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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大家在学习数学知识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用一个有趣的小动画来展现学习

内容呢？其实，在数学教学中使用动画可以让那些难以理解的知识更加生动、形象、

易于理解。现在，让我们开始进入数学教学动画的制作吧！

数学小乐园 ：开心课堂做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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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主题首先介绍搜集动画素材的三种方案 ：利用数字资源库提供素材、网络下

载素材以及绘图软件绘制素材。

方案 1 ：数字资源库提供素材。直接将数字资源库中提供的素材拷贝到电脑上，

其中有些素材不符合实际使用，我们可做适当处理。

方案 2 ：网络下载素材。通过浏览器搜索需要的动画素材，并将素材下载保存

到本地电脑上。

方案 3 ：绘图软件绘制素材。在电脑上通过 AdobeFlash CS6 软件直接绘制所

需要的素材图片。

上述三种方案同时使用或者选用其中任一种方案都可以获取到动画素材，我们

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方案。在这一阶段中，我们可以利用在单元 1 中学习到

的图形图像处理技术对素材进行加工处理。得到满意素材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用

AdobeFlash CS6 软件来制作我们的数学教学动画了。

制作过程中，我们将不仅学会动画的制作要领，而且更深刻地理解我们制作的

教学动画里呈现的相关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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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系统下能够连上网络的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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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		★		★		★		★		★		★		★		★		★		★		★		★		★		★		★		★		★		★

浏览器

AdobeFlash C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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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基于电脑环境下，通过数字资源库提供的、网络下载的或是绘图软件绘制的

素材，通过 AdobeFlash CS6 软件利用各种素材进行动画的制作，整个过程都在电

脑上完成。

2. 主题从学习教学动画制作出发，以趣解数学中一个经典问题为例讲解，调动

我们学习动画的积极性，在玩的过程中学习知识，生动有趣。

下面，我们以数学教学活动中“鸡兔同笼”为例进行讲解 ：鸡兔同笼是中国古

代数学趣题之一，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孙子算经》中就记载了这个有趣的问题，书

中是这样表述的：今有雉兔同笼，上有三十五头，下有九十四足，问雉兔各有几何？

这段话是指 ：有若干只鸡兔在同一个笼子里，从上面数有 35 个头，从下面数有 94

只脚，问笼中各有几只鸡和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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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素材家搜集与处理

1. 素材的搜集

我们要制作出一个数学中“鸡兔同笼”的教学讲解动画，首先确定制作这个动

画所需要的各类基本素材。图片素材有 ：小精灵（作讲师角色）、《孙子算经》书、

鸡兔同笼、黑板、草地、鸡（3 种状态 ：两只脚站立、一只脚站立、屁股着地）、兔

（3 种状态 ：四只脚站立、三只脚站立、两只脚站立）。音频素材有 ：“鸡兔同笼”的

教学讲解音频。下面我们根据素材的不同类型选择不同的获取方案。

 方案 1 ：利用数字资源库提供素材

1. 打开数字资源库（如以光盘为载体就可以使用光驱来读取），找到放置素材

的位置。

2. 选中素材（如果要同时选中多个素材，可以在选中一个素材的前提下按住键

盘的“Ctrl”键再点选其他素材），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复制”，

也可以直接按住键盘上的“Ctrl+C”进行快捷复制。

3. 在电脑桌面的空白出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依次选择“新

建”-“文件夹”，并给文件夹命名，如“素材”。

4. 打开上一步骤中新建的“素材”的文件夹，然后在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在

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粘贴”，也可以按住键盘上的“Ctrl+V”进行快捷粘贴（如

图 2.1.1 所示）。

注意事项 ：关于文件如何重命名操作，我们在单元 1 已经讲解过了，操作时可

要回忆下哦。这里建文件夹的目的在于对所有素材进行集中管理，同时也方便使用

时及时查找。

作品创意及素材准备活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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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粘贴结果

图2.1.2 搜索引擎

 方案 2 ：网络下载素材

我们以“利用搜狗搜索卡通黑板图片”为例进行操作的说明。

1. 打开电脑上的浏览器（以 IE 浏览器为例），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上输入 ：

http://pic.sogou.com/，进入如图 2.1.2 所示搜狗图片官网的首页。在搜索栏中输入

要下载的素材关键字，如“卡通黑板”关键字，然后点击“搜狗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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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搜狗图片的搜索结果界面（如图 2.1.3 所示），找到适合的卡通黑板图片，

可以直接点进去通过下载按钮保存图片，也可以通过在图片上单击鼠标右键，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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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将选择好的图片保存在自己的电脑上合适位置处（如图 2.1.4 所示）。

注意事项 ：保存图片的时候注意要明确图片保存在什么地方，这样便于后面找

到图片的存储位置。

图2.1.3 搜索结果

图2.1.4 保存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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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舞台上绘制图形需要利用到工具箱中的各种工具，绘制需要的图形首先需

要使用铅笔工具 勾勒出图案的轮廓。点击铅笔工具 ，为了让绘制出来的图案

能填色，观察工具箱下方铅笔工具相关属性（如图 2.1.7 所示），如果“对象绘制”

按钮 是选中状态，即 ，则需要用鼠标左键点击一下取消选中。通过属性面

板可以对线条颜色、粗细等参数进行设置（如图 2.1.8 所示）。下面我们以“绘制卡

通小鸡图片”为例进行操作的说明。

 方案 3 ：绘图软件绘制素材

1. 打开 AdobeFlash CS6 软件（如图 2.1.5 所示）。

2. 进入软件初始界面后，点击新建栏目下的 ActionScript 3.0

（如图 2.1.6 所示）进入软件主界面。 图2.1.5 软件图标

图2.1.8 属性面板

图2.1.6 初始界面

图2.1.7 相关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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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把鼠标移至舞台上，按住鼠标左键进行拖动，首先我们绘制小鸡的头部图形

（如图 2.1.9 所示）。绘制的过程中，如果绘制出的线条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点击

