过校企融合，为人才培养提供强大的技术和应用指导和就业出口；

媒体宣传：在AATC官网、微信、等自媒体上发布院校新闻，招生培训信息，优秀作品等；

市场活动：参加Adobe组织的活动，例如教育年会、产品发布、技术交流、大赛等活动；
市场宣传 方 面 的 权 益

在AATC官网相关栏目中公布院校相关信息及链接其官网，提高合作院校的知名度;

合作院校有权益在其招生手册等宣传材料中使用AATC相关的称号和标志;

依托ACA世界大赛，AATC定期在合作院校中举办高水平创意竞赛，优秀学生和指导

教师获得证书和奖励，并有机会代表中国青年学生参加国际大赛；

AATC官网专栏介绍合作院校招生、就业信息和优秀学员及作品;

AATC定期在合作院校内举行技术讲座。

教 学 资 料方 面 的 权 益

正版化软件教学，提高院校尊重知识产权的声誉;

以优惠的价格购得Adobe正版软件;

以优惠的价格购得AATC培训计划专用教材;

举行市场活动时，可申请AATC免费资料支持；

能及时获取Adobe公司最新的产品和技术;

经 济权 益

对校内外学生进行培训，并鼓励承担对社会企业的培训，所有培训收益归所在机构所有;

成为认证考试中心，组织学生在机构参加ACA国际认证考试;

优惠购得 AATC培训计划专用教材、正版软件；

权 益

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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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认证协会(HR Certification Institute)于2010年开展的调查显

示，96%的雇主认为，与没有相关认证的应聘者相比，拥有相关认证

的应聘人员更具竞争力“

认证的价值

认证：是一项人人皆赢的事业，有利于个人、机构、行业和公众实现他们的财务、就业、职

业操守和监管目标。认证能够：增强专业可信度、增强个人成就感、增强个人能力的自信、

考核专业知识、证明达到实践标准、证明从业者的责任心 。

职业认证的优势在于人们对持证人的基本信任，即他们已被验证具有某项特定职业所需的经验、知识和技能。这

种信誉度对保持认证的每个相关的个人、行业和公众的价值极为重要。

卓越认证学会(ICE)认为高价值认证具有五大特点:

建立在市场需求之上：通过高价值认证区分有能力和无能力之人的价值；

客观：有资格的、独立的学科专家和第三方机构对认证项目的认可和自主权对于开发和维护一个有效、合法          

的认证项目至关重要。 

严格：与无需具备知识或付出努力、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就能得到的认证相比，那些需要付出努力或者需具备充足

经验、知识和技能才可获得的认证通常价值较高。这也正是高价值认证项目的优势所在。 

强调道德规范：从防止认证考试作弊，到保证职业操守等。 

再认证：因为所有行业和技术都在发展和变化，处于这些行业的专业人员也要同步发展，认证项目相应需要提供

再认证的机会。

提升信心和个人成就：调查显示，通过认证增强了持证人的批判性思维、自信心和专业能力。

提升市场竞争力：在全球就业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认证让人才脱颖而出。关于个人在组织

内的发展，认证有助于管理层发现具备最新技能、知识和有动力进入领导岗位的员工。 

增加薪酬：认证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是它可增强个人的市场竞争力，提升收入水平。许多研究

