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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微信交流怎能少了好玩的表情包呢？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来制作

一套属于自己的微信表情包吧。

表情小工厂 ：玩转微信乐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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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主题主要介绍采用手机或平板拍摄、手机或平板绘制、网络下载三种方案来

获取图片，然后在手机上用“表情工厂”App 对图片进行修改加工。

方案 1 ：手机或平板拍摄获取 ：选取一个小伙伴做模特，另一个人用手机或平

板合作拍摄小伙伴的脸部表情 ；

方案 2 ：手机或平板绘制获取 ：在手机或平板上通过“表情制作厂”App 直接

绘制所需要的表情，并存为图片 ；

方案 3 ：网络下载获取 ：通过浏览器搜索有趣的图片，并将图片下载下来，然

后导入手机或平板中。

利用上述三种方案中的任一种方案获取到所需图片素材，然后再在手机上用“表

情工厂”App 对图片素材进行加工处理，得到一套微信表情包。最后将表情包导入

微信表情库中，并用于实际聊天。

制作过程中，我们不仅将学会如何做表情包，而且懂得如何利用信息技术进行

情感的表达，从而培养我们在网络时代下的信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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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 1 ：手机或平板 ；

方案 2 ：手机或平板 ；

方案 3 ：Windows 系统下能够连上网络的电脑、手机或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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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		★		★		★		★		★		★		★		★		★		★		★		★		★		★		★		★		★		★

方案 1 ：相机 ；

方案 2 ：“表情制作厂”App ；

方案 3 ：浏览器。

3 个方案共同需要的软件 ：

手机图库（自带编辑功能）、“表情工厂”App、“微信”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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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基于移动环境、电脑环境或者是移动与电脑的结合环境下，通过移动端拍摄

或电脑端下载获取图片，并在移动端上进行处理。本次主题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自

主性。学习者可以根据自身需要灵活运用。

2. 主题从实际生活出发，以制作好玩的微信表情包调动我们学习的主动性和参

与度。如今，微信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流平台，与我们生活密

切相关。而微信表情包更是屡见不鲜，自己动手做一份属于自己的表情包，具有非

常大的趣味性，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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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 1 ：手机或平板拍摄

1. 打开移动设备（手机或者平板）的相机。

2. 点击聚焦按钮使模特脸部清晰，进行拍摄。注意事项 ：拍摄时，相机要保持

水平，并且相机的高度要和模特的脸部高度相一致。如图 1.1.1 所示。

 方案 2 ：手机或平板绘制

1. 打开手机的“表情制作厂”App（如图 1.1.2 所示）。

作品创意及素材搜集活动1

图1.1.1 正确拍摄

图1.1.2 表情制作工厂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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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进入界面”（如图 1.1.3 所示）中点击“表情制作”进入表情绘制界面（如

图 1.1.4 所示）。

3.在绘制界面随心所欲地绘制自己需要的表情。如图1.1.5和图1.1.6所示。

4. 绘制好表情后，点击屏幕上方的“保存”按钮，即可将绘制的表情保存为图片，

这样就得到了表情包的素材。

注意事项 ：保存的时候注意查看保存的路径，以便于后面找到图片的存储位置。

 方案 3 ：网络下载

1. 打开电脑，在桌面上找到浏览器图标，如 IE 浏览器 ( 图 1.1.7 所示 )。

图1.1.3 进入界面

图1.1.5 绘制表情一

图1.1.4 制作界面

图1.1.6 绘制表情二

图1.1.7 IE浏览器图标

 

图 1.1.7 IE浏览器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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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进入，然后在浏览器地址栏上输入“http://image.baidu.com/”进入百

