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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是不是经常举办一些活动呢？在这些活动中你又担当了什么样的角

色呢？对于我们来说，校园活动的过程是难忘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消逝，这

些美好的记忆往往只残存了一些零碎的片段。然而，有了丰富多彩的信息技术，

我们可以使用手机或 DV 拍下这些有趣的过程，日后当你拿出这些视频来回味

的时候，或许你还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小惊喜哦！

校园小片段 ：记一次班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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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题主要介绍基于移动端设备，如手机、DV 等来拍摄一次主题班会活动的

全过程，通过利用移动端视频编辑软件“小影”App 的剪辑功能对素材进行剪辑和

镜头串接，并添加特效，完成视频的编辑与处理。最后，使用“小影”App 里的“相

册 MV”功能，将活动过程中拍摄的照片做成片头，配上音乐，就可以完成一个有

趣而又难忘的主题班会活动视频了。

在这个活动过程中，通过视频的拍摄以及对视频的剪辑，我们能够学会视频处

理的一些基本操作，提高我们的信息技术能力，同时还能培养我们用镜头捕捉生活

的信息技术意识，对以后的学习和生活都大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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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或者 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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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机、“小影”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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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		★		★		★		★		★		★		★		★		★		★		★		★		★		★		★		★		★		★

1. 基于移动环境，通过手机或者 DV 拍摄来获取视频素材，并通过手机端的视

频编辑软件“小影”App 对素材进行处理，完成素材的编辑与剪裁，最终合成一个

完整的视频。

2. 主题从校园出发，通过记录一次主题班会活动，让我们学会视频素材的搜集、

处理与合成等技巧，学会运用信息技术来捕捉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培养良好的信

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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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活动中，我们一共设置了四部分素材的搜集。

一是拍照。在活动过程中需要有一个同学使用手机或数码相机抓拍精彩瞬间（如

图 2.1.1 所示），方便我们后期片头的制作。在前面的八年级上册教材中我们已经讲

解了如何利用手机或数码相机抓拍精彩瞬间的方法，这里就不再赘述。

作品创意与素材搜集活动1

图2.1.1 正确拍摄

二是 PPT 演示文稿的录制。在本次主题班会活动中，老师使用了 PPT 演示文

稿来呈现活动内容与游戏规则，要保证最终视频成品的完整性，PPT 演示文稿的录

制也是必不可少的。

三是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视频素材的拍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设置了前后

两个机位。前面的机位负责拍摄学生的活动，有学生回答问题或表演节目时，镜头

推上去近距离拍摄该学生的活动（如图 2.1.2 所示），而同学们认真听取老师的讲解

时，可以拍摄学生的全景（如图 2.1.4 所示）。后面机位的镜头则随时跟随老师，负

责拍摄老师的活动，包括老师的语言表达和肢体动作（如图 2.1.3 所示）。

 

图 2.1.1 正确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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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 学生全景

图2.1.2 学生 图2.1.3 老师

 

图 2.1.2 学生 

 

图 2.1.3 老师 

 

图 2.1.4 学生全景 

四是音频素材的搜集。搜集音频素材的方法在八年级上册教材第 1 单元活动 1

和第 2 单元活动 1 中已经讲过，同学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两个部分的内容，也可以和

老师同学交流一下哦。

 操作 1 英录制 PPT 演示文稿

1. 在上课前，和老师说明来意，请求使用 PC 端录屏软件录制老师的 PPT 演示

文稿。征得老师同意后，就可以进行第二步的操作。

2. 录屏软件有多种，如 Camtasia Studio“ ”、屏幕录像专家“ ”、

bandicam“ ”等都是不错的选择。这里我们以 Camtasia Studio 8 为例。

3. 双击 Camtasia Studio 8 在桌面上的快捷方式打开该软件，进入 Camtasia 

Studio 8 的主界面（如图 2.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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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7 预览对话框

图2.1.5 Camtasia Studio 8主界面

图2.1.6 录制工具栏

4. 单击对话框中的“录制视频”按钮，就会出现一个长方形的录制工具栏与一

个虚线框（如图 2.1.6 所示）。在录制工具栏中，我们可以输入虚线框的宽高并设置

音频录制的来源（麦克风或系统音频或二者同时），而在虚线框中的就是我们要录

制视频的区域范围，通过按住鼠标拖拉虚线框的边角点，也可以改变虚线框的大小。

 