橡皮擦工具 ，然后用橡皮擦工具把错误的线条擦去。接着，我们来绘制小鸡身体

的下半部分（如图 2.1.10 所示），最后为小鸡填上两只眼睛和两只脚，此时，小鸡

的轮廓就出来了（如图 2.1.11 所示）。

6. 用工具箱中的颜料桶工具 对可以对图案进行填色，点击颜料桶工具。通

过属性面板可以对颜料桶工具的颜色进行修改（如图 2.1.12 所示）。需要注意的是，

颜料桶工具只能对封闭的图形进行填色，如果图形不是封闭的图形，我们可以用工

具箱中的选择工具 调整图形的线条使之封闭。

7. 把鼠标移至舞台上，用鼠标左键点击需要填色的图形区域即可填色。不同的

区域可选择不同的色彩进行涂色，比如 ：小鸡的头冠用红色，鼻子和脚用黄色，羽

毛用白色。最后，为了让小鸡颜色更有层次感，我们可以用刷子工具 给小鸡涂

上一些较深的颜色（如图 2.1.13 所示）。

图2.1.9 小鸡头部

图2.1.12 属性面板 图2.1.13 小鸡最终图

图2.1.10 小鸡身体 图2.1.11 小鸡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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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绘制好后，依次点击菜单栏上的“文件”-“导出”-“导出图片”，会弹出

导出图像对话框（如图 2.1.14 所示）。在该对话框需要设置图像的保存路径、保存

文件名以及保存格式等内容，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后会弹出设置图像各种

参数的对话框（如图 2.1.15 所示），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后点击“导出”按钮，这样

就得到了绘制的素材。

注意事项：保存的时候注意查看保存的路径，这样便于后面找到图片的存储位置。

这时我们创建的源文件仅用于我们绘制素材，当需要绘制的素材完成后，这个源文

件可以不进行保存。

2. 素材的处理

无论是通过数字资源库复制还是网络下载，搜集到的素材有时不能满足我们的

需要，如希望图片背景呈透明状态、只想要图片中的一小部分等，因此有些素材需

要我们进一步地处理。说到素材的处理，还记得我们在单元 1 学习的内容吗？对啦，

我们在单元 1 的活动 2、活动 3 详细讲解了如何对图片进行处理，这里我们不再赘述，

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返回到单元 1 的相关地方进行复习哦。

  二、素材家导入

当素材已经能够满足我们动画制作素材的要求后，我们就需要将其导入到

Flash 软件中进行动画制作的准备工作。

1. 在 flash 中新建一个源文件，步骤同素材的搜集方案 2 的第 1 和第 2 步。

图2.1.14 导出图像 图2.1.15 导出图像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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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次点击菜单栏中的“文件”-“导入”-“导入到库”，会弹出“导入到库”

对话框（如图 2.1.16 所示），选择需要导入的素材，点击“打开”按钮，然后素材

就会出现在 Flash 文件的库中。

3. 依次点击菜单栏中的“文件”-“保存”，会弹出“另存为”对话框（如图 2.1.17

所示），我们需要在这个对话框里选择文件的保存路径和保存格式，再对文件进行

命名“趣解鸡兔同笼问题”，最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

图2.1.16 导入到库

图2.1.17 文件另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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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项 ：可 以 将 以 下 声 音 文 件 格 式 导 入 到 Flash ：ASND（Windows 或

Macintosh）、WAV（ 仅 限 Windows）、AIFF（ 仅 限 Macintosh）、MP3（Windows 或

Macintosh）。Macintosh 是指苹果机。为保证动画素材的有效导入，建议音频素材尽

量使用 WAV 或 MP3 格式。

至此，制作数学教学动画之鸡兔同笼的素材准备工作就完成了！为了方便导入，

搜集的过程中我们最好把所有的素材保存到一个文件夹中哦。在搜集之前，我们首

先要确定制作动画需要的素材到底有哪些，然后再开始收集与处理加工。这样能够

有效地避免素材的遗漏。

看看我们获得的素材，是不是对我们将要制作的动画很期待呢？搜集素材的过

程中有什么问题可以询问老师或者请同学帮助哦，加油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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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制作——语格与编排活动2

1. 找到上一阶段新建的源文件“趣

解鸡兔同笼问题”并双击打开，这时

库面板中已经准备好了需要的素材。

文档属性显示在页面右侧的属性面板

（如图 2.2.1 所示），在属性面板的属性

栏目中有舞台大小、颜色的设置。新

建文件的舞台大小默认为 550x400，

舞台颜色默认为白色，这里，我们需

要把舞台大小设置为 600x400。舞台

颜色不做修改。

提示 ：通常我们是以设置舞台大

小来实现对动画作品的大小设

定，即舞台的长宽数值也就是动

画作品的大小标准。舞台的长宽

决定了所能容纳素材的多少。

图2.2.1 属性面板 图2.2.2 库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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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第一阶段的操作中，我们需要用到的素材都已导入库中（如图 2.2.2 所示），

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把图片素材做成元件供后面操作使用。把图片从库中拖到舞台

上（如图 2.2.3 所示），用鼠标右键单击图片，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转换为元件”，

会弹出一个“转换为元件”的对话框，对话框中可设置元件名称、元件类型、元件

文件夹。为方便后期用元件制作动画，元件名称最好根据元件内容命名，元件类型

设置为影片剪辑（如图 2.2.4 所示）。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这个元件就出

现在库面板中，接下来依次把其他图片素材转换为元件（如图 2.2.5 所示）。

3. 新建的源文件的时间轴中只有一个图层——“图层 1”，点击时间轴上图层 1

的第 1 帧（如图 2.2.6 所示），在属性面板中会出现这一帧的属性，然后点击声音栏

目下名称后的“ ”按钮选择声音文件“教学讲解音频 .wav”，接着把声音的同步

属性设置为“数据流”（如图 2.2.7 所示）。

图2.2.3 舞台

图2.2.4 转换为元件

图2.2.6 时间轴

图2.2.5 库面板

图2.2.7 属性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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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帧的时间自然无法播放完整段教学讲解音频，因此我们需要在图层 1 后为

这段音频添加帧数直至音频播放完成。添加帧数有 2 种方法，一是鼠标在时间轴上

需要添加帧的位置单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点击插入帧 ；二是鼠标在需要添加帧

的位置单击左键选中帧，然后在键盘上按下“F5”即可。虽然我们只是在时间轴上

一个帧处插入帧，但是软件会自动补全此帧前面的所有帧（如图 2.2.8 所示）。这里，

我们设置的最后一帧为第 3075 帧。

5. 点击时间轴面板下方“新建图层”按钮 ，在图层 1 上面就会出现新建

的“图层 2”（如图 2.2.9 所示），拖动播放头（如图 2.2.10 所示）聆听图层 1

上的解说声音，直到“《孙子算经》中就记载了这个有趣的问题”这句话结束立

即按下键盘上的“Enter”键暂停，然后在图层 2 上播放头暂停的帧处（即第

300 帧）选中此帧按下键盘上的“F6”把此帧转换为关键帧（如图 2.2.11 所示）。

“Enter”键可对播放头进行控制。如果播放头是静止的，按下“Enter”键则可

从播放头所在帧开始播放动画，如果播放头是运动的，按下“Enter”键就是暂

停动画。

图2.2.8 时间轴

图2.2.10 播放头 图2.2.11 时间轴

图2.2.9 时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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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图层 2 上一步转换的关键帧（即第 300 帧）之前任选一帧，然后从库面板

