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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当，英语小课堂开讲啦，我们一起学习吧！以前你是怎么学习英语的？一

般情况是通过英语书吧，其实那些英语教学视频也可以帮助我们学习英语呢。下面

我们来学习制作英语教学视频吧！ ONE,TWO,THREE, 一起学！

英语小课堂 ：学习单词方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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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主题基于 PC 端设备电脑，主要介绍通过网络下载、电脑录制来搜集英语教

学相关音频、视频素材，接着通过 Windows Movie Maker 软件先对视频进行组合

与添加特效，再对音频进行剪裁与编辑，最终形成一份完整的英语教学视频。

活动过程中，不仅能加深对英语学科内容的理解，让英语学习更加有趣，还可

以提升音视频编辑能力，提高网络时代下的学习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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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系统下能够连上网络的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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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Movie 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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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基于电脑环境下，通过网络下载的或是电脑录制的音频、视频素材，利用

Windows Movie Maker 软件进行音视频的制作，整个过程都在电脑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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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题从学习英语出发，以英语单词读音学习视频为例展现音视频制作技巧。

我们可以从怎么让学习更有趣的角度，结合学习者的学习体会来制作教学视频，加

深对音视频编辑技术的思考运用。

下面，我们以制作学科内容中“服装鞋袜”单词教学视频为例进行讲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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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制作出一个英语中学习“服装鞋袜”单词的教学视频，首先确定制作这

个音视频文件所需要的各类基本音频、视频素材。视频素材有：开场视频、引入视频、

“服装鞋袜”单词卡通视频（衣服、上衣、长裤、短裤、皮鞋、袜子）。音频素材有：

标题读音、引入音频、“服装鞋袜”单词中英文读音（clothes、shirt、trousers、

pants、shoes、socks）、背景音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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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网络下载音频

关于利用网络下载音频素材的操作要领，请参见八年级上册教材第 2 单元活动

1。我们需要用网络下载的音频是背景音乐，详细过程这里就不赘述。

背景音乐要求为纯音乐，节奏轻快活泼。

 方案 2 ：利用设备录制音频

我们以“利用 Windows 7 自带的录音机录制单词音频”为例说明具体操作要领。

“服装鞋袜”类单词读音 ：衣服 clothes、

上衣 shirt、长裤 trousers、短裤 pants、皮鞋

shoes、袜子 socks。

1. 打开“开始”菜单，将鼠标箭头移动到“所

有程序”选项（如图 1.1.1 所示）。

2. 在弹出的菜单中找到“附件”并单击（如

图 1.1.2 所示），会出现一列 Windows 自带的

小工具（如图 1.1.3 所示）。

3. 找到“录音机 ”工具并单击，会出

作品创意与素材搜集活动1

 

图 1.1.1 所有程序 图1.1.1 所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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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系统工具 图1.1.5 录音机（录制中）

图1.1.4 录音机

图1.1.6 “另存为”对话框

 

图 1.1.6“另存为”对话框 

 

图 1.1.2 附件 

 

图 1.1.5 录音机（录制中） 

 

图 1.1.4 录音机 

 

图 1.1.3 系统工具 

图1.1.2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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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 3 ：利用网络下载视频

网络下载视频的方法我们以“利用爱奇艺客户端下载英语学习视频”为例说明

具体操作。

1. 打开“爱奇艺”客户端（如图 1.1.7 所示），会出现爱奇艺的界面，在界面上

方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如“英语学习”、“英语宝典”，然后单击“搜全网”按钮

即可（如图 1.1.8 所示）；

图1.1.8 搜索框图1.1.7 爱奇艺

现一个“录音机”对话框（如图 1.1.4 所示）。

4. 单击“录音机”界面上的“开始录制 ”按钮后就可以开始单词读音的录制。

录音时，录制按钮右侧的时间以及进度条会慢慢增加（如图 1.1.5 所示）；

5. 录音完成后，单击“录音机”界面上的“停止录制 ”按钮，会弹出“另存

为”对话框（如图 1.1.6 所示），确定好存储路径和文件名，如“上衣读音”，命名

要清晰明白，方便后续剪辑使用。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完成音频的录制操作（每

个单词的读音分别存为一个音频文件）。

 

图 1.1.8 搜索框 

 