表明，获得证书的人薪水更高。

转换国际高校学分：高等学校也非常重视职业证书，允许将某些职业认证转换为学位学分。美

国教育委员会等机构制定的 “高校学分推荐服务” 提出了课程置换的建议，帮助高等教育机构

制订学分奖励计划。今天，许多由公司、专业人士和志愿者协会、学校、 培训机构、工会和

政府部门主办的认证已被转换为全球数百个大学的课程学分。 

认证对持证人的价值 

认证有助于提高公司声誉：获得认证的员工，无论是通过专业培训还是在实际工作中获得认

证，他们所展现出的能力和专业素质可以影响客户对公司的看法；

认证有助于提高盈利：国际数据公司发布的一 项名为《通过 IT 认证实现生产力及其优势》的

调查报告举例说明了认证给 IT 企业带来的好处。 

认证对企业的价值 

增加利润：从经济角度看，认证提供了一个收入来源，能够显著增加认证机构的利润。对于已

经收回成本并提供完整认证体系的项目来说，个人获得某一项认证后很可能会继续申请同一机

构的其他认证及培训课程。认证项目主办方还可以编写和销售学习指南、辅导手册、模拟考试

和其他备考资料，这些都可以带来额外的收入。 再认证是认证项目主办方的另一项盈利机会。

主办方必须不断更新认证标准来持续考核新的技能，这将带来额外的收入。再认证项目还可以

销售进修课程、继续教育和其他培训资料。

产生额外收益：尽管认证项目数据库本身并不产生收益，但也极具价值。认证项目主办方可利

用培训、教育、工作经历和专业程度等数据确立战略方向，创新服务并向持证人员营销不同或

更高级别的认证。 认证最重要但往往难以量化的好处之一在于持证人和认证项目主办方之间所

建立的良好关系。享有声誉的认证项目往往会吸引令主办方引以为傲的专业群体。

认证对机构的价值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简称ACA)，是Adobe公司推出的权威国际认证，面向全球Adobe软

件的学习和使用者，提供的一套全面科学，严谨高效的考核体系。ACA国际证书由Adobe全球

CEO签发，获得国际接纳和认可。为企业的人才选拔和录用提供了重要和科学的参考标准。

目前可以进行的认证科目包含:  Photoshop、Premiere 、Illustrator、Indesign、Dreamweaver

及Animate（原名：flash）

 

ACA国际认证代表了Adobe对使用者在某一个单科核心应用能力的权威认可，同时也反映出行业

和教育界对使用者应用技能的要求。拥有Adobe ACA国际认证的个人能在多个领域中，高效高质

地完成任务和方案。它不仅可以极大提升从业者的市场竞争力, 提高教学者的学术地位，更能够

激发学生的学习能量提升并验证他们的专业技能，增强就业竞争力。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ACA Web Design Specialist

ACA Visual Design Specialist

自1999年Adobe在中国开展教育培训项目ACTC以来，Adobe通过培训机构和高等院校为

我国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实用、应用软件人才，这些人才目前已成为我国设计、影视、多媒

体等创意行业的骨干力量。Adobe软件是他（她）们最经常、必不可少的创意工具，这些

人才对 Adobe的培训和 Adobe的认证证书充满感情，使得Adobe认证证书在企业得到普遍

认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的检验，ACTC考评体系已经不能够适应社会及企业的

需求，迫切需要更为高阶的培训体系，从此才有了AATC国际培训认证体系落户中国，这

也是Adobe国际认证体系首次进入中国。  

2017年10月，AATC教育平台引入ACA国际认证，ACA国际认证代表了Adobe对使用者在

某一个单科核心应用能力的权威认可，同时也反映出行业和教育界对使用者应用技能的要

求。拥有Adobe ACA国际认证的个人能在多个领域中，高效高质地完成任务和方案。它不

仅可以极大提升从业者的市场竞争力，提高教学者的学术地位，更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能

量提升并验证他们的专业技能，增强就业竞争力。

Adobe认证历程
ACA国际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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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国际证书优势

国际通行

Adobe官方原厂认证。由Adobe全球CEO签发，全球发行19种语言版本，通行128个国家；

权威认可
考核标准与考题设计经ISTE*（国际科技教育学会）认证承认；

考评全面

包括选择题、配对题、实操题三种类型，软件知识、实务操作、职场情景模拟三大知识面；

技术先进

目前认证版本Adobe CC 2015，且持续更新；

全球舞台

取得参加ACA世界大赛的资格；

教育价值

可兑换国际学分，提升留学申请竞争力，涉及美国ACE（教育委员会）下属1800多所院校。

AC A 国 际 证 书类 别

ADOBE

 CERTIF IED ASSOCIATE

ACA 

WEB DES IGN SPECIALIST

ACA 

VISUAL DESIGN SPECIALIST

考核方式：在线考试，共40题，考试时间
50分钟。题型分为：选择题、操作题、情
景题。每通过一款软件认证考试，将获得
一张对 应的认证证书。 适用于任何专业
的学生或 Adobe 产品使用者。单科认证
价格：599 元。

