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技术 8 年级 ( 上 ) 思品表思思 表思思大思思思思                                                                                                                                                                                  

我们知道用电脑能做动画，有没有想过用手机也可以做动画呢？下面，让 我们

来学习用手机来制作一个小动画吧！话不多说，咱们开始行动吧！

思品小故事 ：卡通大师修炼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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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主题主要介绍利用“卡通绘制大师”App，制作一个图文并茂，有声有色的

故事动画。 故事是这样的 ：

这是一片美丽的大森林。树，绿绿的 ；天，蓝蓝的。一天，小鸭子在这里玩得

很开心。可是，她找不着回家的路了。天渐渐黑了，小鸭子感到很害怕。 可是，她

闭紧嘴巴，不哭也不叫，她要自己找到家，找到亲爱的爸爸妈妈。走啊，走啊，嗡

嗡，一只蜜蜂飞了过来，他对小鸭子说，别怕别怕，让我保护着你回家。小鸭子听了，

感到很温暖。走啊，走啊，森林里越来越暗。路，也看不清楚了。一只萤火虫飞来

说，别怕别怕，让我照亮着你回家。灯光很微弱， 可照得小鸭子的心里暖暖的。走

啊，走啊，小鸭子终于走出了大森林。一轮弯弯的月牙笑着对小鸭子说，走吧，走吧，

让我送你回家。在三位朋友的帮助下， 小鸭子看见了前面熟悉的灯光，看见了自己

的家。她转过身来谢谢三位好朋友， 蜜蜂、萤火虫和月亮。三位好朋友笑着说，不

用谢，不用谢，你是一只勇敢的小鸭子。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要敢于面对困难，还

要学会帮助别人。

制作动画故事的过程中，我们将不仅学会如何用手机制作动画，而且懂得做人

的道理，从而让我们在信息时代下德智体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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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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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		★		★		★		★		★		★		★		★		★		★		★		★		★		★		★		★		★		★

 “卡通绘制大师”App、“视频编辑器”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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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基于移动环境，通过 App 上提供的素材，在移动端上进行处理，制作一段好

玩的卡通动画。本主题具有非常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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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作好玩的手机动画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度。

用手机做出一份属于自己的故事动画，具有非常大的趣味性，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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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介绍活动1

1. 打开手机的“卡通绘制大师”App（如图 2.1.1 所示）。

图2.1.1 卡通绘制大师 App

2.“卡通绘制大师”App 初始界面如图 2.1.2 所示。最上方是载入场景按钮

“ ”和设计按钮“ ”。点击载入场景按钮后，可以看到 App 自带的六个成

品动画（如图 2.1.3 所示）；单击设计按钮后，我们可以进入 App 功能设置页面

（如图 2.1.4 所示）。

图2.1.2 初始界面 图2.1.3 载入场景界面 图2.1.4 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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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pp 初始界面下方是动画故事的选择区域，可以左右滑动 图案来选择动

画故事，单击图案后进入制作界面（如图 2.1.5 所示）。

4. 在制作界面的上方从左至右分别是“添加帧” 、“删除帧” 、“撤

销” 、“项目” 、“设置” 、“播放” 以及“更多” 按钮。其中，

单击更多按钮可以进行存储、编辑场景、导出视频、设定等操作（如图 2.1.6 所示）。

制作界面中间的空白部分是舞台，可以加入背景与项目。制作界面底部是帧的控制

按钮，点击 可以添加帧，点击 可以查看上一帧。

5. 点击制作界面的上方的“项目”按钮 ，会出现许多可以添加到舞台的动画

项目（如图 2.1.7 所示）。

6. 滑动到项目界面的底部，选择“configure”设置，把其他场景前面都打上勾，

点击“好”（如图 2.1.8 所示），这样可以把其他场景里面的动画项目都添加到项目

里，添加后可以发现相比之前有了更多的可供选择的文件夹和项目。项目列表中黑

色名字的项目是可以直接使用的项目 , 红色名字的项目是付费使用的项目（如图 2.1.9

所示）。

图2.1.5 制作界面 图2.1.6 更多 图2.1.7 项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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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们可以点击一个项目如蜜蜂“Bumblebee”, 系统就自动把蜜蜂添加到舞

