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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是很多同学都喜欢阅读的一种读物，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电子

杂志应运而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电子杂志的制作技术吧！掌握了电子杂志

的制作后，你就可以为自己的班级制作一份图文并茂的电子纪念册，也可以把你的

家庭生活用电子相册做记录。

互动电子杂志制作 ：校园文学社报刊

主题描述	 ★		★		★		★		★		★		★		★		★		★		★		★		★		★		★		★		★		★

该主题介绍互动电子杂志的制作，学生通过收集有关校园文学的文字和图片（还

可以有音频和视频），制作一份图文并茂的互动电子杂志，体验文字处理的多样性。

平台	 ★		★		★		★		★		★		★		★		★		★		★		★		★		★		★		★		★		★		★

Windows 系统下能够上网的电脑。

软件	 ★		★		★		★		★		★		★		★		★		★		★		★		★		★		★		★		★		★		★

iebook 超级精灵，浏览器。

( 免费版官网下载地址 :http://www.iebook.cn/download/index.html)	

特点	 ★		★		★		★		★		★		★		★		★		★		★		★		★		★		★		★		★		★		★

1. 以实际作品的制作贯穿本活动的学习过程，让学生学的知识能学以致用。

2. 主题从实际生活出发，以制作图文并茂的互动电子杂志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

动性和参与度，快乐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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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制作电子报刊类似，制作电子杂志也要五个步骤

 确定主题 设计版面 制作作品 发布评价收集整理素材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校园文学

在这个主题之下，我们需要收集文字、图片等素材。

１、文字素材的收集

（1）键盘录入文字：可以把自己小组同学的优秀作文等文学作品录入到 Word

文档或记事本软件中。

（2）复制、粘贴录入文字：对于已有的其他文档或网页上的文字，可以通过复制、

粘贴录入到Word 文档或记事本软件中。

注意 ：在复制网页上的文字时，由于我们不需要网页上的一些格式，所以在粘

贴里注意使用“选择性粘贴”，操作方法如下 ：

收集整理素材活动1		

图1  选择性粘贴

首先选中网页上的文字

　　在Word中单击鼠标
右键后，选用粘贴选项
中的“只保留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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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集图片素材

要制图文并茂的电子报刊，还需要与报刊内容和设计风格相协调的图片，同学

们可以通过网络或自制等方式收集相关图片，并把它们保存在专用文件夹中，以便

后期制作时使用 ( 如图 2), 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主题的需要收集不同的素材。

图2  收集素材

３. 规划版面

电子杂志的构成要素类似一般纸质杂志，包括封面、目录页、正文、封底等，

请同学们对照日常生活中的纸质杂志规划自己的电子杂志吧。

４. 尝试使用 iebook 超级精灵

电子杂志也称为网络杂志、互动杂志，它融入了文字、图像、音频和视频等元

素，它以互动的方式呈现数字内容，大大提升了用户的阅读体验。我们这里以“iebook

超级精灵 2011”( 免费版 ) 为例，来学习制作电子杂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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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启动“iebook 超级精灵 2011”后界面如图 3。

图3  iebook启动界面

（2）创建新项目。

单击“电子杂志”创建新项目中的“标准组件 750×550px”来创建新项目。

iebook 电子杂志的编辑界面如图 4 所示，从中可以看到电子杂志的页面元素有“封

面”“版面 1”( 相当于杂志的正文 )“封底”，与一本纸质杂志对比，我们很容易就

能理解电子杂志的构成。

图4  iebook编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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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更换电子杂志的背景和封面

电子杂志的背景和封面是需要我们预选准备好的图片。

（1）更换背景。

图5  更换电子杂志的背景

如图 5，双击“标准组件”( 或单击“标准组件”前面的 + 号 )，再双击其中的

“背景 .jpg”，（观察界面窗口左下角的原背景图片的大小尺寸，建议你制作的背景图

片与这个尺寸大小一致，而且图片格式一致，比如这里的图片格式是 jpg 模式，你

的背景图片最好也用这种格式，不然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然后单击“更

改图片”就可以换背景了。

(2) 更换封面和封底。

更换封面的操作步骤如图 6。由于我们在最开始创建新项目时选择的是“标

准组件 750×550px”，所以我们的封面图片的高度最好是 550 像素。（观察窗口

左下角可以看到封面图的大小，最好不要改动这个大小。）更改完成后单击“应用”

按钮。

用同样的方法更换封底。

2.更改图片

1.双击“背景.jpg”

原背景图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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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更换封面

６. 添加页面与页面设置

（1）添加页面

如图 7，可以通过“多个页面”批量添加电子杂志的内容页面。

4、“更改图片”

１、单击“封面”

2、“使用背景文件”

3、单击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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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添加页面与页面设置