图 2.1.5 Camtasia Studio 8 主界面 

 

图 2.1.6 录制工具栏 

5. 将虚线框设置为全屏，点击录制按钮“ ”即可开始录制，按 F10 则停止录制。

6. 录制完成后，按下 F10，这时会弹出一个预览视频的对话框（如图 2.1.7 所示），

在对话框的右下角有三个按钮，分别为“Save and Edit”保存并编辑“ ”，“Produce”

创作“ ”、“Delete”删除“ ”。

 

图 2.1.7 预览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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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 保存对话框 

 

图 2.1.9 编辑界面 

7. 点击“Save and Edit”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合适的文件夹，为文件

命名为“PPT 演示文稿”（如图 2.1.8 所示），单击保存按钮后，出现了编辑的界面（如

图 2.1.9 所示）。

图2.1.8 保存对话框

图2.1.9 编辑界面

8. 在编辑界面中，左边为“剪辑箱”，放置待剪辑的素材，右边为“预览框”，

预览录制出来的视频，下方则为轨道，用于处理视频和音频素材。

9. 在剪辑箱中可以看到，此时的文件格式为 .trec，不适合后期的编辑。在最上

方的导航栏中单击“文件”按钮，在下拉菜单中选择“生成并共享”，再在弹出的

对话框中设置输出格式为“MP4”（如图 2.1.10 所示），点击“下一步”，选择要存

储的文件夹并为文件命名。单击“确定”后，等待视频渲染完成即可（如图 2.1.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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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0 格式设置对话框 

 

图 2.1.11 渲染项目 

 

图 2.1.12DV 三脚架 

图2.1.10 格式设置对话框 图2.1.11 渲染项目

图2.1.12 DV三脚架

 操作 2 英拍摄视频素材

1. 打开手机或者 DV 的开关键。

2. 选择好拍摄角度并设计好构图后，开始拍摄。对于手机，点击聚焦按钮将焦

点聚在人物的脸上进行拍摄 ；对于 DV，使用全自动模式按下拍摄键开始拍摄。为

了保证画面的稳定性，使用 DV 拍摄时建议使用三脚架（如图 2.1.12 所示）。

3. 在拍摄过程中，同学们注意不要让另一个机位的设备进入画面中，否则会出

现“穿帮”的情况。为了后期编辑与处理时画面的切换不突兀，在拍摄时要注意场

景的光线统一，若是用手机拍摄，注意随时轻触屏幕改变聚焦点，若是用 DV 拍摄，

在拍摄之前一定要注意将两个 DV 的白平衡调整一致。

4.DV 拍摄的视频格式有多种，为了保证清晰度，我们一般设置为 MTS 和 AVI

格式。而小影 App 支持的视频格式为 MP4 和 3GP 格式，而对于其他的视频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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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识别。此时，我们就要利用视频格式转换软件如魔影工厂“ ”、格式工厂

“ ”、狸窝全能视频转换器“ ”等将视频素材转换为小影可以识别的 MP4

格式或 3GP 格式。

5. 在本次活动中，我们采用的是移动端 App“小影”对素材进行处理与加工，

所以我们首先要将处理好的素材移动到手机上，这时我们就需要数据线来帮忙（如

图 2.1.13 所示）。

 

图 2.1.13 安卓手机数据线 

6. 使用数据线将手机和电脑连接在一起后，找到素材所在的文件夹，按住“Ctrl”

键选择所有的素材文件，单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复制”。

7. 寻找手机里的合适位置，新建一个文件夹，命名为“主题班会活动素材”，

双击进入新建的文件夹，单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粘贴”。粘贴完成后，拔

出数据线即可。

通过本次搜集视频素材的过程，你们会使用手机或 DV 拍摄视频了吗？现在手

机已经非常普及，使用手机拍摄的方法想必大家都能熟练操作，使用 DV 的全自动

模式拍摄也能成功拍摄出作品。相较于手机来说，DV 拍摄的功能更全面，拍摄的

技巧也有很多，一些专业人士往往会用手动设置光圈、聚焦等参数，拍摄效果更佳。

同学们可以在今后的学习中慢慢摸索学习 DV 的手动设置参数的方法，提高自己的

操作技能。能够拍摄出一份精致的视频素材，心里会有满满的自豪感哦！

图2.1.13 安卓手机数据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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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手机上的视频编辑软件“小影”，本次操作中使用的版本为 V5.3.3（如