度图片的搜索引擎。接着，在搜索框中输入所要查找图片类型的关键字如“可爱微

信表情图片”，然后点击“百度一下”（如图 1.1.8 所示）。

3. 进入百度图片的搜索结果界面（如图 1.1.9 所示），找到自己喜欢的图片，可

以直接点进去通过下载按钮保存图片，也可以通过右键单击图片，在弹出的快捷菜

单中选择“图片另存为”的方式进行图片下载。

图1.1.8 输入关键字

图1.1.9 搜索结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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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已经选择好的图片保存在自己的电脑上（如图 1.1.10 所示），我们可以在

文件名处给图片命名，如“可爱表情”，保存位置可以任意选择，这里我们将它保

存在桌面上。

5. 在浏览器地址栏上输入“https://wx.qq.com/”，进入微信网页版二维码页面

进行扫描登录（如图 1.1.11 所示）。具体操作是：打开手机中的微信，找到“扫一扫”

功能（如图 1.1.12 所示），然后将手机镜头对准二维码，对弹出的请求点击“登录”

即可（如图 1.1.13 所示）。

图1.1.10 存储图片

图1.1.11 网页版扫描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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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进入微信网页版后，找到消息列表最上方的“文件传输助手”（如图 1.1.14

所示），双击发起对话，然后找到刚才下载的图片，按住鼠标左键不放手将图片拖

进对话框中后放手，这样图片就传送到手机端上啦（如图 1.1.15 所示），我们只需

要在手机端上登录微信并对传送至手机的图片进行保存，这样，电脑与手机通过无

线网络传送文件的步骤就完成了。

图1.1.14 文件传输助手

图1.1.12“扫一扫”功能 图1.1.13 手机上确认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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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打开手机的微信，就可以看到接收图片的消息，直接点进去将图片保存在手

机上就可以啦。

注意事项 ：同学们在学习操作过程中要积极主动地与同伴和老师交流，如对于

登录网页版微信时需要进行扫描确认这项操作，有些不熟悉微信的同学可能一时半

会儿找不到“扫一扫”功能在什么位置，遇到这类问题，同学们可以相互帮助，也

可以向老师寻求帮助，及时解决问题。

至此，图片的获取就完成了！无论你是采取哪种方案，现在你的手机上应该已

经有了制作表情包的图片素材了。你们都做对了吗？有什么问题可以询问老师或者

请同学帮助哦。加油，加油！

图1.1.15 传送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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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手机或者平板的图库，可以看到在

第一阶段获得的图片已存在里面。

2. 一张张地查看所获得的图片，根据实际

情况挑选出需要进行处理的图片，然后针对存

在的问题选择合理的图像处理方案。

3. 点击需要处理的图片素材，图片会以全

屏进行显示。下面操作方法以“Android 华为

手机图库处理表情图片”为例进行讲解。

4. 轻点图片画面，图片下方会出现图库工

具栏，然后选择“编辑”（如图 1.2.1 所示）。

5. 进入“编辑”界面，会出现多种图像处

理方式以供选择（如图 1.2.2 所示）。

图形图像剪裁与编辑活动2

提示 ：不同的手机 / 平板图库

功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大体功

能也就是那些，如图像旋转、

图像剪裁、图像增强等。

图1.2.1 图库工具栏 图1.2.2 编辑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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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图像的画面方向需要进行调整时，我们会使用到图像旋转，点击“旋转”，

屏幕下方会弹出几种的不同旋转方式（向左旋转、向右旋转、垂直旋转和水平旋转）

任选一种旋转方式查看效果（如图 1.2.3 所示为右旋转，图 1.2.4 所示为左旋转），

完成后轻点确定按钮 。

7. 轻点屏幕选择“裁剪”（如图 1.2.5 所示），用手指通过触摸屏来选取图片裁

剪范围（如图 1.2.6 所示）。这里，要把图片那些杂乱又不美观的背景物品给“剪裁”

掉，完成后轻点确定按钮 。当背景画面过于庞杂或是图像主体不够突出时，图

像裁剪功能可以去除掉图像画面上多余的部分。

图1.2.3 旋转结果（右旋转） 图1.2.4 旋转结果（左旋转）

图1.2.5 图像剪裁（前） 图1.2.6 图像剪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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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当图片画面明暗程度需要调节时，我们通过拖动调节杆的滑块来改变亮度参