台上了（如图 2.1.10 所示），单击蜜蜂会出现“旋转” 、“缩放” 、“移动”

等操作，双击则会出现“属性”、“翻转”、“重新整理”、“删除”等选项（如图 2.1.11

所示）。选中蜜蜂后，单击界面上方的“设置”按钮 ，会出现“翻转”、“删除”、

“上移一层”、“下移一层”、“调节不透明度”、“lockother”等功能选项可供设置（如

图 2.1.12 所示）。

图2.1.8 设置项目

图2.1.11 双击出现的菜

图2.1.9 项目列表

图2.1.12 设置

图2.1.10 舞台

图2.1.13 插入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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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果要插入背景，可以依次点击“更多” -“编辑场景”-“背景”-“选

择背景”，可以选择软件提供的背景（如图 2.1.13 所示），也可以单击制作个人背景，

从个人手机相册选择图片插入，以便做背景。

9. 如果想插入音频，依次点击“更多” -“编辑场景”-“新增音讯”，有“录

音”和“音乐”可供选择，我们既可以录音，也可以插入准备好的音乐。

注意事项 ：这个 App 很多地方会用英文 / 繁体字来显示内容，遇到不懂的英文

单词 / 繁体字可以问一问周边的人哦！

手机上的“卡通绘制大师”软件介绍到此就结束了！现在，你应该已经大致了

解卡通绘制大师 App 的基本功能了吧，摸索软件功能的过程中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

可以询问老师或者请同学帮助哦，你是最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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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制作——语格与编排活动2

1. 打开手机上的“卡通绘制大师”App（如图 2.2.1

所示）。

2. 向左滑动进行场景选择，在此我们选择“农

场” 这一场景。其制作界面如图 2.2.2 所示。

3. 设置制作的动画速度为“慢速”。依次点击“更多”—“编辑场景”—“动

画速度”—“慢”，如图 2.2.3 所示。

4. 首先，来做第一个场景的动画。（第一个场景为：这是一片美丽的大森林。树，

绿绿的；天，蓝蓝的。）依次点击“更多”—“编辑场景”—“背景”—“选择背景”，

选择森林的背景，如图 2.2.4 所示，点击 ，这样便在舞台上添加了背景图片。

5. 点击下一帧，创建新的帧，这里我们选择添加 22 帧。然后点击“储存”，给

场景命名为场景动画 1，点击确定进行保存，如图 2.2.5 所示。

图2.2.1 卡通绘制大师 App

图2.2.2 制作界面 图2.2.3 动画速度 图2.2.4 选择背景

注意事项 ：创建新的帧的时候，会保留上一帧的背景和项目，我们可以利用这

一点来简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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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为了表示小鸭子很开心，我们为它加入一个对话框。依次点击“项目”—