图 1.1.7 爱奇艺 

2. 在搜索结果界面中找到需要下载的视频，如“兔小贝英语宝典”，点击视频

下方的“立即下载 ”按钮（如图 1.1.9 所示）；

3. 在弹出的“新建下载任务”对话框（如图 1.1.10 所示）, 选择好需要下载的

视频“第 18 集 服装鞋袜”并设置好下载保存路径，点击“下载”按钮即可完成视

频素材的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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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可以下载视频素材的网站非常多，如土豆、优酷、乐视、芒果 TV、

PPTV 等等，不同的视频网站都有其各自的下载客户端，但其基本操作方法大同小异，

同学们可以尝试用其他网站下载主题相关的各种英语学习视频素材。

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来获取我们需要的素材，最后搜集到的素材资源会更加丰富

哟。完成后，你不仅收集到了各种各样的音视频素材，还观看了不少英语学习视频，

这真是一件很棒的事！看到这些素材，是不是对要制作的作品有了一个更清晰的构

思呢？

图1.1.9 搜索结果

 

图 1.1.9 搜索结果 

 

图 1.1.10 新建下载任务 图1.1.10 新建下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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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 Windows Movie Maker（如图 1.2.1 所示）。

视频的组合与特效活动2

图1.2.1 Windows Movie Maker 界面

 

图 1.2.1Windows Movie Maker 界面 

A ：菜单栏 ;

B ：工具栏 ；

C ：任务栏 , 这个框显示工具栏中的“任务”或“收藏”的内容 ；

D ：素材预览区 , 这里预览素材或者预览过渡和视频特效 ；

E ：视频预览窗口，预览素材或者时间线 ；

F ：时间线，素材的载体 , 所有素材都放在这里进行编辑。

2. 找到任务栏，点击“捕获视频”项目下的“导入视频”，会弹出一个“导入文件”

对话框（如图 1.2.2 所示），选择我们要导入的视频材料：开场视频、引入视频、“服

装鞋袜”单词卡通视频（衣服、上衣、长裤、短裤、皮鞋、袜子）。然后点击“导入”

按钮。

7



信息技术 8 年级 ( 下 )                                                                                                                                                                                   

图1.2.3 收藏图1.2.2 导入视频

图1.2.4 时间线 图1.2.5 时间刻度条

3. 导入后这些视频素材就会出现在“收藏”里。点击工具栏中的“收藏”按钮

，界面左边任务栏会变成收藏栏（如图 1.2.3 所示）。

4. 在收藏栏中找到“开场”视频，按下鼠标左键把它拖到“时间线”视频轨道上（如

图 1.2.4 所示）。

5. 鼠标左键点击时间刻度条（如图 1.2.5 所示），时间刻度条下方会出现一条蓝

色的细实线（如图 1.2.6 所示），如果点击“播放”按钮，视频就会从这个位置开始播放。

“开场”视频是“服装鞋袜”这四个标题字出现的动画，点击视频预览窗口的“播放”

按钮 , 即可观看“开场”视频（如图 1.2.7 所示），它的播放总时间为 1.84 s。

6. 现在我们开始编辑开场视频。在时间线窗口选中“开场”视频，依次点击菜

单栏的“剪辑”-“视频”-“视频效果”，会出现一个“添加或删除视频效果”对

话框（如图 1.2.8 所示）。

 

图 1.2.2 导入视频 

 

图 1.2.3 收藏 

 

图 1.2.4 时间线 

 

图 1.2.5 时间刻度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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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7 “开场”视频

图1.2.8 添加或删除视频效果（前） 图1.2.9 添加或删除视频效果（后）

图1.2.10 时间刻度条

图1.2.6 播放头

 

图 1.2.6 播放头 

 

图 1.2.7“开场”视频 

 

图 1.2.8 添加或删除视频效果（前） 

7. 在对话框左边的“可用效果”中选择“放慢，减半”效果，接着依次点击“添

加”、“确定”按钮。然后用同样的方法为开场视频添加“淡出，变白”效果（如图 1.2.9

所示）。这样，视频的播放速度会变慢，视频结尾会变白淡出，播放时间延长到 3.68 s。

注意，视频效果添加完成后，时间上的视频文件上会出现一个蓝色的星号“ ”。

 

图 1.2.9 添加或删除视频效果（后） 

 