三门同版本产品证书免费换取ACA 
Web Design Specialist证书

三门同版本产品证书免费换取ACA 
Visual Design Specialist证书

认证科目

Photoshop
Illustrator
InDesign

 Flash/Animate
 Dreamweaver 

 Premiere

认证科目

Photoshop
Illustrator
InDesign

 

认证科目

Photoshop
 Flash/Animate
 Dreamwea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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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培训

18 19

为促进各大院校及培训机构教师群体与设计创意行业深入的了解和交流；帮助老师们更快的

掌握行业内的最新动态与创意理念；深度了解、掌握与设计创意密切相关的行业规范和工作

流程；帮助老师们更直观和直接的接触创意行业，从而更好的把最前沿的知识和资讯带到日

常的教学工作中去，Adobe中国授权培训中心利用自身行业资源和创意行业一线大咖讲师资

源开设创意设计教师培训课程及暑期教师培训课程，培训结束后颁发【Adobe ACA 国际认

证教师证书】。整个培训形式与课程内容完全紧贴行业知识和经验。通过进入企业的深入学

习和交流，了解当今知名广告、创意公司的工作流程以及如何通过策略和创意服务于品牌客

户。同时，通过课堂培训，深度了解和掌握与创意设计紧密相关的行业经验和规范。通过两

种培训形式的结合，最有效的达到培训目的，并将培训成果运用到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去。

了解设计创意行业的品牌策略制定过程

和要点。掌握品牌策略设计制定中的核

心元素和规范，包括品牌定位、市场分

析、消费心理、地区差异等方面的综合

品牌策略制定能力。

了解设计创意行业中的核心价值，创意

过程和创意落地执行。通过不同的创意

方法来获取独到的洞察和准确的定位，

最大限度表现品牌价值。

了解创意概念设计和产品形象设计的过

程和核心要素。通过对不同实际案例的

分析和讲解掌握如何运用不同的角度和

洞察来满足对设计的要求。

通过了解设计创意行业的整体工作流程，

内部运作机制，掌握整个流程中所涉及到

的部门、岗位及职责。并了解如何通过流

程管理来进行整体项目管理。

以实际项目为载体，学习当今最有效的行业流程，了解整个流

程中人与人、部门与部门之间各自作用和协同工作的方式。

通过贯穿整个培训过程的项目内容，边培训边执行的培训形

式，掌握和积累对于行业项目的实战经验。

通过培训讲师对经典案例的深度剖析，了解从思维模式到项目

实施的整个过程，掌握其中的核心要素。

与行业顶尖的大师面对面零距离的交流，了解和吸收其多年的

行业经验和人生阅历，帮助了解广泛的行业学识，为在教学中

需要扩展知识的部分做准备。

通过培训，了解对于实际品牌业务项目的管理方式，掌握项目管理中所

涉及到的每个环节和管理经验。利用先进的项目管理手段提高业务实施

的质量和效率。

参与培训的企业均为行业知

名企业，并且在业界有着显

著的声誉和经典的案例，代

表着行业的标杆。

讲师均为业界大师人物，

有着多年的从业经验和业

界地位。从创意、设计、到

策略涵盖业务流程的主要

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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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世界大赛

ACA 世界大赛

ACA 世界大赛（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World Championship）是由Adobe公司和Pearson VUE 

Certiport公司发起的一项全球性的创意赛事。面向全世界13 -22 岁的青年学生开放，所有获得Adobe ACA

国际认证的学生均可参与。自2013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五届，2017年有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1万名青年

学生报名参赛！2018年由AATC选拔出3名优秀选手，首次代表中国学生参加总决赛！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World Championship

中国选拔赛颁奖现场

ACA世界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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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拔赛现场 中国区选拔赛部分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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