数，完成后轻点确定按钮 。亮度较高，值为 100% 时，效果如图 1.2.8 所示 ；亮

度适中时，效果如图 1.2.9 所示；亮度过低，值为 -100% 时，效果如图 1.2.10 所示。

8. 点击屏幕上的“调节”，会有对比度、亮度、饱和度等多种功能可供选择（如

图 1.2.7 所示）。

10. 如果图像不够清晰醒目，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对比度值来进行调整，完成后

轻点确定按钮 。拖动调节杆来改变对比度的数值，对比度较高，值为 100% 时，

效果如图 1.2.11 所示 ；对比度适中时，效果如图 1.2.12 所示 ；对比度过低，值

为 -100% 时，效果如图 1.2.13 所示。

提示 ：如果大家在调节图像

的对比度、亮度、饱和度中

遇到困难，可以在“知识链

接”里寻找帮助信息。

图1.2.7 色彩调节

图1.2.8 亮度（高） 图1.2.9 亮度（中） 图1.2.10 亮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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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当我们发现画面色彩过于艳丽或过于清淡，就要通过滑动饱和度调节杆

来改变饱和度的数值，完成后轻点确定按钮 。饱和度较高时，效果如图 1.2.14

所示 ；饱和度适中时，效果如图 1.2.15 所示 ；饱和度过低，值为 -100% 时，效

果如图 1.2.16 所示。

12. 完成上述步骤后，对图像的基础处理就完成啦，最后点击“保存”按钮 。

注意事项 ：处理完成后，可要记得确定 呀，不然我们就白费功夫啦。虽然

使用的手机会有不同，但是功能和调节方法大致相同，原理更是一样的。具体情况

要具体分析，同学们要灵活运用哦。

大家快试试对你的图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不同的参数设置来加工吧，最后得

到的画面是不是有很大不同呢。好了，图片的优化处理工作就完成了。这一阶段有

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询问老师或找同伴帮你解决哦，完成后，看看你的图片，有没

有发现它们变得好看了呢，很棒吧。

图1.2.11 对比度（高）

图1.2.14 饱和度（高）

图1.2.12 对比度（中）

图1.2.15 饱和度（中）

图1.2.13 对比度（低）

图1.2.16 饱和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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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活动 2 中处理后的图片，现在我们进行深度优化。有时我们会发现，有些

图片经过基础处理后仍然无法达到我们的效果，比如图 1.3.1，我们只希望能够留下

中间干净的卡通人物，那么，怎么将周围的背景去掉呢？这就需要在 PS 中对图片

进行抠图处理。

  一、电脑端利用 PS 对图片进行抠图处理

图形图像组合与特效活动3

图1.3.1 原图

1. 由于活动 2 得到的图片都是存储在手机上的。我们需要将图片传送到电脑上

才能用 Photoshop 软件进行处理。那么，如何将手机上的图片传到电脑上呢？其实

方法有多种，同学们还记得我们在活动 1 中详细地介绍过如何将电脑上的图片通过

微信的文件传输助手传输到手机上吗？其实手机传到电脑上和电脑传到手机上的操

作原理是完全相同的。同学们要学会知识迁移哦。如果对这一操作步骤还不熟悉的

可以查看我们活动 1 中的相关内容，也可以询问老师和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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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片全部传至电脑后，就可以开始用 PhotoShop 进行处理了。