中拖动“卡通教室”元件到舞台上，在舞台上点击“卡通教室”元件，然后在属性面

板把“卡通教室”元件的宽度设置为 600，高度设置为 400，和舞台大小相当。点击

样式属性的按钮 选择 Alpha，接着把 Alpha 设置为 70%（如图 2.2.12 所示）。

7.点击属性面板左侧的对齐图标 ，会出现对齐面板（如图2.2.13所示），把“与

舞台对齐”打上勾，然后依次点击“垂直居中分布”按钮 “水平居中分布”按

钮 ，“卡通教室”元件即可与舞台重合（如图 2.2.14 所示）。

图2.2.12  属性面板

图2.2.13  对齐面板 图2.2.14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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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点击时间轴面板“新建图层”按钮 ，图层 2 上方出现新建的图层 3，再

次点击“新建图层”按钮 ，图层 3 上方出现新建的图层 4（如图 2.2.15 所示）。

在图层 2“转换为关键帧”的位置（即第 300 帧）同样把图层 3 和图层 4 对应

的那一帧也转换为关键帧（如图 2.2.16 所示）。在图层 3 上转换的关键帧（即第

300 帧）之前任选一帧，然后从库面板中拖动“精灵讲师”元件到舞台上，并选

中它，点击工具箱中“任意变形工具” ，“精灵讲师”元件会被一个实线框围

住（如图 2.2.17 所示），用鼠标左键拖动实线框上的 8 个黑点改变“精灵讲师”

元件大小直至合适为止。

9. 现在我们需要制作精灵讲师说话的动画。双击库面板中的“精灵讲师”

元件进入元件内部（如图 2.2.18 所示），为了方便制作元件内部动画，选中工

具箱中的“缩放工具” ，移动鼠标到图案上单击左键对图案进行放大（如图

2.2.19 所示）。

10. 选中图层 1 第 1 帧，在键盘上按下“Ctrl+B”把精灵讲师图案打散（如图 2.2.20

所示）。

图2.2.15 时间轴

图2.2.16 时间轴

图2.2.18 状态栏

图2.2.17 精灵讲师

图2.2.19  舞台 图2.2.20 精灵讲师（打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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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鼠标右键点击时间轴面板图层 1（如图 2.2.21 所示），在弹出的菜单栏中选

择“复制图层”，在图层 1 上会出现图层 1 的复制层（如图 2.2.22 所示）。

12. 选中图层 1 的复制层第 1 帧，第 1 帧上的内容就会处于选中状态，点击工

具箱中的“索套工具” ，然后用鼠标左键框选精灵讲师的嘴部（如图 2.2.23 所示），

接着用“选择工具” 拖动嘴部区域外的部分直至与嘴部完全分离，然后按下键盘

上的“Backspace”删除嘴部外的部分。点击时间轴图层 1 的眼睛图标对应位置（如

图 2.2.24 所示）把图层 1 隐藏，就可看到图层 2 上只剩下嘴部“ ”。

13. 点击工具箱中“任意变形工具” ，嘴部 会被一个实线框围住，按

住键盘上的“Shift”键，然后用鼠标左键向外拖动实线框上的右上角的黑点，把嘴

部的大小放大一些。

14. 在图层 1 的复制层选中第 15 帧，然后按下键盘上“F5”（插入帧），接着

依次在第 5 帧和第 10 帧按下键盘上“F6”，最后在图层 1 的第 15 帧处插入帧（如

图 2.2.25 所示）。

图2.2.21 时间轴 图2.2.22 时间轴

图2.2.23  精灵讲师（嘴部） 图2.2.24  图层可视

图2.2.25  时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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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选中图层 1 复制层第 5 到第 10 帧中间任意一帧，然后点击工具箱中“任

意变形工具” ，用鼠标左键点击实线框上的右上角的黑点，然后向内拖动，

把嘴部的大小缩小一些。点击界面左上方的场景 1 回到元件外部。

前面第 9 步到 15 步制作出来的效果是嘴部（说话）动画！

16. 把播放头拖动到起始位置（即第 1 帧），按下键盘上的“Enter”键播放动画，

聆听图层 1 上的解说声音，直到“鸡兔同笼是中国古代数学趣题之一”这句话结束

立即按下键盘上的“Enter”键暂停，然后在图层 4 上播放头暂停的帧（即第 130 帧）

处选中此帧按下键盘上的“F6”把此帧转换为关键帧（如图 2.2.26 所示）。

17. 在图层 4 上一步转换的关键帧（即第 130 帧）之前任选一帧，然后从库面

板中拖动“鸡兔同笼”元件到舞台上，在舞台上点击“鸡兔同笼”元件，在属性面

板把“鸡兔同笼”元件的宽度设置为 300，高度设置为 250，然后用鼠标左键拖动

元件到舞台左边合适位置（如图 2.2.27 所示）。

图2.2.26 时间轴

图2.2.27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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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选中第 16 步转换的关键帧（即第 130 帧）的后一帧（如图 2.2.28 所示），

然后从库面板中拖动“孙子算经”元件到舞台上，在舞台上点击“孙子算经”元件，

在属性面板把“孙子算经”元件的宽度设置为 120，高度设置为 165，然后用鼠标

左键拖动“孙子算经”元件到舞台左边合适位置（如图 2.2.29 所示）。

19. 选中图层 2 最后一帧（即第 3075 帧）前、第 5 步设置的关键帧（即第 300 帧）

后的任意一帧，然后从库面板中拖动“草地”元件到舞台上，在舞台上点击“草地”

元件，然后在属性面板把“草地”元件的宽度设置为 600，高度设置为 400，和舞

台大小相当。点击属性面板左侧的对齐图标 ，会出现对齐面板，把“与舞台对齐”