图9　调整页面顺序

（2）设置页面属性

单击“确定”添加页面后，如图 8，在封面和封底之间就会产生多个空白版面，

单击“标准组件”，可以对页面进行设置，如页码模式、背景音乐等。

（3）页面的其他调整

如图 9, 在页面名称上单鼠标右键弹出快捷

菜单，可以通过这个菜单进行页面重命名、复制、

删除、更改页面顺序等。

７. 保存与预览

单击“开始”菜单－“保存”，iebook 电子

杂志的项目文件扩展名为“*.iebk”。

单击“标准组件”，可以进行预览，也可以

单击“生成”菜单―“预览当前作品”，可以看

看你的电子杂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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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活动中，同学们明确了主题，收集了电子杂志所需的文字和图片素材，并

对杂志的版面进行了规划，制作了封面、封底，添加了空白页面，还设置了背景音

乐。但我们的电子杂志还缺少内容，本次活动我们就来学习如何充实电子杂志的内

容，开始吧！

主题描述	 ★		★		★		★		★		★		★		★		★		★		★		★		★		★		★		★		★		★

该主题介绍了互动电子杂志的制作，学生通过收集有关校园文学的文字和图片

（还可以有音频和视频），制作一份图文并茂的互动电子杂志，体验文字处理的多样性。

1. 让封面更漂亮

上一活动中，我们用一张图片作为电子杂志的封面，但我们还应该在封面中加

上适当的文字内容，如：作品的标题、编者信息等。

（1）用艺术字制作杂志名称。

一般的电子杂志制作软件没有制作艺术字的功能，我们可以在 Word、Wps、

PPT 或其他软件中制作艺术字，把艺术字保存为图片，然后在电子杂志中插入图片

即可。

操作提示：如何把Word 中的艺术字保存为图片。

第一步，如图 1，在Word 中选中艺术字——复制——粘贴为图片。

第二步，在粘贴出的图片上单击右键，再“另存为图片”保存即可。

电子杂志中要用到的其他标题文字。如果你需要使用艺术字作标题文字，你可

以先把这些标题文字制作好。制作好封面中用到的艺术字图片后，下面的操作可以

把它插入到封面中，并进行简单调整（图 2和图 3）。

在其他页面中的标题文字。如果你要用艺术字，那么你可以预先制作好这些文

字图片，然后用类似的方法插入。

电电电电互互活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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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制后粘贴为图片 2.另存为图片

图1  保存艺术字为图片

图2  在页面中插入图片

图3  对图片进行简单调整

1.单击“插入”

3、单击“封面”

2.单击“图片”

新产生页面元素

　　可移动位置、
改大小、旋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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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插入文本

通过文本框插入页面中的文字信息。与插入图片类似，要在封面页面中插入文

字信息，单击“封面”页面，“插入”―“文本”，在“封面”页面上方会产生“可

编辑文本 .swf”元素，单击其前面的“+”展开后，可以看到上面有“文本 0”“图

片 0”“图片 1”三个元素，双击“文本 0”后即可为文本进行编辑。在这里你可以

输入文字，也可以通过粘贴的方式把其他文档中的方案复制过来，还可以对文字进

行简单编辑，如设置字体、大小、对齐方式、颜色等。

2. 其他页面的制作

用同样的方法，通过插入图

片和文字，我们可以制作其他页

面，如图 5 所示。我们完成了封

面和封底共 7 个页面的制作，为

了便于了解每个页面的内容，应

该给页面取上恰当的名称。

每个页面展开后，可以看到

它的构成元素，有的构成元素还可

以再展开，然后对这些元素进行编

辑修改，这样就可以制作出适合自

己创意的作品。快快行动起来吧！

图4  插入文本

图5  页面制作完成

双击文本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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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作目录

当所有页面都制作完成后，就可以制作目录页面了。如图 6，单击“插入”―“目

录”，选择一种目录样式，会产生一个新的目录页面。	

图6  插入目录

图7  把目录页面放在封面之后

插入的目录面会自动放置在“封底”页面的前面，如图 7, 把它重命名为“目录”

并移动到“封面”页的下方。

改名后移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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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8, 展开目录页后，可以看到其中构成目录的元素。

展开目录元素后，可以对其中的文字、跳转页面等进行修改 , 如图 9。

图 9中，“内文替代标题 001”下方的文本元素里面，依次保存的是单击每行目

录文字后跳转的页面，所以你只要双击这些文本元素，然后改动其中的页码数字就

可以了。

图8  找到目录元素

图9  修改目录元素

这里就是目录

　　修改这些文
字，注意要保留
原来的空行

双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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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存并生成你的电子杂志

每一次操作完成后，别忘了保存你的文件，iebook 电子杂志的源文件扩展名是

“*.iebk”，这种类型的文件，你可以在今后再进行修改。

对于制作完成的作品，我们可以生成为“*.exe”的可执行文件，把这种可执行

文件分享给别人后，即使对方没有安装 iebook 超级精灵，也可以欣赏你的作品。如

图 10，单击“生成”―“生成 EXE 杂志”，即可。

图10  发布作品

5. 交流展示

把你们小组的作品在全班作交流展示。同时虚心听取别人对你们作品的意见和

建议，并对自己小组的作品进行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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