3. 这里，我们以 Photoshop CS5 为例进行讲解。双击打开 Photoshop CS5 软

件 ，然后再通过“文件 - 打开”命令找到图片，打开要进行处理的图片（如图 1.3.2

所示）。

4. 此时工具栏默认的是选择工具 。利用 PS 进行抠图的方法有多种，这里我

们介绍其中的一种方法，即利用“魔棒工具”进行快捷抠图。首先，我们需要选择

左侧工具栏中的魔棒工具 ，这时就可以看到鼠标的样子变成了一个小魔棒的样

子，尝试着任意点击图片的某处，我们会发现，图片出现了一个虚线的区域（如图

1.3.3 所示）。选中的这部分区域就是我们要去掉的区域，按键盘上的“Delete”，就

可以将选中的区域删去，这就是利用魔棒工具进行抠图的大致原理。只要我们将所

要删除的背景全部选中，就可以抠出想要的图形。具体到我们的这个案例，如何删

除背景呢？

图1.3.2 在PS中打开原图

图1.3.3 魔棒选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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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细心的同学会发现，在 PS 界面中的菜单栏下有一行关于“魔棒”工具的属

性设置栏（如图 1.3.4 所示）。在进行区域选择之前，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

相关参数的设置，如 这 4 个按钮，当我们不清楚这些图标具体表示什么操

作时，我们把鼠标移到其上方不动，就可以看到提示词，从左到右分别是新选区（新

选区 ：即用魔棒建立一个新选区）、添加到选区（表示在原来已有选区的基础上，单

击新区域将新区域增加到原来的选区，快捷键“Shift”）、从选区减去（表示在原来

已有选区的基础上，单击新区域将新区域从原来选区中减去，快捷键“Alt”）、与选

区交叉（表示在原来已有选区的基础上，单击新区域选择新区域与原区域相重合的

区域）。当然，如果选择的区域不满足要求，需要重新选择，可以按快捷键“Ctrl+D”

取消选区。

接着往下看， 容差设置中，容差值越小，选取的颜色越接近 ；容差

值越大，选取的颜色范围也就越大。如果同学们不理解的话可以尝试着调整看看选

择区域时的效果，就能更直观地理解了。默认情况下容差值为 32。对于下面后面的

设置，主要是从区域的边缘来着手，“消除锯齿”表示所选区域表面比较平滑，“连

续”表示所选区域的线条连续。点击“调整边缘”后，会出现如图 1.3.5 所示设置框。

同学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调整，一

般情况下保持边缘的默认选项。选择区域的时候不一定要一次性全部选中删除，可

以分多步进行，每次选中背景的部分并将它删除（如图 1.3.6 所示），直到删除所有

的背景。（如图 1.3.7 所示）

图1.3.4 魔棒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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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存已处理好的图片。因为图片是直接在 PS 中打开编辑的，所以直接点击“文

件 - 存储”或者是快捷键“Ctrl+S”，可以直接保存对图片的更改。我们可以找到图

片查看效果。（如图 1.3.8 所示）

图1.3.5 调整边缘

图1.3.6 选中部分区域

图1.3.7 选中背景区域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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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移动端利用“表表表表”对图片进行表表制作

1. 将电脑上制作好的图片通过微信的文件传输助手传输到手机或平板上。方法

同上述步骤一样。这里不再重复，同学们多加练习，多询问老师或同学，很容易就

掌握了。

2. 打开手机或平板的“表情工厂” , 进入主界面（如图 1.3.9 所示）。

3. 点击“动态表情”进行表情的制作（如图 1.3.10 所示）。找到界面左下方的

按钮，找到图片的位置（如图 1.3.11 所示），一般通过微信保存的图片保

存在名为“WeiXin”的文件夹中（当然了，也可以直接现场拍摄图片并进行制作，

但这样直接拍摄的图片有时无法满足我们要的效果）。

图1.3.8 处理好后的图片

图1.3.9 主界面 图1.3.10 动态表情 图1.3.11 选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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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整图片的放置位置，同时可以选择下方的四种发型（如图 1.3.12 所示）。