打上勾，然后依次点击“垂直居中分布”按钮 、“水平居中分布”按钮 ，“草

地”元件即可与舞台重合。接着用同样的方法对“卡通黑板”进行操作（如图 2.2.30

所示）。

图2.2.28 时间轴 图2.2.29  舞台

图2.2.30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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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控制播放头聆听图层 1 上的解说声音，直到“问笼中各有几只鸡和兔”这

句话结束立即按下键盘上的“Enter”键暂停播放头，在图层 3 上播放头暂停的帧（即

第 1050 帧）处选中此帧，按下键盘上的“F6”把此帧转换为关键帧，再把图层 4

上这一帧（即第 1050 帧）同样转化为关键桢。

21. 选中图层 3，在第 20 步所得关键帧（即第 1050 帧）前、第 5 步设置的关键帧（即

第 300 帧）后任意选中一帧，然后在工具箱中点击“文本工具” ，在舞台的黑板

上选择合适位置输入“今有雉兔同笼，上有三十五头，下有九十四足，问雉兔各几

何？”这段文字。

22. 选中这段文字，在属性面板对文字属性进行设置（如图 2.2.31 所示），字体

设置为“华文楷体”，字号设置为 37.0 点，颜色为白色（如图 2.2.32 所示）。

23. 选中图层 4，在第 20 步所得关键帧（即第 1050 帧）前、第 5 步设置的

关键帧（即第 300 帧）后任意选中一帧，把“精灵讲师”元件从库面板中拖到舞

台上。接着用第 8 步所讲方法对“精灵讲师”元件方向、大小进行调整，用鼠标

左键拖动“精灵讲师”元件可直接改变元件的位置，注意不要让精灵讲师挡住黑

板上的文字（如图 2.2.33 所示）。

图2.2.31  属性面板 图2.2.32  舞台

图2.2.33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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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选中图层 4，在第 20 步所得关键帧（即第 1050 帧）后、最后一帧（即第

3075 帧）前任意选中一帧，然后单击工具箱中“文本工具” ，在画面中黑板的

上部选择合适位置输入“鸡和兔共有 35 只，共有 94 只脚，鸡和兔各有几只？”这

段文字，文字字体设置为“华文楷体”，字号设置为 25.0 点，颜色为白色（如图 2.2.34

所示），然后用鼠标左键拖动调整文字位置（如图 2.2.35 所示）。

25. 拖动播放头聆听解说声音，直到“吹一声哨”这句话结束立即按下键盘上

的“Enter”键暂停动画，然后在图层 3 上播放头暂停的帧（即第 1270 帧）处选中

此帧，按下键盘上的“F6”把此帧转换为关键帧。选中此关键帧（即第 1270 帧）

的前一帧，然后把“鸡 ：两只脚站立”元件和“兔 ：四只脚站立”元件从库面板中

拖到舞台上（如图 2.2.36 所示）。

图2.2.34  属性面板 图2.2.35  舞台

图2.2.36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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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在舞台上选中“鸡 ：两只脚站立”元件，然后点击工具箱中任意变形工具

，用鼠标左键点击实线框上右上角的黑点，按住键盘上的“Shift”键然后向内拖动，

把“鸡 ：两只脚站立”元件缩小至宽为 51.1，高为 73，也可直接在属性面板上进

行设置。然后对“兔：四只脚站立”元件进行同样操作，不过宽和高的数值有所改变，

宽为 57.4，高为 66，接着用鼠标把两个元件拖动到黑板左部即可（如图 2.2.37 所示）。

27. 在属性面板查看“鸡：两只脚站立”元件位置的 X 值、Y 值并记录（如图 2.2.38

所示），首先选中“鸡 ：两只脚站立”元件（下面称之为“原件 a”），然后按住键盘

上的“Ctrl+C”，接着按下“Ctrl+V”进行复制。把复制得到的“鸡 ：两只脚站立”

元件（下面称之为“鸡复制品 a1”）位置的 X 值比“原件 a”的 X 值大 80，Y 值和

原件 Y 值设置相同大小（如图 2.2.39 所示）。

图2.2.37 舞台

图2.2.38  属性面板 图2.2.39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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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点击工具栏中的矩形工具 ，属性面板显示出矩形工具的各种属性，然

后再点击一下矩形工具，会出现一个快捷菜单栏，里面有矩形工具、椭圆工具、基

本矩形工具、基本椭圆工具以及多角星形工具等多种工具可供选择。点击椭圆工具

。

29. 在属性面板把椭圆工具的线条以及填色改为白色（如图 2.2.40 所示）,

然后按住键盘上“Shift”键在“鸡复制品 a1”后面画上三个白色圆点（如图 2.2.41

所示）。

30. 选中“原件 a”，然后按住键盘上的“Ctrl+C”，接着按下“Ctrl+V”进行复制，

把复制得到的“鸡：两只脚站立”元件（下面称之为“鸡复制品 a2”）位置的 X 值比“原

件 a”的 X 值大 160，Y 值和原件 Y 值设置相同大小（如图 2.2.42 所示），此时舞台

效果如图 2.2.43 所示。

图2.2.40  属性面板 图2.2.41  舞台

图2.2.42  属性面板 图2.2.43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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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对“兔 ：四只脚站立”元件进行同“鸡 ：两只脚站立”元件第 27 步到第

30 步操作，完成后效果如图 2.2.44 所示。

32. 拖动播放头聆听解说声音，直到“再吹一声哨”这句话结束后立即按下键

盘上的“Enter”键暂停动画，然后在图层 3 上播放头暂停的帧（即第 1800 帧）处

选中此帧，按下键盘上的“F6”把这一帧转换为关键帧。选中这个关键帧（即第

1800 帧）的前一帧，然后把“鸡 ：一只脚站立”元件和“兔 ：三只脚站立”元件从

库面板中拖到舞台上（如图 2.2.45 所示）。

33. 对“鸡 ：一只脚站立”元件做第 26 步到第 31 步时对“鸡 ：两只脚站立”

元件做同样的操作，对“兔 ：三只脚站立”元件的操作同第 31 步时对“兔 ：四只

脚站立”元件的操作（如图 2.2.46 所示）。需注意的是，我们制作时所设置的位置、

大小等参数应和前面相等。

图2.2.44  舞台

图2.2.45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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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依次点击菜单栏中的“文件”-“保存”, 也可以直接按住键盘上的“Ctrl+C”