图 1.2.10 时间刻度条 

8. 在收藏栏中找到“引入”视频，按下鼠标左键把它拖到“时间线”视频轨道“开

场”视频的右边（如图 1.2.10 所示）。

9. 下面我们来给“引入”视频添加片头。点击工具栏中的“任务”按钮

，界面左边收藏栏会切换成任务栏，然后在时间线上把播放头拖动到“开

场”视频和“引入”视频之间（同图 1.2.10），接着点击“编辑电影”项目下的“制

作片头或片尾”（如图 1.2.11 所示），然后在“要将片头添加到何处”窗口中选择“选

定剪辑之前添加片头”（如图 1.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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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1 任务

图1.2.14 选择片头动画

图1.2.12 要将片头添加到何处

图1.2.13 输入片头文本

10.“要将片头添加到何处”窗口会变成“输入片头文本”窗口，

然后输入文本“今天 sunny 想要 shopping!”（如图 1.2.13 所示），然

后点击“其他选项”中的“更改片头动画效果”。

 

图 1.2.11 任务 

 

图 1.2.12 要将片头添加到何处 

 

图 1.2.13 输入片头文本 

 

图 1.2.14 选择片头动画 

提示 ：在“要将片头添加到

何处”中，时间线中的“选

定剪辑”就是指我们的播放

头所在的位置。

11. 在“选择片头动画”窗口选择“哇！”动画（如图 1.2.14 所示），接着点击

“其他选项”中的“更改文本字体和颜色”。

12. 在“更改文本字体和颜色”窗口，把字体改为“华文琥珀”，字体颜色设置

为“红色” ，背景颜色改为“灰色” （如图 1.2.15 所示），然后点击“完成，

为电影添加片头”，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片头的添加（如图 1.2.16 所示）。

13. 下面我们来给“引入”视频添加片尾。在时间线上把播放头放到“引入”

视频结尾处，接着点击“编辑电影”项目下的“制作片头或片尾”，然后在“要将

片头添加到何处”窗口中选择“选定剪辑之后添加片头”。我们的文字输入“服装

鞋袜可是 shopping 的主要目的哦！大家都知道它们用英语怎么说吗？”，动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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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5 选择片头字体和颜色

图1.2.16 完成片头添加

图1.2.17 “加速，双倍”视频效果

图1.2.18 时间线

选择“报纸”，字体加粗 ，背景颜色选择灰蓝色 ，然后点击“完成，为电影

添加片头”。因为上面已有类似操作的详细讲解，具体过程这里就不赘述。

 

图 1.2.15 选择片头字体和颜色 

 

图 1.2.16 完成片头添加 

14. 在时间线上选中在第 13 步里制作的“片尾”，像为“开场”视频添加视频

效果一样给“片尾”添加视频效果“加速，双倍”（如图 1.2.17 所示），现在时间线

上视频轨道如图 1.2.18 所示。

 

图 1.2.17“加速，双倍”视频效果 

 

图 1.2.18 时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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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点击工具栏中的“收藏”按钮，界面左边任务栏会变成收藏栏。按下鼠标

左键在收藏栏中把“衣服”、“上衣”、“长裤”、“短裤”、“皮鞋”、“袜子”等视频依

次拖到“时间线”上（如图 1.2.19 所示）。

 

图 1.2.19 时间线 

16. 现在我们开始剪辑“衣服”视频。选中“衣服”视频，鼠标左键点击时间

刻度条上“0：00：20.48”（如图 1.2.20 所示），然后依次点击菜单栏的“剪辑”-“拆

分”，然后“衣服”视频就会被分成两段（如图 1.2.21 所示）。还有一个办法，就是

单击视频预览窗口右下角的 按钮，它能在当前帧把一个剪辑拆分为两个剪辑。

图1.2.19 时间线

图1.2.20 拆分（前）

图1.2.21 拆分（后）

图1.2.22 “衣服”视频剪辑结果

 

图 1.2.20 拆分（前） 

 

图 1.2.21 拆分（后） 

 

图 1.2.22“衣服”视频剪辑结果 

提示 ：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视

频选择合适的拆分点，留下

哪些，删除哪些，一定要想

清楚。

17. 选中后半段“衣服”视频，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栏中选择“删除”，

后半段“衣服”视频就会消失不见，结果如图 1.2.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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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3 “上衣”视频剪辑结果

图1.2.24 添加视频效果后

图1.2.25 视频过渡

 

图 1.2.23“上衣”视频剪辑结果 

 

