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贺卡
Flash 贺卡是 Internet 上人们增进交流的一种工具，是传递信息和交流情感的一种方
式。Flash 贺卡的种类繁多，有邀请卡、祝福卡、生日卡、圣诞卡或新年贺卡等。
本章主要介绍 Flash 贺卡中图形与动画的制作方法，并介绍为贺卡添加背景音乐的
方法。

课堂学习实例
●

元宵节贺卡

●

春节贺卡

●

生日贺卡

●

儿童节贺卡

Flash CS5 高级教程（第 2 版）

1.1

元宵节贺卡

【知识要点】使用“钢笔”工具绘制图形，使用“添加传统运动引导层”命令创建引导层，使
用“创建传统补间”命令制作动作补间动画，使用“水平翻转”命令翻转图形。

1.1.1 导入图片并绘制图形
（1）选择“文件 > 新建”命令，弹出“新建文档”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进入新建
文档舞台窗口。按 Ctrl+F3 组合键，弹出文档“属性”面板，单击“大小”选项后面的“编辑”
按钮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将舞台窗口的宽度设为 248，高度设为 500，将“背景颜色”设

为灰色（#999999）
，单击“确定”按钮。
（2）在文档“属性”面板中单击“发布”选项组中“配置文件”右侧的“编辑”按钮，在弹
出的“发布设置”对话框中将“播放器”选项设为“Flash Player 8”
；将“脚本”选项设为“ActionScript
2.0”，如图 1-1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

提示

在“属性”面板中将“播放器”选项设置为“Flash Player 8”，将“脚本”选项设为

“ActionScript 2”，在“动作”面板的左上方将脚本语言版本设置为“ActionScript 1.0&2.0”，即
可在脚本窗口中输入脚本语言。
（3）选择“文件 > 导入 > 导入到库”命令，在弹出的“导入到库”对话框中选择“Ch01 >
素材 > 1.1 元宵节贺卡 > 01”文件，单击“打开”按钮，文件被导入到“库”面板中，如图 1-2
所示。
（4）在“库”面板下方单击“新建元件”按钮

，弹出“创建新元件”对话框，在“名称”

选项的文本框中输入“图形 1”
，在“类型”选项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图形”选项；单击“确定”
按钮，新建图形元件“图形 1”
，如图 1-3 所示，舞台窗口也随之转换为图形元件的舞台窗口。

图 1-1

技巧

图 1-3

创建新元件，还可选择“插入 > 新建元件”命令，或按 Ctrl+F8 组合键，或单击“库”

面板右上方的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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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新建元件”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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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选择“钢笔”工具
择“颜料桶”工具

，在舞台窗口中绘制出一个不规则的闭合路径，如图 1-4 所示。选

，在工具箱中将“填充颜色”设为黄色（#FFFF00），在边线内部单击鼠标填

充颜色，并选择“选择”工具
择”工具

电子贺卡

，双击图形的边线，将其选中，按 Delete 键，将其删除。选择“选

，选中图形，按 Ctrl+F3 组合键，调出形状“属性”面板，分别将“宽”和“高”选

项设为 15 和 16，舞台窗口中的效果如图 1-5 所示。

图 1-4

图 1-5

（6）使用相同的方法分别制作图形元件“图形 1”和“图形 2”，并设置图形元件“图形 1”
的“宽”和“高”选项分别为 30 和 15，图形效果如图 1-6 所示；设置图形元件“图形 2”的“宽”
和“高”选项分别为 30 和 22，图形效果如图 1-7 所示。

图 1-6

图 1-7

1.1.2 制作引导层动画
（1）在“库”面板下方单击“新建元件”按钮

，弹出“创建新元件”对话框，在“名称”

选项的文本框中输入“图形 1 动”
，在“类型”选项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影片剪辑”选项，单击“确
定”按钮，新建影片剪辑元件“图形 1 动”，如图 1-8 所示；舞台窗口也随之转换为影片剪辑元件
的舞台窗口。
（2）在“时间轴”面板中，用鼠标右键单击“图层 1”图层，在弹出的下拉列表中选择“添
加传统运动引导层”命令，为“图层 1”添加运动引导层，如图 1-9 所示。

