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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活动要开始啦，快来到家人身边吧！

家庭小影集 ：快乐的家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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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主题主要介绍基于移动端设备，如手机、平板或数码相机来拍摄下家庭活动

的全过程，主动地、有选择地从生活实践中获取图片信息，然后对图片加工处理，

这一系列的图片就是我们快乐家庭活动的最好记录。

活动过程中，不仅能增加家庭互动，让家庭关系更加和谐，还可以提升图像获

取与处理能力，培养网络时代下的信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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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码相机、手机或者平板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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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机、图库（自带编辑功能）、“美图秀秀”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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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基于移动环境下，通过手机或者平板、数码相机来获取图片，并对图片进行

后期的处理，整个过程都在移动设备上进行。

2. 主题从家庭出发，以记录一次有趣的家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与家人相处的

同时学会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记录影像，学以致用。

下面，我们以家庭活动中“一起制作水果沙拉”为例进行讲解。

1



信息技术 8 年级 ( 上 )                                                                                                                                                                                   

1. 打开手机或平板的相机，或者是打开数码相机的开关键。

2. 对于手机和平板，点击聚焦按钮将焦点聚在人物的脸上进行拍摄 ；对于数码

相机，可设置为自动模式，然后轻按拍摄按钮使画面清晰，给家人照张合影（如图 1.1.1

所示）。在做菜过程中，需要敏锐地去捕捉家人相处中温馨的一面。

3. 对制作水果沙拉的食材进行拍摄：水果（如图 1.1.2 所示）、酸奶（如图 1.1.3

所示）、沙拉酱（如图 1.1.4 所示），拍照时要体现食材的新鲜干净，这时画面的构

图十分重要，拍摄的背景注意要干净一些，否则画面会显得杂乱。

作品创意及素材搜集活动1

图1.1.1 正确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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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把水果切成丁，依次摆放在漂亮的盘子里，然后用手机、平板或者数码相机

对摆放的半成品进行拍摄（如图 1.1.5 所示）。拍摄水果摆盘效果时，最好选一个简

单的背景或桌布，为了使水果显得更加鲜嫩可口，并且突出水果的质感，我们需要

充分利用特写镜头表现果肉的光泽感，拍特写时容易虚焦，因此要仔细调节焦距。

图1.1.2 水果

图1.1.5 水果摆盘

图1.1.3 酸奶 图1.1.4 沙拉酱

3



信息技术 8 年级 ( 上 )                                                                                                                                                                                   

5. 把酸奶和沙拉酱按 5 ︰ 1 的份量进行搅拌，然后拍下成品。拍摄时要体现搅

拌这个动作，在搅拌时放一个勺子是个不错的选择，要注意拍摄成品时角度的选择，

成品一般是放置于碗中，因此最好用倾斜角度进行拍摄（如图 1.1.6 所示）。

6. 把搅拌后的酸奶和沙拉酱细细地淋在盘里的水果上，水果沙拉就完成了。看

看盘子边缘有没有掉出来的食物，擦掉残迹，再用手机、平板或数码相机拍下成品（如

图 1.1.7 所示）。这时，可以凑近食物用特写镜头进行拍摄，特写更容易展现成品的

最为精细的部分，拍摄时注意不要虚焦。

7. 如果使用数码相机进行拍摄，首先用数据线把数码相机连接到电脑上，接着

将照片导入到电脑上，然后用数据线把手机或者平板连接到电脑上，再将数码相机

拍摄的照片传到手机或者平板上。同理，这时也可以把手机或者平板上的图片导入

到电脑上。

注意事项 ：拍摄的图片要注意展现出食材的新鲜、成品的美味以及一家人在制

作过程中的温馨，这需要重视画面的构图以及场景的光线问题。凑近拍摄物体可以

展示食物更精细的部分，让画面更为生动哦。遇到不懂的问题，可以询问老师或同

学哟。

尝试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景别拍照，最后出来的画面效果会有很大不同哟。

这样一次快乐的美食制作家庭活动就要结束了，完成后，你不仅获取到了水果沙拉

制作过程的一系列图片，还得到了一盘既美味又可口的水果沙拉，以及一份珍贵而

美好的家庭回忆，是不是很棒呢。

图1.1.6 搅拌 图1.1.7 水果沙拉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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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手机或者平板的图库，第一阶段