图 1.2.25 视频过渡 

提示 ：要让视频过渡流畅自然还

有一种方法，就是收藏栏下的“视

频过渡” ，如图 1.2.25 所示，

操作 ：拖动视频过渡效果到时间

线两个视频之间。

18. 然后用同样的方式，把“上衣”视频从时间 开始的后半段删除（如

图 1.2.23 所示）,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视频长度的剪裁。

19. 下面，我们分别为“衣服”、“上

衣”、“长裤”、“短裤”、“皮鞋”、“袜子”

等视频加上视频效果“淡出，变白”（如

图 1.2.24 所示），这样可以使两个视频

的过渡不那么生硬，组接得更为自然。

当然，也可以使用收藏栏中的各种视频

过渡效果，具体操作见右边提示。

 

图 1.2.24 添加视频效果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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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我们已经完成了视频的制作了，现在需要预览一遍视频，有不适宜的地方

还可以进行修改。点击视频预览窗口的“播放”按钮 即可观看最终效果。

21. 完成上述步骤后，点击任务栏 ，选择“完成电影”项目下的“保存

到我的计算机”。如图 1.2.26 示，会出现一个“保存电影向导”对话框（如图 1.2.27 示），

输入视频文件名并选择保存位置，然后依次点击“下一步”，输出完成后，点击“完

成”按钮即可，我们的视频就新鲜出炉啦。

注意事项 ：上面我们是通过“拆分”来把一个视频分成两段，拆分可以帮助我

们删除一些不需要的视频片段，大家在进行拆分时一定要根据视频本身来操作哦，

不要直接按照上面“拆分”的时间来剪辑，最合适的“拆分”时间点还需要我们慢

慢寻找呢。

大家制作好了视频之后，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呢？哈哈，其实是少了声音。

不要急，音频的剪辑后面会学习的哦。制作视频时，大家可以试试不同的组合方式

以及不同视频效果，一点小小的改动说不定会让你的视频新意无穷、创意无限呢，

要加油哟！

 

图 1.2.26 电影任务

（后） 

 

图 1.2.27 保存电影向导 图1.2.26 电影任务 图1.2.27 保存电影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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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 Windows Movie Maker。

2. 找到任务栏，点击“捕获视频”项目下的“导入音频或音乐”，会弹出一个“导

入文件”对话框（如图 1.3.1 所示），选择我们要导入的视频材料 ：标题读音、引入

音频、“服装鞋袜”单词中英文读音（衣服 clothes、上衣 shirt、长裤 trousers、短

裤 pants、皮鞋 shoes、袜子 socks）、背景音乐。然后点击“导入”按钮。

音频的剪裁与编辑活动3

图1.3.1 导入文件

图1.3.2素材预览区

 

图 1.3.1 导入文件 

 

图 1.3.2 素材预览区 

3. 导入后这些音频素材就会出现在“素材预览区”里（如图 1.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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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 时间线 图1.3.4 拖动后

4. 因为音频需要匹配视频的长度来剪辑，这里，我们把在“第二阶段 ：视频的

组合与特效”制作的视频各个阶段的时间间隔列出来 ：

标题“服装鞋袜”视频 ：0 至 3.68 s

“今天 sunny 想要 shopping!”字幕动画 ：3.68 s 至 6.00 s

“Shopping”引入视频 ：6.00 s 至 11.12 s

“服装鞋袜可是 shopping 的主要目的哦！大家都知道它们用英语怎么说吗？”

字幕动画 ：11.12 s 至 15.68 s

“衣服”动画 ：15.68 s 至 20.48 s

“上衣”动画 ：20.48 s 至 25.28 s

“长裤”动画 ：25.28 s 至 31.20 s

“短裤”动画 ：31.20 s 至 38.00 s

“皮鞋”动画 ：38.00 s 至 43.52 s

“袜子”动画 ：43.52 s 至 49.12 s

5. 在“素材预览区”中找到“标题音频”，按下鼠标左键把它拖到“时间线”上的“音

频 / 音乐”轨道上（如图 1.3.3 所示），然后在时间线上向左拖动“标题音频”，直至“标

题音频”的起始位置为 0.96 s，也就是说“标题音频”前留了将近 1 s 的间隔（如图 1.3.4

所示）。

 

图 1.3.3 时间线 

 