图 1-8

图 1-9

3

Flash CS5 高级教程（第 2 版）

（3）选中引导层的第 1 帧，选择“铅笔”工具

，在工具箱中将“填充颜色”设为无，并选

中工具箱下方“铅笔模式”选项组中的“平滑”选项

，在舞台窗口中绘制一条曲线，如图 1-10

所示。选中引导层的第 45 帧，按 F5 键，在该帧上插入普通帧。
（4）选择“选择”工具

，选中“图层 1”的第 1 帧，将“库”面板中的图形元件“图

形 1”拖曳到舞台窗口中曲线的上方端点，如图 1-11 所示。选中“图层 1”的第 45 帧，按 F6
键，在该帧上插入关键帧。在舞台窗口中选中“图形 1”实例，将其拖曳到曲线的下方端点，
如图 1-12 所示。

图 1-10

图 1-11

图 1-12

（5）用鼠标右键单击“图层 1”的第 1 帧，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创建传统补间”命令，生
成动作补间动画，如图 1-13 所示。选择帧“属性”面板，选中“补间”选项组下的“旋转”选项
下拉列表中的“逆时针”选项，如图 1-14 所示。

图 1-13

（6）单击“库”面板中的“新建元件”按钮

图 1-14

，新建影片剪辑元件“图形 2 动”。在“时间

轴”面板中，用鼠标右键单击“图层 1”图层，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添加传统运动引导层”命
令，为“图层 1”添加运动引导层。选中引导层的第 1 帧，选择“铅笔”工具

，在舞台窗口中

绘制一条曲线，如图 1-15 所示。选中引导层的第 45 帧，在该帧上插入普通帧。
（7）选择“选择”工具

，选中“图层 1”的第 1 帧，将“库”面板中的图形元件“图形 2”

拖曳到舞台窗口中曲线的上方端点，如图 1-16 所示。选中“图层 1”的第 45 帧，在该帧上插入
关键帧。在舞台窗口中选中“图形 2”实例，将其拖曳到曲线的下方端点，如图 1-17 所示。
（8）用鼠标右键单击“图层 1”的第 1 帧，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创建传统补间”命令，生
成动作补间动画，如图 1-18 所示。选择帧“属性”面板，选中“补间”选项组下的“旋转”选项
下拉列表中的“逆时针”选项，如图 1-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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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图 1-16

图 1-17

图 1-18

（9）单击“库”面板中的“新建元件”按钮

电子贺卡

图 1-19

，新建影片剪辑元件“图形 3 动”。在“时间

轴”面板中用鼠标右键单击“图层 1”图层，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添加传统运动引导层”命令，
为“图层 1”添加运动引导层。选中引导层的第 1 帧，选择“铅笔”工具

，在舞台窗口中绘制

一条曲线，效果如图 1-20 所示。选中引导层的第 45 帧，在该帧上插入普通帧。
（10）选择“选择”工具

，选中“图层 1”的第 1 帧，将“库”面板中的图形元件“图形 3”

拖曳到舞台窗口中曲线的上方端点，如图 1-21 所示。选中“图层 1”的第 45 帧，在该帧上插入
关键帧。在舞台窗口中选中“图形 3”实例，将其拖曳到曲线的下方端点，如图 1-22 所示。
（11）用鼠标右键单击“图层 1”的第 1 帧，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创建传统补间”命令，生
成动作补间动画，如图 1-23 所示。选择帧“属性”面板，选中“补间”选项组下“旋转”选项下
拉列表中的“逆时针”选项，如图 1-24 所示。

