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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腾马跃的甲午年随着电子技术的
高速发展即将过去袁 又一代电子科学技
术人才迅速成长遥 祖国的强大不但需要
研究型技术人才袁 还需要大量的技能型
人才遥 本报将继续为培养培训技能型人
才做出一点贡献袁 职教与技能专版将围
绕电子技术行业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工
程袁以电子信息技术为理论基础袁以电子
应用技术为主导袁 继续推出电子信息技
术精典教学尧学习实践尧实训项目尧工程
实践尧经验交流等五个栏目遥 希望从事电
子信息技术教学和实验的老师尧 电子信
息产品设计工程师尧电子信息学科的学生和电子
技术爱好者积极关注并踊跃投稿袁 展现自我袁培
养新人遥 殷本版责任编辑

随着野慕课冶尧野翻转课堂冶等信息技术新型辅助教
育形式的日趋兴起袁野微课冶正越来越多地显示出其适
应信息微时代教育的优越性遥 作为一段时长为 5-8 分
钟的单知识点精讲视频过程袁微课正逐渐走进一线教
育阵地曰 而在制作微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软件
里袁Camtasia 无疑是比较出色的袁 功能强大且易用性
好遥 本文以 Camtasia 8.4 为例袁与大家共享几则制作微
课的应用技巧院

1.理解 Camtasia微课音频视频合成制作的基本原理
微课制作软件编辑视频作品的基本原理就是采

用多个多媒体轨道叠加后再按时间轴的递增顺序向
前推移来逐一播放遥Camtasia 8.4 已经开始模糊区分具
体的音频轨道或是视频轨道袁基本上可以全部统称为
野轨道 X冶遥 它的时间轴支持用户添加任意数量的多媒
体轨道袁我们只须用鼠标左键点击野轨道 X冶上方的野+冶
渊插入轨道冤 即可快速在某轨道上方添加一条支持音
频尧视频尧图像等多媒体素材的轨道袁当然也可以在某
轨道时间轴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野插入轨道上方冶或
野插入轨道下方冶来完成类似的操作遥 对于存放视频内
容的轨道而言袁上层级别优先于下层袁可通过调整其
尺寸的方法来实现野画中画冶效果渊类似于一张张透明
纸逐层堆叠冤曰而对于存放音频内容的轨道而言袁所有
的音频都是处于同一级别袁时间线推移到哪个时刻就
会解析此刻的音频数据遥也就是说袁我们使用 Camtasia
制作微课的过程无非就是将图形尧音频尧视频等多媒
体素材进行有机组合和剪切操作袁最终输出生成在网
络上传输和播放的视频文件渊MP4 或 FLV 等格式冤袁而
理解其合成制作原理则是制作微课的最基本前提遥

2.充分做好 Camtasia 微课录制的前期准备工作
在使用 Camtasia 正式录制微课前袁 最好是新建一

个存放所有待用多媒体素材的文件夹袁 各种图片尧文
字尧音频和视频文件均分门别类保存好渊避免将音频文
件放在图片文件夹中冤袁并且命名准确袁尽量做到野见名
知义冶遥 屏幕录制前的视频尺寸设置也非常重要袁它直
接决定着最终微课作品的清晰度袁建议设置为野1024伊
768冶即 4院3 的显示比例模式袁可直接在野Select area冶中
进行修改渊如图 1冤遥

另外袁 由于目前在很多微课中都有录制 Power鄄
Point 课件的演示过程袁因此 PPT 课件本身制作得是否

野给力冶也间接决定着微课作品的质量袁建议遵循这几
个原则院一是 PPT 课件的各级标题命名一定要野活冶袁
在贴切体现出内容的要点之上还要够野靓冶袁必须生动
活泼袁像野安全上网五大耶纪律爷冶就比单纯的野上网应
遵循的五个基本安全原则冶要好得多曰二是 PPT 课件
应该使用较为商业化的中性模板以保证风格色调的
统一袁不能使用具有强烈对比效果的纯野红配绿冶式互
补色渊比如 PPT 课件的整体底色为深紫色的话袁此时
使用很亮的黄色文字就会显得非常野扎眼冶袁不过如果
更换为稍暗些的橙色或是草绿色的话则既有较强对
比效果而又显得很和谐冤曰 三是 PPT 课件比较忌讳满
屏都是密密麻麻的文字堆砌在一起袁必须将大量的文
字尽量提炼和精简袁比如转换成图片尧表格或是动画
等其它形式袁而且绝对不应该使用 20 号以下的野小冶
文字以保证学习者的观看清晰度遥