图 1.3.4 拖动后 

6. 在“素材预览区”中找到“背景音乐”，按下鼠标左键把它拖到“时间线”上的“标

题音频”的右边。在音频轨道上向左拖动“背景音乐”，直至“背景音乐”的起始

位置为 3.68 s（如图 1.3.5 所示），这样，背景音乐开始播放的时间会和视频中“今

天 sunny 想要 shopping!”字幕动画播放的起始时间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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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5 时间线

图1.3.6 拆分后

图1.3.7 删除后

 

图 1.3.5 时间线 

 

图 1.3.6 拆分后 

 

图 1.3.7 删除后 

7. 因为视频中“今天 sunny 想要 shopping!”字幕动画的结束时间是第 6.00 s，

现在我们需要把“背景音乐”6.00 s 后的部分给剪掉。在时间线上选中“背景音乐”，

接着点击时间刻度线上的 位置，然后依次点击菜单栏的“剪辑”-“拆分”，

“背景音乐”就会从第 6.00 s 处分成两段（如图 1.3.6 所示）。和拆分视频相同，在

当前帧把一个音频拆分为两个音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单击视频预览窗口右下角的

“”按钮。然后选中拆分后半段，点击鼠标右键，在新弹出的菜单栏中选择“删除”（结

果如图 1.3.7 所示）。

8. 在“素材预览区”中找到“引入音频”，按下鼠标左键把它拖到“时间线”上的“背

景音乐”的右边。因为“Shopping”引入视频到 11.12 s 结束，现在“引入音频”

的结束位置也是 11.12 s，所以不需要剪辑（如图 1.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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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8 时间线

图1.3.9 时间线

图1.3.10 动画字幕（一） 图1.3.11 动画字幕（二）

9. 现在我们把“服装鞋袜可是 shopping 的主要目的哦！大家都知道它们用英

语怎么说吗？”字幕动画播放的地方配上“背景音乐”。从“素材预览区”把“背景

音乐”拖到时间线上“引入音频”的右边。视频中“服装鞋袜可是 shopping 的主

要目的哦！大家都知道它们用英语怎么说吗？”字幕动画结束位置是 15.68 s，所

以我们需要把“背景音乐”15.68 s 后的部分剪掉，具体操作同第 7 步（结果如图 1.3.9

所示）。

 

图 1.3.8 时间线 

 

图 1.3.9 时间线 

 

图 1.3.10 动画字幕（一） 

 

图 1.3.11 动画字幕（二） 

10. 为了匹配单词动画自带的字幕（如图 1.3.10 和 1.3.11 所示），“衣服”、“上衣”、

“皮鞋”、“袜子”这四个单词先读两遍中文再读两遍英文，“长裤”、“短裤”这两个

单词先读一遍中文再读三遍英文。下面我们开始剪辑这些单词的读音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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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2 时间线

图1.3.13 放大时间线

图1.3.14 波形

11. 从“素材预览区”把“衣服读音”拖到时间线上第二段“背景音乐”的右边（如

图 1.3.12 所示）。点击视频预览窗口的播放按钮 试听衣服读音，可以发现这段单

词读音的中文读了两次但英文只读了一次，所以我们需要把读英文的那段拆分出来

再复制一遍，这样，英文就能播放两次。

 

图 1.3.12 时间线 

 

图 1.3.13 放大时间线 

 

图 1.3.14 波形 

12. 为了方便剪辑，点击时间线左上角的“放大时间线”按钮 ，“放大时间线”

按钮把时间线上的文件放大得更清晰，现在音频的波形更明显了，我们可以进行更

细微的操作（如图 1.3.13 所示）。

13. 再次试听“衣服音频”，可以发现，在读“clothes”的时候，播放头刚好经

过“衣服音频”最后那一小段波形（如图 1.3.14 所示）。因此，可以确定那段波形

就是读英文“clothes”的音频，下面，我们来把这一小段音频“ ”从“衣服

音频”中拆分出来。

14.“ ”这段波形开始播放的时间点是 。选中“衣服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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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5 确定拆分点

图1.3.16 拆分后

图1.3.17 复制粘贴

接着在时间刻度条 前选择一个时间点击使播放头刚好移动到即将播放

“ ”的位置（如图 1.3.15 所示），然后依次点击菜单栏中的“剪辑”-“拆分”

即可把这段音频剪辑出来（如图 1.3.16 所示）。

 

图 1.3.15 确定拆分点 

 

图 1.3.16 拆分后 

 