“commonitems”—“speechbubble”，对话框就添加到了舞台的中心位置。双击

对话框，依次点击“属性”—“设定文字”，输入一个“开心”的表情符号 ^_^，点

击“确定”，如图 2.2.7 所示。同上面第 6 步的方法一样，调整对话框的位置。

9. 为了让小鸭子动起来，我们点击下一帧，创建新的帧，移动小鸭子到适当的

位置，如图 2.2.8 所示。再点击下一帧，添加新的帧，把小鸭子往前移动适当位置，

如图 2.2.9 所示。以此类推，添加后面的 10 帧。

10. 我们可以点击“播放影片” 观看动画效果。这时我们看见小鸭子从左向

右走动了起来，小鸭子的上方有一个表示它很开心的对话框。点击“储存”，给场

景命名为“场景动画 2”，点击“确定”进行保存。

6. 接着，我们来做第二个场景的动画。（第二个场景为 ：一天，小鸭子在这里

玩得很开心。）在舞台上添加丛林的背景图片，同上面第 3 步提到的方法。

7. 在舞台上添加小鸭子项目。点击项目，选择“鸭子 Duck”, 小鸭子项目就添

加到了舞台的中心位置。点击缩放，调整小鸭子的大小。点击移动，调整鸭子的位置，

如图 2.2.6 所示。

图2.2.5 保存界面 图2.2.6 调整界面 图2.2.7 对话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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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接着，制作第三个场景的动画。（第三个场景为：可是，她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天渐渐黑了，小鸭子感到很害怕。可是，她闭紧嘴巴，不哭也不叫，她要自己找到

家，找到亲爱的爸爸妈妈。）在舞台上添加背景图片“丛林”、小鸭子项目以及对话

框，为了表示小鸭子很害怕，对话框中的内容为“>_<”。添加方法与上面提到的一

样，这里就不做赘述了。

12. 为了让小鸭子动起来，我们点击下一帧，创建新的帧，移动小鸭子到适当

的位置。双击小鸭子，点击“翻转”，可以让小鸭子翻转过身来，如图 2.2.10 所示。

以此类推，添加后面的 40 帧。

13. 我们可以点击“播放影片” 观看动画效果。这时我们看见小鸭子从左到

右走过去又转身走回来，上方有对话框表示它很焦急的样子。点击“储存”，给场

景命名为“场景动画 3”，点击“确定”进行保存。

14. 接着，制作第四个场景的动画。（第四个场景为 ：走啊，走啊，嗡嗡，一只

蜜蜂飞了过来，他对小鸭子说，别怕别怕，让我保护着你回家。小鸭子听了，感到

很温暖。）在舞台上添加“丛林”背景图片、小鸭子项目、蜜蜂项目以及对话框，对

话框是给蜜蜂说话添加的，内容为“别怕别怕，让我保护着你回家。”添加方法与

上面提到的一样，这里就不做赘述了。

图2.2.8 添加帧 图2.2.9 移动位置 图2.2.10 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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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们让蜜蜂从舞台的右侧飞入。首先移动蜜蜂的位置到舞台外部适当位置，

添加一帧，再向前移动蜜蜂和对话框的位置，如图 2.2.11 所示，以此类推，添加后

面的 38 帧。在倒数的 8 帧移动小鸭子的头，做出点头的效果。

图2.2.11 移动项目

16. 我们可以点击“播放影片” 观看动画效果。这时我们看见一只蜜蜂从右

往左飞了过来，向小鸭子说，别怕别怕，让我保护着你回家，小鸭子点了点头。点

击“储存”，给场景命名为“场景动画 4”，点击“确定”进行保存。

17. 接着，制作第五个场景的动画。（第五个场景为 ：走啊，走啊，森林里

越来越暗，路，也看不清楚了，一只萤火虫飞来说，别怕别怕，让我照亮着你回家。

灯光很微弱，可照得小鸭子的心里暖暖的。）在舞台上添加素材库提供的背景图

片“萤火虫”、小鸭子项目以及对话框，对话框是给萤火虫说话添加的，内容为“别

怕别怕，让我照亮着你回家。”添加方法与上面提到的一样，这里就不做赘述了。

以此类推，创建后面的 58 个帧。在倒数的 15 帧移动小鸭子的头，做出点头的

效果。

18. 我们可以点击“播放影片” 观看动画效果。这时我们看见天空中有一只

萤火虫，对小鸭子说 ：“别怕别怕，让我照亮着你回家。”小鸭子听了后点了点头。

点击“储存”，给场景命名为“场景动画 5”，点击“确定”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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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接着，制作第六个场景的动画。（第六个场景为 ：走啊，走啊，小鸭子终于