获得的图片已存在里面。

2. 一张张地查看获得的图片，根据画面

实际情况挑选出需要进行处理的图片，然后

针对问题选择合理的图像处理方式。

3. 点击需要处理的图片素材，图片画面

会充满整个屏幕。下面以“Android 华为手

机图库处理水果照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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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2.1 所示），然后选择“编辑”

按钮。

图形图像剪裁与编辑活动2

提示 ：不同的手机 / 平板的图库

功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大体功能

也就是那些，就像图像旋转、图

像剪裁、图像增强（调节）等。

图1.2.1 图库工具栏 图1.2.2 图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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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图像旋转

图1.2.5 图像剪裁（前）

图1.2.4 旋转结果（右旋转）

图1.2.6 图像剪裁（后）

5. 进入“编辑”界面，会出现多种图像处理方式供人选择（如图 1.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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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钮，屏幕下方会弹出几种的不同旋转方式（左旋转、右旋转、垂直翻转和水平翻转）

（如图 1.2.3 所示），然后轻点其中一种旋转方式，如右旋转，会发现图片自动进行

了旋转（如图 1.2.4 所示），完成后轻点界面上方的确定按钮 。

7. 轻点屏幕选择“裁剪”按钮，系统进入剪裁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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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把图片那些

杂乱又不美观的背景物品给“剪裁”掉，完成后轻点确定按钮 。当背景画面内

容过于庞杂或者是图像主体不够突出时，图像裁剪功能可以去除图像画面上多余

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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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点击屏幕上的“调节”按钮，会出现对比度、亮度、饱和度等多种功能可供选择，

每一个属性名上方有一个调节杆（如图 1.2.7 所示），滑动调节杆就可以调整对应属

性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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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亮度

的参数，完成后轻点确定按钮 。亮度较高，值为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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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如果图像不够清晰醒目，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对比度数值来进行调整，完成

后点击确定按钮 。在我们滑动调节杆来改变对比度的数值时，对比度较高，值

为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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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7 图像调节

图1.2.8 亮度（高） 图1.2.9 亮度（中） 图1.2.10 亮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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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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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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饱和度最高，值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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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保存按钮 ，图像的剪裁与编辑就完成了。

注意事项 ：处理完成后，可要记得确定 啊，不然我们就白费功夫啦。虽然我

们的手机 / 平板有些不一样，但是它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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哟，大家学习知识可不能死记硬套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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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时，

对于不同的图片我们会用到不同的处理方式呢，而且一点小小的参数值改变也会让

最后得到的画面有很大不同。好了，图片的基础处理工作就完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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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呢，加油哟！

图1.2.14 饱和度（高） 图1.2.15 饱和度（中） 图1.2.16 饱和度（低）

图1.2.11 对比度（高） 图1.2.12 对比度（中） 图1.2.13 对比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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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手机或者平板的“美图秀

秀 ” App， 我 们 将 用“ 美 图 秀

秀”Android 5.0.0.0 版本讲解家庭活

动系列图片的组合与特效。

2. 打开“美图秀秀”后，会出现

软件的首页界面（如图 1.3.1 所示），

界面上有多种图像处理功能可供选择，

例如 ：美化图片、人像美容、拼图，点

击界面上的“ ”或“ ”按钮可进行

图形图像组合与特效活动3

提示 ：“美图秀秀”在手机或平板中界

面会有些不一样，而且不同的版本之

间也会有点不同，但是它的大体布局

与功能是一样的，不用担心啦。

图1.3.1 首页界面（左） 图1.3.2 首页界面（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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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 家庭活动图片