图 1.3.17 复制粘贴 

15. 在时间线上选中我们在第 13 步中拆分出来的音频，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

的菜单中选择“复制”，然后在这段音频右边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粘

贴”（如图 1.3.17 所示）。

16. 下面在时间线上依次对“上衣读音”、“长裤读音”、“短裤读音”、“皮鞋读音”、

“袜子读音”进行剪辑，因为方法大同小异，过程就不再进行讲解。需要我们注意

的是时间一定要和视频相配，比如 ：“上衣读音”的时间段应在 20.48 s 至 25.28 s，

那音频就应该从 20.48 s 开始播放（如图 1.3.18 所示），末尾多出的部分（如图 1.3.19

所示）需要剪掉（如图 1.3.20 所示）。因为在录制单词读音的时候，中文或者英文

读的次数可能和字幕不同，可以通过剪辑来实现次数的增加与减少，方法参照第 13

到第 15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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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8 起始位置

图1.3.19 多余的部分

图1.3.20 结束位置

图1.3.21 时间线

 

图 1.3.19 多余的部分 

 

图 1.3.20 结束位置 

 

图 1.3.21 时间线 

 

图 1.3.18 起始位置 

17. 完成了上述步骤后，就完成了音频的组合了（如图 1.3.21 所示）。

提示 ：在剪辑单词读音音频

过程中，要注意去掉那些杂

音，使声音干净利落。

18. 试听音频效果，会发现背景音乐与引入音频之间的过渡十分生硬，可以给

它们分别加上“淡入”、“淡出”效果。

方法一 ：选中音频，依次点击菜单栏的“剪辑”-“音频”-“淡入”，然后再

用同样操作添加“淡出”效果（如图 1.3.22 所示）。

方法二 ：选中音频，单击鼠标右键，在新出现的菜单栏中也可以添加音频效果

（如图 1.3.23 所示）。当“淡入”/“淡出”的左边出现一个黑色小勾 时就代表已

添加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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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1 音频效果（方法一） 

 

图 1.3.22 音频效果（方法二） 

 

图 1.3.23 电影任务

（后） 

19. 选择任务栏中“完成电影”项目下的“保存到我的计算机”。如图 1.2.24 所示，

会出现一个“保存电影向导”对话框（如图 1.2.25 所示），输入音频文件名并选择

保存位置，然后依次点击“下一步”，输出完成后，点击“完成”按钮即可，我们

的音频就做好啦。
 

图 1.2.24 保存电影向导 

注意事项 ：在音频的剪裁与编辑中，一定要注意处理掉噪声！可以通过“放大

时间线”来观察声音频的波形，帮助我们找到每段声音对应的波形，然后就能更好

地进行剪辑。

因为大家选取的音频材料可能不一样，所以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明白操作原

理。灵活运用我们学到的技能，举一反三，要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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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定又能 get 到一个新技能

呢！

图1.3.22 音频效果（方法一） 图1.3.23 音频效果（方法二）

图1.3.24 电影任务 图1.2.25 保存电影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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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 Windows Movie Maker 软件，通过“电影任务”栏中“捕获视频”项

目下的“导入视频”、“导入音频或音乐”两个选项（如图 1.4.1 所示）依次导入视

频材料和音频材料，在收藏栏（素材预览区）中就会出现导入的视频以及音频材料

（如图 1.4.2 所示）。“导入视频”时把“为视频文件创建剪辑”复选框去掉 , 不然导

入的视频就可能被切成几个部分。

作品合成与发布分享活动4

 

图 1.4.1 电影任务 

 

图 1.4.2 收藏（素材预览区） 

2. 把视频材料拖到时间线的“视频”轨道部分，把音频材料拖到时间线的“音

频 / 音乐”轨道（如图 1.4.3 所示）。

3. 点击视频预览窗口的“播放”按钮 即可对视频、音频的匹配效果进行观看（如

图 1.4.4 所示），如果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可以在时间线上进行编辑调试直到满意为止。

4. 点击“电影任务”栏中“完成电影”项目下的“保存到我的计算机”（如图

1.4.5 所示），会出现一个“保存电影向导”对话框（如图 1.4.6 所示），输入文件名

并选择保存位置，然后依次点击“下一步”，输出完成后，点击“完成”按钮。这样，

就完成了音频与视频的合成，得到了一份完整的音视频作品。

图1.4.1 电影任务 图1.4.2 收藏（素材预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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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3 时间线