进行快捷保存。

现在“趣解鸡兔同笼问题”动画就完成一部分了，在制作动画的过程中，我们

学习了添加音频、制作元件以及逐帧动画，大家还有没有不懂的地方？如果在制作

动画时产生了疑惑，一定要记住去问老师或同学呀。大家都很棒哦，继续加油！

34. 在图层 3 上最后一帧（即第 3075 帧）前、第 32 步所得关键帧（即第 1800 帧）

后任意选中一帧，把“鸡 ：屁股着地”元件和“兔 ：两只脚站立”元件从库面板中拖

到舞台上。然后对“鸡：屁股着地”元件做同“鸡：两只脚站立”元件的操作，对“兔：

两只脚站立”元件做同“兔 ：三只脚站立”元件的操作。不过，虽然操作不变，但元

件的大小和位置有所改变：“鸡：屁股着地”元件的宽为 51，高为 61.5，Y 值为 116，“兔：

两只脚站立”元件的宽为 64，高为 73.9，Y 值为 185（如图 2.2.47 所示）。

图2.2.46  舞台

图2.2.47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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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趣解鸡兔同笼问题”源文件，把时间轴上的播放头拖至第一帧。现在

开始制作“鸡兔同笼”元件的淡入、淡出动画。鼠标右键单击图层 4 第 1 帧，在弹

出的菜单中选择“创建补间动画”，时间轴上图层 4 自动转换为补间图层 （如图

2.3.1 所示）。选中舞台上的“鸡兔同笼”元件，然后点击属性面板的色彩效果栏目

下的样式属性后的“ ”按钮，在下拉菜单中选中“Alpha”，再把 Alpha 值设为 0%

（如图 2.3.2 所示）。

后期合成——配音与特效活动3

图2.3.1 时间轴 图2.3.2 属性面板

2. 选中图层 4 第 15 帧，点击舞台上的“鸡兔同笼”元件（虽然此时舞台上元

件是完全透明的（如图 2.3.3 所示），但是点击蓝色实线框中的任意位置依然可以选

中），在属性面板把元件的 Alpha 值设为 100%（如图 2.3.4 所示）。接着用同样的

方法把图层 4 第 115 帧处元件的 Alpha 值设为 99%、第 129 帧处元件的 Alpha 值

设为 0%。可以发现无论是刚刚的第 1、15 帧，还是现在的第 115、129 帧，只要

我们对元件做了调整，在时间轴上的那一帧会出现一个小黑点（如图 2.3.5 所示）。

至此，“鸡兔同笼”元件的淡入、淡出动画便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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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中“鸡兔同笼”元件，点击属性面板下方的“添加滤镜”按钮 ，在弹出

的菜单中选择“投影”，滤镜“投影”特效的参数如图 2.3.6 所示，添加完成后“鸡

兔同笼”元件会出现阴影效果。对“孙子算经”元件做同样操作添加阴影（效果如

图 2.3.7 所示）。

图2.3.3 舞台

图2.3.6 滤镜属性

图2.3.5 时间轴

图2.3.4 属性面板

图2.3.7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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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在开始制作“孙子算经”元件的淡入、淡出动画。鼠标右键单击图层 4 第

130 帧，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创建补间动画”，选中舞台上的“孙子算经”元件，

然后在属性面板把元件的 Alpha 值设为 0%（如图 2.3.8 所示）。

5. 选中图层 4 第 155 帧，点击舞台上的“孙子算经”元件，在属性面板把元件

的 Alpha 值设为 100%。接着用同样的方法把图层 4 第 285 帧处元件的 Alpha 值设

为 99%、第 300 帧处元件的 Alpha 值设为 0。至此，“孙子算经”元件的淡入、淡

出动画便完成了。

6. 现在由第一个场景（教室）进入第二个场景（黑板）的转场动画。选中图层

2 第 285 帧，鼠标单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创建补间动画”。点击舞台上的“卡

通教室”元件，在属性面板把元件的 Alpha 值设为 69%（记得我们在第一阶段时把

这个元件的值设为了 70% 吗？）。接着用同样的方法把图层 2 第 299 帧处的“卡通

教室”元件的 Alpha 值设为 10%（如图 2.3.9 所示）。

图2.3.8 属性面板

图2.3.9 第 299 帧时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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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中图层 2 第 300 帧，鼠标单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创建补间动画”。

会弹出一个“将所选的多项内容转换为元件以进行补间”对话框（如图 2.3.10 所示），

这是因为我们选中的这一帧上不止一个元件。点击“确定”按钮，库面板中会多出

一个元件，鼠标右键单击这个元件，在弹出的菜单栏中选择“重命名”，我们把它命

名为“讲解背景”。接着我们把这一帧处“讲解背景”元件的 Alpha 值设为 0%，把

第 330 帧处“讲解背景”元件的 Alpha 值设为 100%。到这里，第一个场景（教室）

进入第二个场景（黑板）的转场动画便完成了。

8. 鼠标右键单击图层 4 第 300 帧，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创建补间动画”。为

了让第 299 帧到第 300 帧的“精灵讲师”元件过渡自然，我们把图层 4 第 300 帧

处的“精灵讲师”元件和图层 3 第 299 帧处的“精灵讲师”元件的大小（长、宽）、

位置（X 值、Y 值）设置成相同的数值（如图 2.3.11 所示）。接着点击图层 4 第 330 帧，

把“精灵讲师”元件的 X 值设为 386，Y 值设为 142。

9. 这一步我们将让“精灵讲师”元件运动路线变成曲线，使“精灵讲师”元

件做曲线运动。观察舞台，我们可以发现，“精灵讲师”元件第 300 帧所在位置与

第 330 帧所在位置之间有一条蓝色的实直线（如图 2.3.12）。移动鼠标靠近实线，

鼠标箭头尾端旁出现了一条曲线，此时按下鼠标左键向左拖动那条蓝色的实线，

我们可以看到直线变成了曲线（如图 2.3.13），在合适位置处松开鼠标左键即可停

止拖动。

图2.3.10 对话框

图2.3.11 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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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现在我们来做黑板上的文字的淡出动画，选中黑板上文字，单击鼠标右键，