图 2.2.1 所示）。

视频的组合与特效活动2

图2.2.1 小影App

 

图 2.2.1 小影 app 

2. 小影这款软件有三种制作视频的方式（如图 2.2.2 所示），一是点击拍摄按钮

“ ”自己拍摄视频，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每一个视频最多拍摄 5 分钟，如果成为“达

人”，那么你单个视频的录制时间就可以增加。二是点击相册 MV 按钮“ ”用图

片或照片来制作 MV。三是点击剪辑按钮“ ”编辑你自己手机中已经存在的视

频文件。在本次活动中，我们将用到第二和第三种方法。

3. 点击编辑按钮，我们先来编辑活动素材。点击按

钮后，我们进入了选择素材文件的页面（如图 2.2.3 所示）。

进入选择素材文件的页面时，小影 App 会自动扫描出手

机中已经存在的视频文件。

4. 此时，如果自动扫描出来的结果不是你想要的，

你还可以点击屏幕中的“扫描试试”按钮，在弹出的对

话框中选择“快速扫描”或“自定义扫描”（如图 2.2.4

所示）。“快速扫描”是直接自动扫描手机中的所有文件

夹（如图 2.2.5 所示），扫描范围广 ；而“自定义扫描”

可以选择文件夹或文件进行扫描（如图 2.2.6 所示），扫

描结果比较精确。
图2.2.2 初始菜单页面

 

图 2.2.2 初始菜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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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3 选择素材文件 图2.2.6 自定义扫描图2.2.5 快速扫描

图2.2.7 视频素材

图2.2.4 “扫描试试”对话框

图2.2.8 剪取视频片段

 

图 2.2.3 选择素材文件 

 

图 2.2.4 “扫描试试”对话框 

 

图 2.2.5 快速扫描 

 

图 2.2.6 自定义扫描 

 

图 2.2.7 视频素材 

 

 

图 2.2.8 剪取视频片段 

 

5. 在这个活动中，以老师的“Hello，everybody ！ Nice to see you ！”为开场白，

所以我们将这一段镜头作为视频的开头。点击“后门机位”的文件夹，进去以后有

两个视频素材（如图 2.2.7 所示），每个视频素材的下方显示有视频时长。素材页面

中的视频呈倒序放置，所以我们点击第二个视频，进入剪取视频片段的页面（如图

2.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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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剪取视频片段的页面中，点击播放按钮“ ”就可以播放这一段视频进行

预览。在预览视频的下方，“ ”为限制时长，表示我们一次最多只能剪取时长

为 5 分钟的视频片段。

在限制时长下方的视频轨道中，左边的滑动条“ ”表示“入点”，右边的滑动

条“ ”表示“出点”，我们可以通过移动入点和出点来改变视频片段的长度。两个

滑动条的颜色不是固定的，当我们要改变某个滑动条的位置时，那个滑动条的颜色

就为黄色，另一个则为白色。

入点和出点的移动幅度较大，不灵活，无法精确地剪取出我们需要的视频片段。

这时，我们可以用手指在预览视频上左右滑动来细微地改变入点或出点的位置，手

指的滑动幅度越大，入点或出点的位置变化也就越大，最小变化为 0.1 秒。

在视频轨道的下方从左至右依次为旋转“ ”、放大 / 缩小“ ”、剪取片段“ ”，

添加按钮“ ”。当我们确定了入点和出点的位置时，点击剪取片段按钮，就可

以将入点和出点之间的内容剪取出来，暂时放置在添加按钮中。当该素材的所有可

用片段都剪取完成后，点击添加按钮，就可按剪取的顺序将该素材的所有视频片段

存储在镜头框中，作为后期串接的素材。

7. 在剪取视频片段的页面中，我们通过移动视频轨道上的入点和出点，剪取一

段老师说开场白的视频片段。点击右下角的添加按钮，将这一段视频片段直接添加

到草稿框中，添加完成后，页面会自动回到之前的视频素材页面，而这时，在下方

的镜头框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剪取的视频片段（如图 2.2.9 所示）。当我们不