走出了大森林。一轮弯弯的月牙笑着对小鸭子说，走吧，走吧，让我送你回家。）在

舞台上添加素材库提供的“月亮”背景图片、小鸭子项目以及对话框，对话框是给

月亮说话添加的，内容为“走吧，走吧，让我送你回家。”添加方法与上面提到的一样，

这里就不做赘述了。以此类推，创建后面的 34 个帧。在倒数的 10 帧移动小鸭子的头，

做出点头的效果。

20. 我们可以点击“播放影片” 观看动画效果。这时我们看见天空上有一轮

明月，对小鸭子说：“走吧，走吧，让我送你回家。”小鸭子听了后点了点头。点击“储

存”，给场景命名为“场景动画 6”，点击“确定”进行保存。

21. 接着，制作第七个场景的动画。（第七个场景为 ：在三位朋友的帮助下，小

鸭子看见了前面熟悉的灯光，看见了自己的家。）在舞台上添加素材库提供的背景

图片“家”，创建 20 个相同画面的帧。

22. 我们可以点击“播放影片” 观看动画效果。这时我们看到了小鸭子的家，

闪着熟悉的灯光。点击“储存”，给场景命名为“场景动画 7”，点击“确定”进行保存。

23. 制作第八个场景的动画。（第八个场景为 ：她转过身来谢谢三位好朋友，蜜

蜂、萤火虫和月亮。三位好朋友笑着说，不用谢，不用谢，你是一只勇敢的小鸭子。）

在舞台上添加素材库提供的背景图片“朋友”、小鸭子、蜜蜂项目以及对话框，对

话框是给蜜蜂、萤火虫和月亮说话添加的，内容为“不用谢，不用谢，你是一只勇

敢的小鸭子。”添加方法与上面提到的一样，这里就不做赘述了。以此类推，创建

后面的 35 个帧。

24. 我们可以点击“播放影片” 观看动画效果。点击“储存”，给场景命名为“场

景动画 8”，点击“确定”进行保存。

25. 制作最后一个场景的动画（第九个场景为 ：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要敢于面

对困难，还要学会帮助别人。）在舞台上添加背景图片“森林”，添加文本，依次点

击“项目”-“commonitems”-“Textsign”，文本就添加到了舞台的中心位置，

双击对话框，依次点击“属性”-“设定文字”，输入“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要敢于

面对困难，还要学会帮助别人。”点击“选择颜色”，修改文字的颜色，如图 2.2.12

所示，点击确定。以此类推，创建后面的 19 个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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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2 选择颜色

26. 我们可以点击“播放影片” 观看动画效果。这时我们看到屏幕的中间显

示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要敢于面对困难，还要学会帮助别人的主题。点击“储存”，

给场景命名为“场景动画 9”，点击“确定”进行保存。

至此，我们的 9 个场景动画就制作完成了，你学会了吗？如果在制作过程中遇

到了什么问题，要及时询问同学和老师哟，加油，你是最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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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手机上的“卡通绘制大师”App，如图 2.3.1 所示。

图2.3.1 卡通绘制大师 App

2. 进入“卡通绘制大师”App 初始界面后，点击“载入场景”按钮 ，可以

看到 App 自带的六个成品动画和活动 2 保存的动画，如图 2.3.2 所示，点击“场景

动画 1”，打开活动 2 制作的第一个动画。

后期合成——配音与特效活动3

图2.3.2 保存的动画 图2.3.3 录制音频 图2.3.4 删除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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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着为“场景动画 1”配音。依次点击“更多 ”—“编辑场景”—“新增音讯”—