图1.3.5 “美颜”特效

图1.3.4 家庭活动图片

图1.3.6 唯美特效

3. 点击“美化图片”按钮，系统会自动进入我们的手机相册，然后找到我们在

活动 2 的基础处理后的家庭活动系列图片（如图 1.3.3 所示）。

4. 点击打开家庭活动开始时我们拍摄的家庭合影（我们将用这张家庭合影制作

我们家庭活动小影集的封面），界面下方有个图像处理工具栏（如图 1.3.4 所示），

然后点击“特效”按钮 。

5.“特效”功能下特效处理提供了 4 个大类，分别是 LOMO、美颜、格调、艺术。

因为处理的是人物合影，系统会自动弹入“美颜”这一分类（如图 1.3.5 所示），有

自然、甜美可人、情书等等特效，向右滑动会有更多的处理特效，如中央公园、粉嫩、

伊豆、柔光、唯美。

6. 根据家庭合影图片选择我们需要的特效，当我们点击其中一个特效后，如“唯

美”，界面右会出现一个调节杆（如图 1.3.6 所示），我们可以通过滑动调节杆改变

特效参数 ，参数显示在调节杆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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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7 文字界面

图1.3.9 一种会话气泡

图1.3.8 会话气泡版块

图1.3.10 字体板块

7.“特效”调节完成后，点击界面右下方的“ ”符号按钮进行确定，确定

后系统自动回到图像处理界面，然后向右滑动工具栏，在工具栏中找到“文字”按

钮 。

8. 点击“文字”按钮，出现添加文字界面（如图 1.3.7 所示），在界面最下方有

3 个版块，分别是水印 、会话气泡 、字体 ，水印和会话气泡只能二选一，

而字体则能在水印会话气泡上叠加。

9. 当我们点击水印和会话气泡其中一个后，如“会话气泡”，会话气泡上方会

出现一个各种会话气泡选择板块（如图 1.3.8 所示），选择其中一种气泡，图片上就

会出现那种会话气泡（如图 1.3.9 所示），然后我们就可以用手指在触摸屏上滑动会

话气泡来改变那个会话气泡位置。

10. 为会话气泡选定好位置后，点击界面下方的“字体”按钮，会出现多种字体（如

图 1.3.10 所示），有些字体需要下载，如“ ”，建议在 WIFI 条件下进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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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点击其中一种字体，如“ ”，然后点击图片上的水印或会话气泡，会自

动出现一个字体设置界面（如图 1.3.11 所示），这里可以对文字内容、颜色样式以

及字体进行设置。

12. 点击界面上的“键盘”图标 ，然后就可以输入文字内容，因为这张图

片是我们家庭活动小影集的封面，最好把我们家庭活动的名称以及自己的姓名、学

号填入，如“水果沙拉  小明 01”（如图 1.3.12 所示）。

13. 点击面板上的“颜色样式”图标，会出现字体的颜色样式版块（如图 1.3.13

所示），颜色条可以变字体颜色，颜色条下方是字体透明度的调节杆，而点击

为字体加粗，点击 为字体添加阴影。

图1.3.11 字体设置界面

图1.3.13 颜色样式版块

图1.3.12 修改文字内容

图1.3.14 文字方向/大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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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设置后点击“完成”按钮，系统自动回到上一步的界面，如果觉得字体过

小或者方向需要调整，可用两根手指同时操作图片上的水印 / 会话气泡（如图 1.3.14

所示），两根手指同时向外拉伸可以让水印 / 会话气泡变大，两根手指同时向内压缩

就会使水印 / 会话气泡变小，而两根手指同时做顺时针或逆时针运动时则可以让水

印 / 会话气泡进行旋转，改变水印 / 会话气泡的方向。

15. 点击界面右下方的“ ”进行确定，回到图片初始处理界面，点击界面

右上方的“保存与分享” ，图片就会保存到相册（如图 1.3.15 所示）。

完成上述步骤后，我们家庭活动小影集的封面就完成了。

16. 点击界面上的“美化下一张”按钮，我们开始处理家庭活动中的过程图片，

因为后面的步骤原理与第 4 到第 15 步相同，就不作赘述了。

17. 后面我们需要按整个家庭活动流程来处理图片，处理方式和前面封面图片

相同（特效以及文字），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封面图片上的文字是如“水果沙拉  小