在弹出的菜单栏中选择“转换为元件”，命名为“《孙子算经》文字”。选中图层 3

第 1035 帧，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栏中选择“创建补间动画”，然后在此帧

处选中“《孙子算经》文字”元件，Alpha 值设为 99%。接着选中第 1049 帧，把这

个元件的 Alpha 值设为 0%。

11. 选中图层 3 第 1050 帧，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创建补间动画”。

会弹出一个“将所选的多项内容转换为元件以进行补间”对话框，点击“确定”按钮。

库面板中会多出一个元件，我们把它重命名为“一群鸡兔”。接着我们把这一帧处“一

群鸡兔”元件的 Alpha 值设为 0%，把第 1130 帧处“一群鸡兔”元件的 Alpha 值

设为 1%，把第 1160 帧处“一群鸡兔”元件的 Alpha 值设为 100%。这一步我们制

作的是“一群鸡兔”元件淡出动画。

12. 点击时间轴面板下方“新建图层”按钮 ，在图层 4 上面就会出现新建的“图

层 5”（如图 2.3.14 所示）。拖动播放头聆听解说声音，“总共 94 只”这几个字一说

完就立即按下键盘上的“Enter”键暂停动画，然后在图层 5 上播放头暂停的帧（即

第 1635 帧）处选中此帧，按下键盘上的“F6”把这一帧转换为关键帧。

图2.3.12  舞台（前） 图2.3.13  舞台（后）

图2.3.14  舞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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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点击工具箱中“文本工具” ，在画面中黑板上一群鸡兔的下方选择合适

位置输入“94”这两个数字，文字字体设置为“华康娃娃体”，字号设置为 25.0 点，

颜色为白色（下面步骤中，“文本工具”的字体、字号、颜色都如此设置），然后用

鼠标左键拖动调整文字位置（如图 2.3.15 所示）。

图2.3.15 舞台

14. 拖动播放头向左移动 30 帧（即第 1605 帧），选中图层 5 的这一帧，按下

键盘上的“F6”把这一帧转换为关键帧。接着把第 1615 帧、第 1625 帧转换为关

键帧（如图 2.3.16 所示）。

图2.3.16 时间轴

15. 选中图层 5 第 1605 帧至第 1614 帧中任意一帧，单击工具箱的线条工

具 ，在线条工具的属性面板中把线条颜色改为红色，笔触（线条宽度）改为

6（如图 2.3.17 所示）。移动鼠标至舞台，然后在“94”这个数字下面画上一条

红色的线段（如图 2.3.18 所示）。接着在第 1625 帧至第 1634 帧中任意一帧中

再用线条工具在“94”这个数字下面画一条红色的线段。要注意的是，在图层

5 的时间轴上第 1615 帧至第 1624 帧是没有放置任何内容的（如图 2.3.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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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拖动播放头聆听解说声音，“减抬起的 35”这几个字一说完就立即按下键盘

上的“Enter”键暂停动画，然后在图层 5 上播放头暂停的帧（即第 1680 帧）处选

中此帧，按下键盘上的“F6”把这一帧转换为关键帧。然后拖动播放头向左移动 30

帧（即第 1650 帧），选中图层 5 的这一帧，按下键盘上的“F6”把这一帧转换为关

键帧。接着把第 1660 帧、第 1670 帧转换为关键帧（如图 2.3.20 所示）。

图2.3.20 时间轴

17. 选中图层 5 第 1650 帧至第 1659 帧中任意一帧，单击工具箱的线条工具

。线条工具线条颜色为红色，笔触（线条宽度）为 6。移动鼠标至舞台，然后在“35”

这个数字下面画上一条红色的线段。接着在第 1670 帧至第 1679 帧中任意一帧中

再用线条工具在“35”这个数字下面画一条红色的线段。

图2.3.17 属性面板

图2.3.19 时间轴

图2.3.18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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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选中图层 5 第 1680 帧，点击工具箱中“文本工具” ，在“94”这两个

数字后接着输入“-35”（如图 2.3.21 所示）。

图2.3.21 添加数字

19. 拖动播放头聆听解说声音，“等于 59”这几个字一说完就立即按下键盘

上的“Enter”键暂停动画，然后在图层 5 上播放头暂停的帧（即第 1740 帧）处

选中此帧，按下键盘上的“F6”把这一帧转换为关键帧。点击工具箱中“文本工

具” ，在“94-35”这串数字后接着输入“=59（只）”（如图 2.3.22 所示）。

图2.3.22 舞台

20. 聆听解说声音，“这时，鸡”这几个字一说完就立即按下键盘上的“Enter”

键暂停动画，然后在图层 5 上播放头暂停的帧（即第 1915 帧）处选中此帧，按下

键盘上的“F6”把这一帧转换为关键帧。继续拖动播放头聆听解说声音，“一屁股

坐地上了”这几个字一说完就立即按下键盘上的“Enter”键暂停动画，然后在图层

5 上播放头暂停的帧（即第 1955 帧）处选中此帧，按下键盘上的“F6”把这一帧

转换为关键帧（如图 2.3.23 所示）。

图2.3.23 时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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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选中图层 5 第 1915 帧，点击“矩形工具” 。在矩形工具的属性面

板中把笔触颜色设为红色，大小改为 3。然后点击“填充颜色” ，会出

现一个颜色面板（如图 2.3.24 所示）, 在颜色面板的右上角可以进行 Alpha 值

的设置，这里我们把 Alpha 值改为 0%。移动鼠标至第一只鸡的左上方，按下

鼠标左键，然后向右下方拉动直至把几只鸡全部框进长方形方框中（如图 2.3.25

所示）。

图2.3.24 颜色面板                                图2.3.25 舞台

22. 在图层 5 的第 1920 帧和第 1925 帧处插入关键帧，然后选中第 1920 帧到

第 1924 帧中任意一帧，选中舞台上的红色方框，按下键盘上的“Backspace”键

把红色方框删去。这样，就制作出了框选鸡的方框的闪烁效果。

23. 把播放头移至第 1955 帧，按下键盘上的“Enter”键播放动画，聆听解

说声音。“兔子”这两个字一说完就立即按下“Enter”键暂停动画，然后在图层

5 上播放头暂停的帧（即第 1975 帧）处选中此帧，按下键盘上的“F6”把这一帧

转换为关键帧。继续拖动播放头聆听解说声音，“一屁股坐地上了”这几个字一说

完就立即按下键盘上的“Enter”键暂停动画，然后在图层 5 上播放头暂停的帧（即

第 2020 帧）处选中此帧，按下键盘上的“F6”把这一帧转换为关键帧（如图 2.3.26

所示）。

图2.3.26 时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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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选中图层 5 第 1975 帧，点击“矩形工具” 。笔触的颜色为红色，大小改为 3。