需要剪取出来的个别视频片段时，可以点击视频片段右上角的“ ”直接删除。

8. 老师说完了“Hello，everybody ！ Nice to see you ！”的开场白后，学生

做了回应“Nice to see you too ！”。这时，我们就从负责拍摄学生活动的前门机位

中剪取这一片段。剪取方式和老师说开场白的镜头的剪取方式相同，剪取完成后，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学生回应老师的镜头保存在了镜头框中（如图 2.2.10 所示）。

9. 接下来老师通过介绍 2016 年巴西奥运主题曲的方式开始对本次活动的主题

进行导入，于是我们继续从负责拍摄老师活动的后门机位中剪取老师向同学们介绍

这首音乐的镜头（如图 2.2.11 所示）。

10. 介绍完 2016 年巴西奥运的主题曲，老师播放了一段表现奥运健儿坚强勇敢

的视频。这时，之前使用 Camtasia Studio 录制的视频就可以起作用了。打开 PPT

演示文稿的素材，从中剪取出播放的这一段视频（如图 2.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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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9 开场白镜头

 

图 2.2.9 开场白镜头 

 

图 2.2.10 学生回应的镜头 

 

图 2.2.12 播放视频的镜头 

 

图 2.2.11 老师导入的镜头 

图2.2.10 学生回应的镜头

图2.2.11 老师导入的镜头 图2.2.12 播放视频的镜头

11. 重复前面的步骤，我们可以根据本次主题班会活动的开展顺序依次剪取相

应的视频片段并保存在镜头框中。在剪取视频片段的过程中，同学们要注意每一个

镜头的稳定性，并且要注意将前一个画面的内容排除干净，否则会出现画面“跳”、

画面转换突兀等问题，影响视频的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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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3 完成的视频片段 

12. 视频片段剪取完成后，点击镜头框上方的展开按钮“ ”，浏览剪取出来

的所有视频片段（如图 2.2.13 所示）。

同学们要注意，在剪取视频片段的过程中，一定要保证剪取出来的镜头顺序和

主题班会活动的开展顺序相同，并且保证视频中人物的语言连贯。如果有个别镜头

需要调整位置，可以长按该镜头并将它移至恰当的位置。

13. 剪取完所有的视频片段后，点击镜头框右上方的完成按钮“ ”，这时

我们就进入了“视频编辑”的界面（如图 2.2.14 所示）。在这个界面中，呈现出来

的是一个已经将镜头框中所有的视频片段按顺序串接起来的视频成品。

 

图 2.2.14 视频特效界面 

14. 在视频编辑的界面中，有三大主要功

能 ：主题、配乐、剪辑。

主题里面包含了很多快速模板（如图

2.2.15 所示），点击其中一个模板，就可以为

视频添加一个美轮美奂的效果。每个主题的

风格各有千秋，各有特色，可以适应多种多

样的视频风格。对于一些有字幕的主题，点

击一次即可为视频添加该主题（如图 2.2.16

所示），再点击一次则可以编辑主题中出现的

文字（如图 2.2.17 所示）。

图2.2.13 完成的视频片段 图2.2.14 视频特效界面

图2.2.15 主题功能

 

图 2.2.15 主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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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9 镜头编辑页面

图2.2.16 主题效果 图2.2.17 编辑主题文字

图2.2.18 剪辑功能

配乐功能详见第三部分的内容。

点击剪辑这一按钮，下方会出现一栏剪

辑菜单（如图 2.2.18 所示），菜单从左至右

依次为剪辑按钮“ ”、字幕按钮“ ”、

滤镜按钮“ ”、动画贴纸按钮“ ”和特

效按钮“ ”。

点击镜头剪辑按钮，会弹出一个镜头编

辑的页面（如图 2.2.19 所示）。在这个页面中，

我们可以对单个镜头进行修剪、分割、复制、

调节速度、静音、倒放镜头、动态效果等操作。

点击字幕按钮，会弹出一个字幕页面（如

图 2.2.20 所示）。选中某一帧画面，点击字

幕工具“ ”，会弹出字幕的相关工具（如

图 2.2.21 所示），我们可以使用这些工具制

作精美的字幕。

在滤镜按钮中，小影提供了一些比较常

用的滤镜（如图 2.2.22 所示），和剪辑按钮

相同，滤镜也是对于单个镜头而言的。

 