明 01”这种活动名称 + 姓名 + 学号的形式，后面的活动过程图片的文字内容就要

换一下啦，我们需要在图片文字内容中加入家庭活动步骤名称，如“第一步 ：我准

备用来做沙拉的水果”、“第四步 ：看！我把水果放得多漂亮”、“第六步 ：我的水果

沙拉终于完成了”。

图1.3.15 保存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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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当整个家庭活动系列图片处理完成后，我们需要给图片重新命名，点击手

机操作界面中的“文件管理” ，然后打开，会出现“文件管理”的“分类”界

面（如图 1.3.16 所示），图片重命名操作以 Android 华为“文件管理”7.1.0.300 版

本为例讲解。

19. 点开“图片” 这一分类，找到上面我们处理后的图片，长按图片，图片

右上角会出现一个打上勾的圆圈 ，然后点击下方工具栏中的“ ”，会出现

一个上拉菜单（如图 1.3.17 所示）。

图1.3.16 分类板块

图1.3.17 上拉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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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上拉菜单中选择“重命名”，会弹出一个重命名对话框，以“家庭活动名

称 + 编号”命名（如封面是“水果沙拉 01”），封面的编号为 01（如图 1.3.18 所示），

第一步编号为 02，第二步编号为 03，依次类推下去。

图1.3.18 重命名对话框

注意事项 ：每张图片处理完成后，可要记得保存啊。处理完成后，一定要按我

们家庭活动流程来编号，不然的话，我们查看图片时，图片之间就会前后不接，很

是混乱。我们这些图片可是要记录一个活动流程啊，没有清晰的顺序它们就只是一

张张图片，一张张没有联系的图片是不能让其他观看的人明白我们整个家庭活动流

程，因此有个清晰的编号是很重要的！

虽然我们有的同学用的是手机，有的用的是平板，连软件版本都有很多种，这

样一看，好像很多都不一样呀，但是这些都不是问题，我们要记住 ：学习知识是学

习其原理，死记硬套可不是一个好的学习方法呢！如果遇到不懂的地方，可以问问

周边的人哟，在交流的过程中，说不定我们又能 get 到一个新技能呢。大家快来试

试处理你的图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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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 开 手 机 或 平 板， 文 件 压

缩 操 作 以 Android 华 为“ 文 件 管

理”7.1.0.300 版本为例讲解。

2. 在手机操作界面中找到“文件

管理” ，然后打开，会出现“文

件管理”的“分类”版块界面（如图

1.4.1 所示）。

3.“分类”版块界面有图片、音频、

视频、文档、压缩包、应用等等分类，

点开“图片” 这一分类，会发现我们

在活动 3 处理后的图片全在其中（如

图 1.4.2 所示）。

作品发布与分享活动4

提示 ：不同的手机 / 平板管理文件的软

件名字或许不一样，比如华为手机叫“文

件管理”，中兴手机叫“我的文件”，而

且就算是同一款手机，手机主题不同界

面也会有很大的不同，不过不用担心，

因为这类软件的功能大致还是相同哒。

图1.4.1“分类”版块 图1.4.2 图片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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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压缩完成对话框的“查看”，系统自动跳转到压缩包放置的位置（如 图 

1.4.5 所示），长按压缩包，压缩文件右边会出现一个打好勾的小圆 ，点击下方菜

单栏 ，会出现一个上拉菜单（如图 1.4.6 所示），点击“重命名”，会出现一个

重命名对话框，然后命名，压缩包名称以姓名 + 学号的形式填写， 如“小明 01”（如

图 1.4.7 所示），再点击“确定”按钮。

4. 长按图片文件，图片右上角会出现一个打好勾的小框 ，然后依次选择

我们在活动 3 处理得到的图片。

5. 家庭活动图片全部选择完成后，点击手机界面下方菜单栏里“ ”，会出现

一个上拉菜单（如图 1.4.3 所示），找到“压缩”选项，然后点击，会自动出现一个

压缩完成的对话框（如图 1.4.4 所示）。

图1.4.3 上拉菜单

图1.4.5 压缩包位置 图1.4.6 上拉菜单 图1.4.7 重命名对话框

图1.4.4 压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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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退出“文件管理”，打开“微信”App（如图 1.4.8 所示），然后登录微信帐号（如