然后把“填充颜色” 的 Alpha 值改为 0%。移动鼠标至第一只兔子的左上

方，按下鼠标左键，然后向右下方拉动直至把几只兔子全部框进长方形方框中（如

图 2.3.27 所示）。

图2.3.27 舞台

25. 在图层 5 的第 1980 帧和第 1985 帧处插入关键帧，然后选中第 1980 帧到

第 1984 帧中任意一帧，选中舞台上的红色方框，按下键盘上的“Backspace”键

把红色方框删去。这样，就制作出了框选兔子的方框的闪烁效果。

26. 继续拖动播放头聆听解说声音，“第一次抬起后剩下的 59 只”一说完立即

按下键盘上的“Enter”键暂停动画，然后在图层 5 上播放头暂停的帧（即第 2195 帧）

处选中此帧，按下键盘上的“F6”把这一帧转换为关键帧。然后把播放头向后移动

10 帧（即第 2205 帧），选中此帧，按下键盘上的“F6”把这一帧转换为关键帧（如

图 2.3.28 所示）。

图2.3.28 时间轴

27. 选中图层 5 第 2195 帧，点击“矩形工具” 。在矩形工具的属性面板中

把笔触颜色设为红色，大小改为 3。然后把“填充颜色” 的 Alpha 值改为 0%。

移动鼠标至黑板下方的那个“59”的左上方，按下鼠标左键，然后向右下方拉动把“59”

框进红色的方框中（如图 2.3.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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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29 舞台

28. 选中图层 5 第 2205 帧 , 点击工具箱中“文本工具” ，在“94-35=59（只）”

后接着输入“59-35=24（只）”（如图 2.3.30 所示）。如果在输入的过程中输入的文

字自动跳到下一行，用鼠标左键向右拖动文本框右侧的三个蓝色小点中任意一个即

可把文本框的宽度拉长。

图2.3.30 舞台

29. 点击时间轴面板下方“新建图层”按钮 ，在图层 5 上面就会出现新建的“图

层 6”，按下键盘上的“F6”接着把图层 6 的第 2205 帧转换为关键帧（如图 2.2.31

所示）。

图2.3.31 时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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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继续拖动播放头聆听解说声音，“等于 24 只脚”几个字一说完立即按下键

盘上的“Enter”键暂停动画，然后在图层 6 上播放头暂停的帧（即第 2330 帧）处

选中此帧，按下键盘上的“F6”把这一帧转换为关键帧。

31. 现在我们开始做遮罩动画。选中图层 6 第 2205 帧到第 2329 帧间的任意一

帧，点击矩形工具 ，在属性面板把填充颜色的 Alpha 值设置为 100%，笔触的颜

色、填充的颜色任意皆可，然后在舞台上画出一个可以把黑板上的算术等式全部遮

挡住的矩形（如图 2.2.32 所示），鼠标右键单击矩形，在弹出的菜单栏中选择“转

换为元件”，给这个元件命名为“遮罩矩形”。

图2.3.32 舞台

32. 在时间轴面板上选中图层 6（如图 2.2.33 所示），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

菜单栏中选择“遮罩层”。时间轴上图层 6 成为了遮罩层，而它下面的图层 5 就变

成了被遮罩层，而且两个图层同时被锁定（如图 2.2.34 所示），用鼠标左键点击图

层 5 以及图层 6 上的“ ”解除锁定。选中图层 6 的第 2205 帧，单击鼠标右键，

在弹出的菜单栏中选择“创建补间动画”，然后把矩形拖动至刚好把减号前的内容

遮挡完整的位置（如图 2.2.35 所示）。选中第 2329 帧，把“遮罩矩形”元件向右

移至把等式遮挡完整（如图 2.2.36 所示）。

      图2.3.33 时间轴                                  图2.3.34 时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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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3.35 舞台                            图2.3.36 舞台

33. 拖动播放头至第 2205 帧，按下“Enter”键播放动画，聆听解说声音，“抬

起的 35 只”几个字一说完立即按下键盘上的“Enter”键暂停动画，按下“F6”把

图层 4 的这一帧转换为关键帧。然后在图层 6 上播放头暂停的帧（即第 2270 帧）

处选中此帧，把这一帧处的“遮罩矩形”元件向左移至等号前（如图 2.2.37 所示）。

图2.3.37 舞台

34. 把播放头向后移动 15 帧（即第 2285 帧），把图层 4 上这一帧转换为关键帧。

选中第 2270 帧至第 2279 帧中任意一帧，点击“矩形工具” 。在矩形工具的属

性面板中把笔触颜色设为红色，大小设为 3。然后把“填充颜色” 的 Alpha

值改为 0%。移动鼠标至黑板上方的数字“35”的左上方，按下鼠标左键，然后向

右下方拉动把“35”框进红色的方框中（如图 2.3.38 所示）。接着分别把图层 4 上

第2275帧、第2280帧转换为关键帧，把第2280帧到第2289帧间的红色的方框删去。

这就完成了框 35 这个数字的方框的闪烁效果。

37



信息技术 8 年级 ( 上 )                                                                                                                                                                                   

图2.3.38 舞台

35. 拖动播放头至第 2330 帧，按下“Enter”键播放动画，聆听解说声音，“有

多少只兔子呢”这句话一说完立即按下键盘上的“Enter”键暂停动画，然后在图

层 6 上播放头暂停的帧（即第 2550 帧）处选中此帧，按下键盘上的“F6”把这

一帧转换为关键帧。点击工具箱中“文本工具” ，在“94-35=59（只）59-

35=24（只）”下方输入“兔 ：”（如图 2.3.39 所示）。把播放头向后拖动 20 帧（即

第 2570 帧），选中此帧，按下键盘上的“F6”把这一帧转换为关键帧，点击工具

箱中“文本工具” ，在“兔 ：”后面输入“24 除以 2 等于 12 只”（如图 2.3.40

所示）。

图2.3.39 舞台                                      图2.3.40 舞台

36. 拖动播放头至第 2205 帧，按下“Enter”键播放动画，聆听解说声音，“等

于 12 只”几个字一说完立即按下键盘上的“Enter”键暂停动画，然后在图层 5 上

播放头暂停的帧（即第 2680 帧）处选中此帧，按下键盘上的“F6”把这一帧转换

为关键帧。把图层 5 第 2680 帧上“兔 ：24 除以 2 等于 12”这段文字删除“24 除

以 2 等于”这几个字（如图 2.3.41 所示）。继续聆听解说声音，“那鸡的个数”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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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一说完立即按下键盘上的“Enter”键暂停动画，然后在图层 5 上播放头暂停的帧