“Voicerecorder”，出现录制音频界面，如图 2.3.3 所示。点击“开始录制” ，念

出旁白“这是一片美丽的大森林。树，绿绿的 ；天，蓝蓝的。”录制完成后，点击

播放键 ，观看配音效果，如果满意配音效果的话，点击右上角的完成键 即可。

如果对配音效果不满意，则可以依次点击左上角的音频键  —“Deleteaudio”删

除音频，如图 2.3.4 所示，再重新进行录制。

4. 接着，我们将配好音的这段视频输出来。依次点击“更多”—“汇出

视讯”，这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点击“确定”，软件会显示自动存储为“My_

cartoon_627”，如图 2.3.5 所示。

图2.3.5 汇出视讯 图2.3.6 合成软件 图2.3.7 添加视频

5. 相同的方法，我们给剩下的 8 个场景动画配音，并且将配好音的视频输出来，

记住每个视频自动保存的名字。

6. 接着，将这 9 段视频连起来。打开手机上的“AndroVidPro”App，操作界面

如图 2.3.6 所示。

7. 依次点击“合并”按钮 —“添加视频”  —“视频”，这里我们选择“My_

cartoon_627”，也就是场景动画 1 汇出视讯的视频，点击“确定”，如图 2.3.7 所示。

再在第一段视频后面点击添加视频，如图 2.3.8 所示，依次点击“添加视频”—“视频”，

这里我们选择“My_cartoon_689”，也就是“场景动画 2”汇出视讯的视频，点击“确定”。

相同的方法，添加场景动画 3、4、5、6、7、8、9，添加完成后，点击右上角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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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8 添加视频 图2.3.9 设置视频

图2.3.10 合成视频 图2.3.11 保存视频

弹出一个“SelectVideoResol”对话框，选择分辨率和图像质量，这里我们以选择分

辨率为“704*576（4CIF）”，质量为“温和”为例，如图 2.3.9 所示，点击“好”。显

示正在合成视频，如图 2.3.10 所示。合成后，弹出一个保存的对话框，输入保存名字，

这里我们输入“小鸭子回家”，如图 2.3.11 所示，点击“保存”即可。

至此，我们的小鸭子回家故事就制作完成了，你在制作过程中有遇到什么问题

吗？要及时向老师和同学寻求帮助哟，你是最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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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发布与分享活动4

终于，我们的动画已经制作完成了，又到了发布与分享的时刻，是不是很激动

呢？欣赏其他同学的作品，不仅可以取长补短，还能让我们增长见识，赶快行动起

来吧。

1. 在活动 3 中我们已经输出了视频，这里我们就不做发布作品的说明了。

2. 接着，将作品以自己的学号、姓名和故事题目命名。打开“视频编辑器”App，

点击视频 ，找到输出的视频文件，长按需要重命名的文件，依次点击“更多”-“重

命名”，输入自己的学号、姓名和故事题目，点击“应用”，如图 2.4.1 所示。

图2.4.1 重命名文件                  图2.4.2 分享文件

3. 分享至微信群。长按要分享的文件，依次点击“更多”—“分享”—“发送

给朋友”，选择班级微信群的名字即可，如图 2.4.2 所示。

4. 下载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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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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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观看作品与自评。我们在观看完所有的动画作品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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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组内作品遴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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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说出课

堂讨论安排 ：每个小组从小组内部所有同学的“小鸭子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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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班级作品展示。同组的同学开始讨论，10 分钟后，老师叫停所有小组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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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鸭子回家”故事动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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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组间互评。在观看所有小组的代表作品后，请同学们自由交流和讨论，并从

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创造性、技术性等角度对各个小组遴选出的代表作品进

行评价。各组组长汇集小组所有成员的意见，在小组内进行最后的讨论，在各小组

遴选的代表作品中，评选出最为优秀的三个作品。在评选的过程中，要注意分析为

什么这三个作品能够脱颖而出。老师将汇总同学们的共同意见，选出代表作品中的

佼佼者。然后请同学们谈谈优秀作品中值得借鉴的地方，也可提出这些作品需要进

一步改进之处。

9. 自我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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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把它们记录在教材中本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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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志发表在论坛上与他人分享，或者与老师做更深层次的交流。

10. 教师总结。教师对同学们作品的制作情况进行总结。

至此，作品的发布与分享活动就结束了，你从别的同学的作品中收获到了什么

呢？一起与同学和老师交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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