图 1.4.9 所示），登录后会出现微信的初始界面（如图 1.4.10 所示）。

8. 界面下方菜单栏中有“微信”、“通讯录”、“发现”以及“我”这四个板块（如

图 1.4.11 所示），然后点击“我”  ，进入个人资料界面（如图 1.4.12 所示）。

图1.4.8 打开微信 图1.4.9 登录界面

图1.4.11 微信菜单栏

图1.4.12 个人资料界面 图1.4.13 我的收藏

图1.4.10 初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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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点击“收藏”按钮 ，会出现我的收藏界面（如图 1.4.13 所示），

然后点击界面右上方的“ ”符号，笔记界面就会出现（如图 1.4.14 所示）。

10. 点击笔记界面下方菜单栏中的“ ”图标，然后选择压缩了家庭活动图片

的压缩包，名称如“小明 01” ，系统自动回到笔记界面（如图 1.4.15

所示），然后点击界面右上方的“完成”按钮 。

11. 退出我的收藏界面，打开班级微信群（如图 1.4.16 所示），然后点击页面下

方的“ ”符号，会出现一个可发入微信群的各种东西的版块（如图 1.4.17 所示）。

图1.4.16 笔记界面（前） 图1.4.17 笔记界面（后）

图1.4.14 笔记界面（前） 图1.4.15 笔记界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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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点击我的收藏 ，会出现我的收藏界面，其中就有我们在第 9 步添加的

压缩包（如图 1.4.18 所示）。

13. 点击压缩包，会出现一个确认发送对话框（如图 1.4.19 所示），然后点击“发

送”，完成后，班级微信群里就会出现我们的家庭活动压缩包（如图 1.4.20 所示）。

图1.4.21 上拉菜单 图1.4.22 “解压至”对话框

图1.4.18 我的收藏界面 图1.4.19 确认发送对话框 图1.4.20 发送结果

14. 班上所有同学把自己的家庭活动压缩包传进班级微信群后，我们就可以依

次下载查看了。下载完成后，在手机操作界面中打开“文件管理”，会出现“文件管理”

的“分类文件”版块界面，然后点开“压缩包”分类 。

15. 找到班上同学们的家庭活动压缩包 ，轻按压缩包，

压缩包右边会出现一个打勾圆形 ，点击菜单栏中的 ，会出现一个上拉菜单

（如图 1.4.21 所示），选择“解压至”，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如图 1.4.22 所示），

点击确定，目录中就会出现一个文件夹如 ，然后我们就能依次

观看班上各个同学家庭活动过程图片了，课堂前我们需要把所有同学的家庭活动

压缩包看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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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课前，老师在微信群中把班上同学分为 5 到 6 个小组。

17. 上课时，我们需要按照老师的分组，同组的同学坐在一起，方便进行小组

讨论。

18. 老师说出课堂讨论安排 ：每个小组从全班所有同学的家庭活动影集中选出

小组内部一致认为最有趣的那一份，并在讨论过程中填写教材上单元 1 活动 4 中的

“成果梳理”，讨论时间为 15 分钟。然后同组的同学开始讨论。

19.15 分钟后，老师让所有小组停止讨论，宣布 ：每个小组选出一个同学作为

代表，作为代表的那位同学首先需要说出小组内认为最有趣作品是哪一份，然后在

3 分钟内向全班同学说明小组选这份作品的理由。

20. 每个小组代表说完后，教师对全班同学作品进行点评。

注意事项 ：作品发布与分享阶段流程大致可分为课前和课堂中两部分。课前需

要做 3 件事 ：一是我们需要把自己的作品做成压缩包传到班级微信群中，二是班上

其他同学的作品我们都要看一遍，三是老师要把全班同学分成 5 到 6 个小组。而课

堂上的活动流程依次为讨论、陈述、总结。为防止同学们在活动中出现混乱，影响

整个活动的进行，我们的老师在整个作品发布与分享阶段都要起到引导作用，大家

可要认真听老师的安排哦。

第一单元的学习就这样结束啦，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学习了好多东西啊。最后，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疑问呢？如果有的话赶快问问身边的同学或向老师寻求帮助吧，

千万不要把问题抛在脑后就不管它啦，那只会让我们的问题越积越多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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