3.Camtasia 的视频编辑常规应用技巧
不管是从网络上下载的视频素材文件还是使用

Camtasia 录制生成的 capture-1.trec 格式视频片段文
件袁一般情况下都可以在 Camtasia 中通过野导入媒体冶
操作来将它们链接到.camproj 工程文件进行编辑袁 像.
avi尧.mpeg尧.mov尧.mp4 和.swf 等常见的视频格式文件都
可以导入到 Camtasia 中渊如果视频格式不兼容的话也
可以使用像野狸窝全能视频转换器冶或野格式工厂冶之
类的软件先进行格式转换冤曰 当在 Camtasia 中导入了
相关的素材文件之后袁紧接着就可以通过拖动的方式
来将它们拖放到下方相关的轨道中进行编辑了遥 点击
Camtasia 的野Clip Bin冶渊剪辑箱冤选项卡袁其上方会按图
片尧音频和视频分门别类显示出之前导入的各种待编
辑素材文件曰野Library冶渊库冤 选项卡则提供了若干种

Music 音频和 Theme 主题系统素材袁可先试听尧试看后
直接拖动到轨道上编辑使用曰野Callous冶渊标注冤 选项卡
提供了包括 野Shapes with Text冶渊带文字的形状标注冤尧
野Shapes冶渊形状标注冤尧野Sketch Motion冶渊运动素描标注冤
和野Special冶渊特殊标注冤在内的四大类 40 余种标注袁可
以轻松完成像是指示箭头的添加尧高亮区域的醒目显
示和添加马赛克等功能渊如图 2冤袁当然我们还可以进
行更为细致的标注边界设置尧颜色填充修改尧渐入与
渐出标注效果设置等操作曰在野Zoom-n-Pan冶渊缩放冤中
可通过调节八个缩放柄来任意控制某段视频的某个
局部袁一般用于强调显示某区域的重点内容袁类似于
电子白板中的投影聚焦功能曰野Transitions冶渊转场效果冤
提供了 30 种常见的视频转场特效袁 一般适用于两个
小主题视频片段间的过渡袁使用方法是直接将选中的
转场特效拖放到同一轨道中两段相邻的视频片段上遥

在 Camtasia 中进行微课视频编辑时袁我们可随时
通过敲击空格键来即时预览当前视频 渊也包括音频冤

或是暂停袁这样的快捷操作非常便于进行剪辑片段的
快速调整曰而通过界面左侧中间的放大与缩小滑杆并
结合右上方的视频即时预览窗口袁我们可以进行精准
的编辑点定位袁比如先点击选中某段轨道视频渊颜色变
成深蓝色冤再拖动放置播放时刻点袁接着点击一下野分
割冶图标即可将当前素材一分为二袁然后就可以进行拖
动改变位置尧复制尧剪切或删除等其他操作曰当编辑处理
的轨道较多并且其中的某些轨道内容已经确定不需修
改时袁 为了防止在之后的编辑过程中对它们进行误操
作袁 我们可以点击这些轨道最左侧的轨道标记中的小
锁标记袁使其进入锁定状态渊小锁闭合的同时其轨道背
景上会出现灰色斜条冤曰如果需要在 Camtasia 中实现某
段视频的快尧慢镜头播放效果袁我们可以直接在该段视
频上点击鼠标右键并从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 野剪辑
速度冶项袁然后在小窗口中最上方的野X%原始剪辑速度冶
处对其默认的野100冶渊正常速度冤进行设置要要要快镜头
要设置成大于 100%渊比如 300%即为按原速的三倍进
行播放冤袁慢镜头则要设置成小于 100%渊如图 3冤袁同时
下方的野原始持续时间冶和野新建持续时间冶处也分别显
示出所对应的播放时间段长度遥

