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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习了网络连接的软件和硬件基础知识，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小网络，这仅

仅是在硬件上实现了网络连接，要真正建设属于我们自己的网上家园，我们还需要

了解如何更好的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创意，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观赏别人的作品上。

在本主题中，我们以制作 H5 创意页面为例，体验利用网络设计作品和发布分

享作品。

校园动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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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建立自己的网络新家园， 除了连通网络之外，还应该学会在网络上发布分享

信息。本主题通过制作发布校园动态，体验网络信息交流和网络信息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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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系统下能够连上网络的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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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浏览器、WPS 秀堂、H5 手机 App 制作工具 ( 可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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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通过构建主题、制作发布校园动态，体验网络信息交流，让自己不仅是一

个信息消费者，也是一个信息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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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动通过制作发布校园动态，体验网络信息交流和网络信息的收集。

一、活校情境 ：

学校刚刚举办了元旦庆祝晚会，在晚会中，同学们发挥特长，展现风采，为全

校同学带来了一场集歌唱、小品、舞蹈、朗诵、合唱等形式为一体的视觉听觉盛宴。

现在我们要通过 H5 工具（ 本活动中以“WPS 秀堂”为例）制作移动画册。

二、H5 校校校校校校 ：

1. 画册设计

（1）确定画册主题及风格，思考作品观看对象是什么群体？分析该群体的喜好，

还要思考你想表达什么信息，从而设计方案让你的作品更加形象直观的呈现信息，

也使观看者更容易理解，并印象深刻。画册可包含以下几个板块 ：封面、目录、内

容页、表单、结束页。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选择相应模板（如图 1）。

图1

（2）规划画册页面方向 ：横屏或竖屏。横屏适合报告与培训，将手机与投影相

连接进行演讲与展示，达到 ppt 效果（图 2）。竖屏方便用户在手机上浏览（图 3）。

校校校校校校活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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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2. 素材准备

（1）准备好作品的文案，好的文案可以让你的作品更有代入感，让人印象深刻。

（2）将所需的图片素材用相关软件进行处理后打包整理好。

（3）选择合适的背景音乐。

3. 制作移动画册

（1）进入秀堂首页 http://s.wps.cn，选择登录方式或注册后登录（图 4）。

图4

（2）选择“创建空白画册”或从模板库中选择适合的模板套用，若是选择“创

建空白画册”则先选择画册方向（图 5、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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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入画册，进行编辑（图 7）。

①制作封面

秀堂为大家提供了很多在线素材模板，我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主题风格的模板，

然后稍作修改，当然也可以自己绘制或收集图片素材进行排版设计（图 8）。

图8

图7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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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添加与美化

A．单击“文本”按钮，输入文字。

B．对文本框进行编辑。可以设置边框颜色，粗细，填充颜色，设置链接和图

层的上下等（图 9）。

图9

C．对文本进行编辑。先选择所需编辑的文本，然后对其字体、字号、颜色、效果、

对齐方式、行间距等进行设置（图 10）。

图10

添加形状或图片或背景

秀堂给大家提供了丰富的在线形状、图片和背景素材，使用者可根据需要选择，

也可以上传自己准备的图片、背景素材（图 11）。选择插入之后，再对形状或图片

进行编辑（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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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12

②制作内容页

单击页下面的“+”号，新建一页（图 13）；与制作封

面类似的方法制作每一页内容。

添加动画效果

在页面上方工具栏中点击“动画”操作按钮 。换页动画

的“拖动”和“滑动”效果是应用于全部页面的（图 14）。

选择想要添加动画的元素，单击“添加动画”，选择动

画样式，右侧面板可以设置开始时间、顺序等，底部的“预

览”按钮可以预览本页的动画效果（图 15）。

若想要更改动画顺序，选择想要改变排序的动画内容，

左键按住拖拽至想要的顺序位置，根据自己需要设置开始

时间即可。
图13

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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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添加背景音乐

一个生动有趣的 H5 作品一般是需要配上一段与主题风格一致的音乐，能让观

看者更能产生共鸣。在页面上方工具栏中点击“音乐”操作按钮 。可以直接使

用秀堂的音乐库，也可以上传自己的音乐文件或者音乐链接（图 16）。

④制作“你最喜欢的节目”投票

图16

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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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实现主要是利用“表单”工具。在页面上方工具栏中点击“表单”操作

按钮 , 可以选择默认的快捷表单，如果有其他表单需求，可以使用自定义表单（图

17）。再对表单内容及样式、颜色等进行设置（图 18）。

用户填写表单后，秀堂会将所有数据收集储存，可在 ：“我的画册 - 表单数据” 

中查看（图 19）。

图17 图18 图19

⑤添加其他元素

当然你可以为你的作品添加其他元素，让作品更加丰富。如 ：对作品增加一些

互动性，在页面上方工具栏中单击“互动”操作按钮 ，选择互动类型，秀堂提供了

二维码、地图、一键拨号、计数器、特效、微信等互动（图 20）。选择之后再进行编辑。

图20

添加链接。通过点击选中用来触发超链接的图标 / 文字 / 图片等，使其出现如

图 21 上方的操作栏，选中红框标示的“链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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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在跳出的对话窗口中有“转接到本文档内部页面”和“外部网页链接”的选项。

若想实现文档内部页面跳转，则如图 22 选中“本文档页面链接”的选项，并

选择跳转页数。

图22

若想实现外部网页的跳转，则如图 22 选中“外部网页链接”的选项并输入链

接跳转网址。

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则在页面中点击超链接触发图标

/ 文字 / 图片等即可转到指定链接页。

插入图表。在页面上方工具栏中点击“图表”操作按钮，

再对图表从数据、类型、系列、颜色等方面进行编辑（图 23）。

⑥作品发布

发布设置

在页面上方工具栏中点击“更多”操作按钮 , 选择“设

置”。弹出如图 24 所示对话框，根据需要对作品的封面、标

题进行设置，增添对作品的描述，是否去掉尾页，是否需要

自动播放，设置场景开关等。设置完成后点击“确认”按钮。

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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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发布作品

图25

在页面上方工具栏中点击“预览 / 发布”操作按钮 ，弹出如图 26 所示对

话框。可以在对话框左侧预览到作品的最终效果 ；也可以在对话框右上方对作品的

封面、标题及描述进行再次编辑。确定无误后即可点击“发布”按钮，将作品发布。

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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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作品分享

点击发布之后，将作品与好友进行分享。方式多种多样，选择合适的方式分享：

A. 打开 QQ、微信、微博等软件，打开“扫一扫”，扫描二维码后将作品分享

至社交圈（图 27）。

B. 复制链接，再打开好友对话框或者社交圈，粘贴链接，发送或分享链接即可。

C. 点击下方的软件图标进行分享。如利用 QQ 发送给好友或群组，则点击 QQ

图标，在打开的页面中登录，选择要发送的好友或群组，点击发送即可。

图27

关于“校园元旦晚会“的移动画册就制作完成啦，还等什么，赶集动手试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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