图 2.2.16 主题效果 

 

图 2.2.17 编辑主题文字 

 

图 2.2.181 剪辑功能 

 

图 2.2.19 镜头编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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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0 字幕页面

图2.2.23 动画贴纸

图2.2.21 字幕工具

图2.2.22 滤镜效果

图2.2.24 特效

 

图 2.2.20 字幕页面 

 

图 2.2.21 字幕工具 

 

图 2.2.22 滤镜效果 

 

图 2.2.23 动画贴纸 

 

图 2.2.24 特效 

在动画贴纸里面，小影提供了很多可

爱有趣的卡通贴纸（如图 2.2.23 所示），

能够为我们的视频添加更多乐趣。在特效

按钮中，小影同样提供了很多有趣的卡通

形象（如图 2.2.24 所示），但和动画贴纸

不一样的是，特效里的卡通形象是动态的，

而卡通贴纸是静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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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视频特效的页面中，点击主题按钮，为视频添加一个名为“慵懒时光”

的主题（如图 2.2.25 所示）。该主题主要是为每个镜头的切换添加一些特效，使得

镜头与镜头之间的切换变得更加生动，也让这个主题班会活动多了一丝俏皮。

16.“慵懒时光”这个主题含有背景音乐，容易干扰老师和学生的交流和互动。

于是我们点击配乐按钮，将右边的配乐符号设为“ ”状态，即关闭音乐（如图 2.2.26

所示）。

 

图 2.2.26 关闭音乐 

 

图 2.2.25 “慵懒时光”主题 

17. 点击剪辑按钮，在剪辑菜单中选择

特效功能，为勇敢回答老师问题的同学添加

一个“鼓掌”的小动画（如图 2.2.27 所示）。

添加完成后，点击右上角的“ ”进行保存。

18. 在剪辑按钮中，对于字幕工具、滤镜、

动画贴纸和特效等工具，小影提供的素材都

比较有限。若同学们想获得更多有趣的素材，

可以点击商店按钮“ ”，进入商店进行下

载（如图 2.2.28 所示）。

19. 为视频添加完特效后，点击右上角

的“存草稿”按钮进行保存，保存后会呈现

 

图 2.2.27 添加特效 

图2.2.25 “慵懒时光”主题 图2.2.26 关闭音乐

图2.2.27 添加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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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8 商店 

 

图 2.2.29 我的工作室 

 

图 2.2.30 素材文件页面 

 

图 2.2.31 相册 MV 编辑页面 

图2.2.28 商店

图2.2.30 素材文件页面

图2.2.29 我的工作室

图2.2.31 相册MV编辑页面

在工作室中（如图 2.2.29 所示）。下次重新打开小影 App 时，只需要在初始菜单页

面的左下角点击进入“我的工作室”查看即可。

20. 完成了视频素材的编辑与处理后，接下来我们利用活动中拍摄的照片和小

影的“相册 MV”功能开始做视频的片头。在初始菜单页面上，点击“相册 MV”按钮，

进入选择素材文件的页面（如图 2.2.30 所示），此时页面中的素材均为图片素材。

21. 选择出 8 张能生动表现活动乐趣的照片，将它们按一定的顺序添加到草稿

框中。添加完成后，点击草稿框右上角的“完成”按钮，即可进入相册 MV 编辑页

面（如图 2.2.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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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2 时长时间轴 

 

图 2.2.33 工作室 

22. 相册 MV 的编辑页面和视频的编辑页面基本类似，只是多了“时长”的功能。

点击时长按钮，在时长下方会出现一个时间轴（如图 2.2.32 所示），通过移动时间

轴上的白色圆片，可以改变图片素材的时长。选择主题下的某一个模板，通过模板

内的特效可以将这 8 张图片串接成一个有声有色的视频。

23. 参照编辑视频的操作编辑完相册 MV 后，点击页面右上角的“存草稿”按钮，

即可保存在工作室中（如图 2.2.33 所示）。

图2.2.32 时长时间轴 图2.2.33 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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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前面的编辑、处理视频和制作相册 MV 的过程中，我们都遇到了配乐的功