图 1-20

图 1-21

图 1-22

图 1-23

（12）单击“库”面板中的“新建元件”按钮

图 1-24

，新建影片

剪辑元件“一起动”。分别将“库”面板中的影片剪辑元件“图形
、“图形 2 动”和“图形 3 动”向舞台窗口中拖曳多次，并
1 动”
使用“任意变形”工具

将它们分别调整到合适的大小，效果如

图 1-25 所示。选中“图层 1”的第 30 帧，按 F5 键，在该帧上插
入普通帧。
图 1-25

1.1.3 制作动画效果
（1）单击舞台窗口左上方的“场景 1”图标

，进入“场景 1”的舞台窗口。将“图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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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命名为“背景图”。将“库”面板中的位图“01.jpg”拖曳到舞台窗口的中心位置，并将其调
整到合适的大小，效果如图 1-26 所示。
（2）在“时间轴”面板中创建新图层并将其命名为“图形”
。将“库”面板中的影片剪辑元件
“一起动”拖曳到舞台窗口中，如图 1-27 所示。按住 Alt 键的同时将其向右拖曳到适当的位置，
复制图形，选择“修改 > 变形 > 水平翻转”命令，将图形水平翻转，效果如图 1-28 所示。

图 1-26

图 1-27

图 1-28

（3）用相同的方法按需要将“库”面板中影片剪辑元件“一起动”多次拖曳到舞台窗口中适
当的位置，效果如图 1-29 所示；元宵节贺卡制作完成，按 Ctrl+Enter 组合键即可查看效果，如图
1-30 所示。

图 1-29

1.2

图 1-30

春节贺卡

【知识要点】使用“导入到库”命令将素材导入，使用“创建图形元件”命令和“文本”工具
制作对联图形元件，使用“图形”属性面板改变图形的大小，使用“传统补间”命令和“帧”属
性面板制作财神动画和对联动画，使用“动作”面板设置脚本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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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导入图片
（1）选中计算机中的任意文件夹，然后选择“工具 > 文件夹选项”命令，如图 1-31 所示；
在弹出的“文件夹选项”对话框中单击“查看”选项卡，进入相应的对话框；在“高级设置”选
项框中勾选“隐藏已知文件类型的扩展名”复选项，如图 1-32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将计算
机中所有文件的扩展名隐藏。此方法是为了避免导入后缀为.png 的素材图片时素材名称冲突而引
起问题。

图 1-31

图 1-32

（2）选择“文件 > 新建”命令，弹出“新建文档”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进入新建
文档舞台窗口。按 Ctrl+F3 组合键，弹出文档“属性”面板，单击“大小”选项后面的“编辑”
按钮

，弹出“文档设置”对话框，将“背景颜色”设为灰色（#999999），其他选项的设置

如图 1-33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舞台效果如图 1-34 所示。

图 1-33

图 1-34

（3）在“属性”面板中单击“发布”选项组中“配置文件”右侧的“编辑”按钮，在弹出的
“发布设置”对话框中将“播放器”选项设为“Flash Player 8”
，将“脚本”选项设为“ActionScript
2.0”，如图 1-35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
（4）选择“文件 > 导入 > 导入到库”命令，在弹出的“导入到库”对话框中选择“Ch01 > 素
材 > 1.2 春节贺卡 > 01、02、03、04、05、06、07”文件，单击“打开”按钮，这些文件都被导
入到“库”面板中，如图 1-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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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5

图 1-36

1.2.2 制作图形元件
（1）单击“库”面板中的“新建元件”按钮

，创建图形元件“上联”。将“库”面板中的

位图“03.png”拖曳到舞台窗口中，在“属性”面板中设置位图的高为 200，如图 1-37 所示；舞
台窗口中的位图效果如图 1-38 所示。

图 1-37

（2）选择“文本”工具

图 1-38

，选择文本工具“属性”面板，在“改变文本方向”选项的下拉列

表中选择“垂直”选项，将文字修改为垂直方向，其他选项的设置如图 1-39 所示；在舞台窗口中
输入需要的黄色（#FFFF00）文字，效果如图 1-40 所示。用相同的方法制作图形元件“下联”
，
效果如图 1-41 所示。

图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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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0

图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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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击“库”面板中的“新建元件”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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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图形元件“恭”。将“库”面板中的位