调整好后选择 按钮，这时表情就自动生成了（如图 1.3.13 所示）。我们可以

通过点击下方的类型选择自己需要的表情，选中其中一个满意的表情，点击“保存

到相册”（如图 1.3.14 所示），以此类推保存其他图片。

5. 制作好所有的表情后，点击界面上方的 图标返回主界面（如图 1.3.15 所

示），然后点击“表情相册”查看已经制作好的表情包（如图 1.3.16 所示）。

图1.3.12 调整图片位置 图1.3.13 生成的表情包 图1.3.14 保存到相册

图1.3.15 主界面 图1.3.16 表情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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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接下来就是将做好的表情发到微信群中，这部分的内容我们将在活动 4 为大

家详细讲解。

注意事项：本次活动涉及之前活动的知识，包括移动端与 PC 端文件传送操作等，

这是移动端与 PC 端的交叉使用过程。图片的处理可以多平台依次单独实现，也可

以相互协作，共同实现。同学们要学会灵活运用工具来满足我们的实际需求。

通过本次活动，相信同学们已经能够将普通的图片素材做成一张张生动活泼的

表情包了。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要积极询问老师哦。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自

己的专属表情包，加油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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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发布阶段

我问你答 ：

游戏规则 ：老师每说完一句话，同学们就将自己的心情用表情包表示并发送至

班级微信群中大家共享。

例子如下 ：

1. 有一天，你被告知中了五百万。

2. 你高兴地拿着票据准备去兑换钱，卖彩票的老板却告诉你你没有中奖，是系

统通知出了故障。

3. 经过几天调节后，你的心情终于恢复了平静。

4. 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卖彩票的老板顶替了你拿走了属于你的五百万。

5. 你去找老板理论，老板却说是自己中的五百万，还嘲笑你运气差。

6. 你非常愤怒，正准备理论一番。

7. 突然闹钟响了，哦，你该起床了。

将表情包发送至班级微信群里的具体步骤如下 ：

1. 打开手机或者平板上的“表情工厂”，进入到 App 的首页（如图 1.4.1 所示），

点击“表情相册”，进入到在活动 3 已完成的表情库中（如图 1.4.2 所示）。

2. 点击需要分享的表情，弹出如图 1.4.3 所示界面。

3. 选择第一项“发送给微信好友”，弹出如图 1.4.4 所示发送界面。

作品发布与分享活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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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首页 图1.4.2 已做好的表情库

图1.4.3 发送到微信 图1.4.4 发送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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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创建新聊天”，然后选择想要发送的班级群（如图 1.4.5 所示）。选择后，

出现如图 1.4.6 所示询问页面，这时，可以在横线上输入你想说的话，也可以不输。

操作好后点击“分享”。此时，我们就将表情发送至班群中了（如图 1.4.7 所示）。当然，

你可以选择“返回表情工厂”的表情库界面中继续发送（如图 1.4.8 所示），也可以

选择“留在微信”（如图 1.4.9 所示）进行消息的查看，即直接点进班群，这时，就

可以看到你的表情已经发送到班群中了（如图 1.4.10 所示）。

图1.4.5 选择群聊 图1.4.6 询问界面 图1.4.7 已发送

图1.4.8“返回表情工厂”界面 图1.4.9“留在微信”界面 图1.4.10 查看消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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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享阶段

1. 老师将全班同学合理地分成 5 ～ 6 组，各小组进行分组讨论评出在刚才的分

享过程中哪些作品最有趣，并说明理由。在讨论过程中同学们需要完成教材上单元

1 活动 4 的成果梳理。

2. 老师对同学们所提出来的这些作品进行点评，指出应学习之处和可改正之处。

3. 老师对本次活动进行总结，同学们一定要重视这一过程哦，可以学到不少的

技巧呢。

本活动是本主题的最后一个活动啦，是对之前所做作品的分享与交流，这一活

动对于内化知识，提升技能至关重要。同学们要认真对待哦，相信你会有不一样的

收获的，遇到不懂的问题可以请教老师或者同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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