图1.4.5 电影任务 图1.4.6 保存电影向导

图1.4.7 优酷网

图1.4.4 视频预览窗口

5. 打开优酷网（http://www.youku.com/），如图 1.4.7 所示，登录优酷账号，

也可通过第三方账户进行登录，如 QQ，微博，微信，淘宝，支付宝等，如图 1.4.8

所示。

 

图 1.4.3 时间线 

 

图 1.4.4 视频预览窗口 

 

图 1.4.5 电影任务

（后） 

 

图 1.4.6 保存电影向导 

 

图 1.4.7 优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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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9 选择要上载的文件

图1.4.10 视频信息

图1.4.11 上传进度条

6. 点击界面上方的“上传”符号 ，会进入上传视频网页，点击网页中央的“上

传视频”按钮，会弹出“选择要上载的文件”对话框，如图 1.4.9 所示，选择好要

上载的文件后点击“打开”按钮，会进入视频信息网页，如图 1.4.10 所示，在这里

需要输入视频有关信息，如标题、简介。

7. 待界面上方视频上传进度条至 100% 时（如图 1.4.11 所示），点击“保存”

按钮即可。此时视频编辑上传成功，会进入转码审核阶段，审核完成后，就可以在

优酷网上看到自己上传的视频啦。

 

图 1.4.8 账号登录 

 

图 1.4.9 选择要上载的文件 

 

图 1.4.10 视频信息 

 

图 1.4.11 上传进度条 

图1.4.8 账号登录

25



信息技术 8 年级 ( 下 )                                                                                                                                                                                   

8. 在优酷网上打开已发布的视频（如图 1.4.12 所示）。

9. 在视频左下方有个“分享给朋友”栏目，点击分享至微信的图标 ，会进入“分

享到微信”网页（如图 1.4.13 所示），用手机微信“扫一扫”功能扫描右侧的二维码。

10. 扫描完成后手机即可进入视频播放页面，点击界面右上方的 图标，然后

在弹出的菜单栏中点击“发送给朋友”即可把视频链接分享到微信群中（如图 1.4.14

所示）。微信群中的同学点击一下这个链接就可以直接在微信上看到我们分享给他

们的视频了。

 

图 1.4.12 视频播放页面 

 

图 1.4.13 分享到微信 

 

图 1.4.14 发送给朋友 

图1.4.12视频播放页面

图1.4.13分享到微信 图1.4.14发送给朋友

11. 同学们在观看完别人的作品后，依据活动 4“展示与评价”部分的表 3-4-1

自评量表，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价。

26



信息技术 8 年级 ( 下 ) 英英英英英 英英英英英英英英                                                                                                                                                                                  

12. 同学们自由组合成 3 ～ 4 个小组，各小组组长召集本组组员，展示组内成

员创作的音视频作品，评选出小组内最优秀的作品作为小组的代表作品，以便向全

班进行展示交流。

13. 各小组依次选出小组内优秀代表作品，在展示过程中创作该作品的同学要

向全班同学进行作品解说，其中应包含以下几个内容 ：

①介绍小组成员，以及各成员制作的个人作品的概况。

②陈述自己作品的创意，将自己作品的独特之处进行说明。

14. 在观看完所有小组的代表作品后，同学们自由交流和讨论，并参照“展示

与评价”中的表 3-4-2 互评量表对各个小组遴选出的代表作品进行评价。

15. 各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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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出最优秀的三件作品。在评选的过程中，要注意分析为

什么这三件作品能够脱颖而出。

16. 各小组将互评表提交给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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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自评与师评后，同学们可以结合自己在交流过程中的感受，总结与反思在

本次活动中的收获和进一步改进与完善的策略，并记录在本活动“展示与评价”部

分表 3-4-3 自我反思记录表中。

18. 教师对同学们作品的制作情况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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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我们

需要把自己的作品传到班级微信群中让班级里的同学观看，课堂上的活动流程依次为

讨论、陈述、总结。为了让课堂活动进行得更为有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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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同学们可以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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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单元的学习就这样结束啦，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一定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最后，大家还有没有什么不懂的呢？如果有的话赶快问问身边的同学或向老师寻求

帮助吧，千万不要把疑惑抛在脑后就不管啦，因为不及时解决这些疑惑只会让我们

的问题越积越多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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