能按钮。编辑、处理视频和制作相册 MV 里的配乐功能完全相同，这里我们统一讲解。

2. 点击配乐按钮，下方会出现两栏工具（如图 2.3.1 所示）。

音频的剪裁与编辑活动3

图2.3.2 选择配乐图2.3.1 配乐工具栏 图2.3.3 剪取音频片段

 

图 2.3.1 配乐工具栏 

 

图 2.3.2 选择配乐 

 

图 2.3.3 剪取音频片段 

第一栏的左边为视频原音符号“ ”，此时表示视频原音为开启状态。右边为

配乐符号“ ”，此时表示配乐为开启状态。而当视频原音符号为“ ”状态时，

表示关闭视频原音，当配乐符号为“ ”时，表示关闭配乐。而当视频原音和配乐

均开启时，移动中间的小圆“ ”，则呈现此消彼长的状态。

第二栏的功能为添加配乐，点击音乐后面的更多按钮“ ”，会弹出一个选择配

乐的页面（如图 2.3.2 所示）。点击其中一首音乐，音乐下方会弹出一个剪取音频片

段的功能区域（如图 2.3.3 所示），通过移动左右两端的滑动条“ ”，我们可以剪取

出需要的音频片段。剪好以后，点击“添加”按钮，即可将剪取的音频片段添加到

视频中去。

3. 当我们不需要配乐时，点击右下角的删除按钮“ ”即可删除该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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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辑、处理好视频素材后，所有的成品都会在“我的工作室”中呈现。点击

相册 MV 的发布按钮，会弹出一个关于该视频的发布信息页面（如图 2.4.1 所示）。

直接点击最下方的“保存到相册”按钮，此时视频开始导出到手机相册（如图 2.4.2

所示）。

作品合成与发布分享活动4

图2.4.1 发布信息页面 图2.4.2 视频导出

 

图 2.4.1 发布信息页面 

 

图 2.4.2 视频导出 

2. 相册 MV 导出完成后，在“我的工作室”中点击打开主题班会活动视频，此

时进入该视频的编辑页面。点击页面左上角的返回按钮“ ”，会回退到选择素材文

件的页面（如图 2.4.3 所示）。此时，该页面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文件夹“小影作品集”，

打开文件夹，将我们刚才导出的相册 MV 作为素材添加到主题班会活动视频的镜头

框中，并注意一定要将相册 MV 移至镜头框的第一个位置（如图 2.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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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3 素材文件页面

图2.4.5 登录对话框 图2.4.6 提示升级对话框

图2.4.4 相册MV镜头

3. 点击镜头框右上角的“完成”按钮，进入视频编辑页面。点击页面右上角的“存

草稿”按钮，将添加了以相册 MV 为片头的视频存储到我的工作室中。

4. 点击该视频右上角的“发布”按钮，填写好发布信息后，点击最下方的“发布”，

会弹出提示登录的对话框（如图 2.4.5 所示）。选择一种登录方式，拉取授权方式成

功后，点击“登录”，登录后回到发布信息页面继续发布。

注意 ：在小影 App 中，只有成为了“达人”，才可以发布超过 5 分钟的视频。

若不是达人，再次点击“发布”按钮的时候会弹出一个提示升级的对话框（如图 2.4.6

所示）。点击“我要升级”，我们就可以进入页面了解小影达人的进阶要求。

 

图 2.4.3 素材文件页面 

 

图 2.4.4 相册 MV 镜头 

 

图 2.4.5 登录对话框 

 

图 2.4.6 提示升级对话框 

21



信息技术 8 年级 ( 下 )                                                                                                                                                                                   

5. 发布成功后，你可以点击主菜单中的“我”按钮“ ”，在我的页面中查看

已经发布成功的作品。

6. 如果想要进一步提高制作视频的技能，同学们可以点击主菜单下的“视频”

按钮“ ”，看一看别人发布的作品，学习构图与镜头串接技巧等。若是遇到喜欢

的视频，还可以关注作者，和他（她）交流探讨一下制作视频的心得哦！

本单元的学习就到这里啦，同学们，你们学会了移动端视频编辑软件小影 App

的操作方法了吗？视频的编辑是身处信息化社会的我们必不可少的一门技能，善于

记录学习和生活中的故事，你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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