（即第 2715 帧）处选中此帧，按下键盘上的“F6”把这一帧转换为关键帧，点击工

具箱中“文本工具” ，在“兔 ：12 只”后按下一个空格键，再输入“鸡 ：”（如

图 2.3.42 所示）。

图2.3.41 舞台                               图2.3.42 舞台

37. 把播放头向后拖动 20 帧（即第 2735 帧），选中此帧，按下键盘上的“F6”

把这一帧转换为关键帧，然后在“鸡 ：”后面输入“35-12=23（只）”（如图 2.3.43

所示）。

图2.3.43 舞台

38. 依次点击菜单栏中的“文件”-“保存”, 也可以直接按住键盘上的“Ctrl+C”

进行快捷保存。

现在“趣解鸡兔同笼问题”动画就完成啦，在制作动画的过程中，我们学习了

补间动画、添加阴影以及遮罩动画，大家还有没有不懂的地方？如果在制作动画时

产生了疑惑，一定要记住去问老师或同学呀。大家继续加油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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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动画全部完成了。接下来就是将作品发布成一个可执行文件并向全班同

学分享，愉快地分享交流时间就要开始啦。赏析同伴的作品，吸收他人的优点，你

会收获不少呢，赶快行动吧。

  一、发布作品

这里以“发布 Windows 下的放映文件”为例讲解发布操作 ：

1. 这里以发布 Windows 下的放映文件为例讲解发布操作 ：打开“趣解鸡兔同

笼问题”源文件，依次点击“文件”-“发布设置”，会弹出一个“发布设置”对话

框（如图 2.4.1 所示）。点击对话框左侧“其他格式”栏目下的“Win 放映文件”，让“Win

放映文件”前的小方框被勾选。选中“Win 放映文件”，输出文件会变成“趣解鸡

兔同笼 .exe”。

作品发布与分享活动4

图2.4.1“发布设置”对话框

提示 ：如果是在苹果电脑上播

放，“Win 放映文件”发布的“趣

解鸡兔同笼 .exe” 不适用了，

就要换成“Mac 放映文件” 发

布的“趣解鸡兔同笼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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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输出文件右侧的图标 ，会出现一个“选择发布目标”对话框（如图

2.4.2 所示），这里可以对发布的目标路径进行设置，选择好路径后点击“保存”按钮，

然后回到“发布设置”对话框，点击“发布”按钮即可发布，“趣解鸡兔同笼 .exe”

就会出现在我们设置的目标文件中。

图2.4.2“选择发布目标”对话框

3. 在桌面新建一个文件夹，以“学号”+“姓名”对文件进行命名，如“01 小

明”，然后把动画的源文件“趣解鸡兔同笼问题 .fla”以及 Win 放映文件“趣解鸡兔

同笼 .exe”放进这个文件夹中（如图 2.4.3 所示）。

图2.4.3“01 小明”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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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中“01 小明”文件夹，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

择“添加到‘01 小明 .rar’”，然后桌面上会出现一个名为“01 小明 .rar”

的压缩包（如图 2.4.4 所示）。

5. 通过网络把装有“趣解鸡兔同笼问题 .fla”和“趣解鸡兔同

笼 .exe”压缩包发送到班级微信群中。把压缩包通过网络发送到班级微信群的操作

在第 1 单元活动 4 中已详细讲解，这里就不做赘述。

  二、分享、交流与评价

（一）课前观看作品

1. 课前每个同学把自己的作品发到班级微信群中后，其他同学就可以通过班级

微信群下载所有同学的作品到电脑上。这时，我们可以新建一个文件夹并命名为“班

级动画作品”，这个文件夹用来专门放置班上同学的所有作品。

2. 我们在观看完“班级动画作品”文件夹中所有的作品后，依据教材中本活动“展

示与评价”部分表 4-1 自评表，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价。

3. 老师在微信群中把班上同学分为或者同学们自由组合成 3 到 4 个小组，上课

时，我们需要按照老师的分组，同组的同学坐在一起。

（二）课上交流评价

1. 课堂讨论安排 ：每个小组从小组内部所有同学的“趣解鸡兔同笼问题”动画

中选出小组内部一致认为最优秀的那一份，并在讨论过程中填写教材上的“展示与

评价”表 4-2 互评表，讨论时间为 15 分钟。

2. 同组的同学开始讨论，15 分钟后，老师

喊停所有小组的讨论，宣布 ：由小组内部选出的

最优秀的那份动画的制作者上台，上台的这位同

学首先需要在教师电脑上播放自己的“趣解鸡兔

同笼问题”教学动画，然后开始陈述自己作品的

创作思路以及制作时使用的技巧。上台的同学除

了介绍作品创作思路、运用技巧外，还可以将自

己作品的独特之处向全班同学说明。其中，每个

小组展示的作品不超过 5 分钟。

图2.4.4 压缩包

提示 ：因为我们制作的是教

学 动画，所以在讲解自己

的动画 创作时要注意加上

动画教学思 路的说明哟。

42



信息技术 8 年级 ( 上 ) 数学表表数 表开数数数数数学                                                                                                                                                                                  

3. 每个小组选出的优秀动画的制作者展示并解说完他（她）制作的动画，这之

后，教师提出上台展示的作品中值得借鉴的地方以及这些作品中需要进一步改进之

处。接着教师对全班同学作品进行点评。

4. 结合自己在交流过程中的感受，我们对本次活动中的收获以及自己动画的改

进与完善策略进行总结与反思，并把它们记录在本活动“展示与评价”部分表 4-3

反思表中。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同学们还可以将反思心得写成日志发展在论坛上与他人

分享，或者与老师做更深层次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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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把全班同学分成 3 到 4 个小组 ；而课堂上的

活动流程依次为小组讨论、展示讲解、教师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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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单元的学习就这样结束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习了好多东西啊，最后

还做出了份有趣的教学讲解动画。大家在动画制作中还有没有留下什么疑问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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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只会让问题越积越多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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