4.Camtasia的音频编辑常规应用技巧
虽然我们可以在使用 Camtasia 录制屏幕 渊比如

PPT 课件的播放冤的过程中将声音的讲解同步集成在一
起袁但其中难免会带有讲解的冗余或失误袁因此目前较
为科学的微课制作过程都是采用视频录制与音频讲解
非同步处理的方式要要要先使用 Camtasia 仅仅录制 PPT
课件的播放过程袁 然后在 Camtasia 中进行音频的后期
录制尧编辑及同步操作遥 如果已经录制好的视频素材中
包含着不需要的音频讲解内容袁我们可在导入到 Cam鄄
tasia野视频 1冶轨道的素材片段上右击鼠标选择野独立视
频和音频冶项袁将音频从其中分离到相邻的轨道上袁接着
点击选中它并按键盘上的 Delete 键删除即可遥

为保证后期微课作品中音频讲解的质量袁不管是
使用头戴式耳麦还是笔记本的内置麦克风袁嘴与麦克
风的距离最好是保持大约是 15-18 厘米左右遥 不过袁
即使是使用自认为非常安静的封闭会议室进行声音
的录制袁像计算机本身的电流噪声及其它一些不引人
注意的背景弱噪音等也都会被录制到音频文件中袁因

此 Camtasia 提供了使用简单但效果却非常不错的野降
噪冶要要要首先要点击选中轨道上的待处理音频素材袁
接着点击切换其上方的野Audio冶渊音频冤选项卡袁在野所
选媒体属性冶区域中将野启用噪声去除冶前的空白方框
点上对勾 渊如图 4冤袁Camtasia 就会立刻开始背景降噪
处理袁之后便可以按空格键进行试听袁效果确实非常
不错曰另外袁我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来选用 Camtasia
所提供的音量增大与降低尧淡入与淡出等功能遥 还有
需要注意的是袁我们在进行录音的过程中务必要注意
野Voice Narration冶选项卡中麦克风的实时监视条袁从最
低的绿色到稍高的黄色区域代表音量正常袁而从中间
的桔黄色到较高的红色区域则代表录制的声音已经
开始野走调冶袁建议在录制声音时最好保持其指示范围
为绿色至浅桔黄色以获得相对较为理想的音频质量遥

5.Camtasia 的作品导出常规应用技巧
当所有的多媒体素材在 Camtasia 中全部编辑处

理完之后袁最后一步就是要将它们导出生成视频微课
了遥 不过在导出之前有一步检查工作是万万不能省
的袁那就是仔细查看一下所有的视频轨道在叠加输出

时是否存在野中断冶袁就是剪切拼接的视频段间不应该
产生哪怕是一帧的空白袁否则就会在微课的播放过程
中产生黑屏现象遥

Camtasia 的视频导出过程非常简单院 首先点击左
上方菜单栏下的野Produce and share冶渊导出分享冤项袁在
弹出的野生成向导冶窗口中选择野自定义生成设置冶项袁
此时 Camtasia 会根据之前录制的视频尺寸及初始设
置显示当前微课作品的导出编辑尺寸为野1024伊768冶曰
点击野下一步冶按钮袁一般选择野推荐院MP4-智能播放器
渊Flash/HTML5冤冶 项袁 即最终微课作品的视频文件为
MP4 格式曰再点击野下一步冶袁根据一般的微课作品参
赛要求袁此时要取消生成 Flash/HTML5 控制器袁也就是
将野控制器冶选项卡中野生成使用控制器冶前的默认对
勾取消袁野大小冶尧野音频设置冶和野选项冶这三个选项卡
中的设置不需改动袁 重点是在 野视频设置冶 选项卡
中要要要尤其是野编码模式冶袁其中的野质量冶一般可设置
为 80%左右 渊值越低文件就越小袁 但视频质量就越
差冤袁 一般就能保证最终导出生成的微课视频作品质
量渊如图 5冤曰继续点击野下一步冶按钮袁可以设置作者的

版权信息和水印添加等袁一般不需改动曰再点击野下一
步冶按钮袁进行输出文件的存放位置和名称的设置袁然
后点击野完成冶按钮即可弹出野渲染项目冶窗口袁Camta鄄
sia 开始了微课作品的最终视频渲染生成过程袁最后就
会在相关文件夹中找到自己的微课作品袁 可使用 QQ
影音之类的软件来播放袁如果发现有问题可再次进入
到 Camtasia 工程文件中进行二次修改和导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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