图“04.png”拖曳到舞台窗口中，在“属性”面板中设置位图的“宽”选项为 247，如图 1-42 所
示；舞台窗口中的位图效果如图 1-43 所示。

图 1-42

（4）选择“文本”工具

图 1-43

，选择文本工具“属性”面板，在“改变文本方向”选项的下拉列

表中选择“水平”选项，将文字修改为水平方向，其他选项的设置如图 1-44 所示，在舞台窗口中
输入需要的黄色（#FFFF00）文字，效果如图 1-45 所示。用相同的方法制作其他图形元件“贺”
、
“新”和“春”
，“库”面板中的显示如图 1-46 所示。

图 1-44

图 1-45

图 1-46

1.2.3 制作财神拜年效果
（1）在“库”面板下方单击“新建元件”按钮

，弹出“创建新元件”对话框，在“名称”

选项的文本框中输入“财神动”
，在“类型”选项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影片剪辑”选项，单击“确
定”按钮，新建影片剪辑元件“财神动”
，如图 1-47 所示，舞台窗口也随之转换为影片剪辑元件
的舞台窗口。
（2）分别将“库”面板中的图形元件“元件 5”和“元件 6”拖曳到舞台窗口中，如图 1-48
所示。选中“图层 1”的第 15 帧，按 F5 键，在该帧上插入普通帧。选中“图层 1”的第 10 帧，
按 F6 键，在该帧上插入关键帧，如图 1-49 所示。
（3）选择“任意变形”工具

，在舞台窗口中选中“元件 6”实例，按住 Alt 键的同时选中

控制框下方中间的控制点向下拖曳到适当的位置，调整实例的形状，效果如图 1-5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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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7

图 1-48

图 1-49

图 1-50

1.2.4 制作动画效果
（1）单击舞台窗口左上方的“场景 1”图标

，进入“场景 1”的舞台窗口。将“图层 1”

重新命名为“背景图”。将“库”面板中的位图“01.jpg”拖曳到舞台窗口中，并将其调整到合适
的大小，效果如图 1-51 所示。选中“背景图”图层的第 61 帧，按 F5 键，在该帧上插入普通帧。
（2）单击“时间轴”面板下方的“新建图层”按钮

，创建新图层并将其命名为“灯笼”。

将“库”面板中的位图“02.png”拖曳到舞台窗口的右侧外面，选择“任意变形”工具

，调整

图像的大小，效果如图 1-52 所示。按住 Alt+Shift 键的同时将其水平向右拖曳到舞台窗口中的适
当位置，复制图形，效果如图 1-53 所示。

图 1-51

图 1-52

图 1-53

（3）在“时间轴”面板中创建新图层并将其命名为“上联”
。将“库”面板中的图形元件“上
联”拖曳到舞台窗口的上方外部，如图 1-54 所示。选中“上联”图层的第 20 帧，按 F6 键，在该
帧上插入关键帧。在舞台窗口中选中“上联”实例，按住 Shift 键的同时将其水平向下拖曳到舞台
窗口中的适当位置，效果如图 1-55 所示。

图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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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时间轴”面板中，用鼠标右键单击“上联”图层
的第 1 帧，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创建传统补间”命令，生成
动作补间动画，如图 1-56 所示。
（5）在“时间轴”面板中创建新图层并将其命名为“下联”
。
将“库”面板中的图形元件“下联”拖曳到舞台窗口的下方外
图 1-56

部，如图 1-57 所示。选中“下联”图层的第 20 帧，按 F6 键，

在该帧上插入关键帧。在舞台窗口中选中“下联”实例，按住 Shift 键的同时将其水平向上拖曳到
舞台窗口中的适当位置，效果如图 1-58 所示。
（6）在“时间轴”面板中，用鼠标右键单击“下联”图层的第 1 帧，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创
建传统补间”命令，生成动作补间动画，如图 1-59 所示。

图 1-57

图 1-58

图 1-59

（7）在“时间轴”面板中创建新图层并将其命名为“财神爷”。用鼠标右键单击“财神爷”图
层的第 21 帧，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插入空白关键帧”命令，在该帧上插入空白关键帧，如图
1-60 所示。将“库”面板中的影片剪辑元件“财神动”拖曳到舞台窗口的右侧外部，选择“任意
变形”工具

，调整图像的大小，效果如图 1-61 所示。

图 1-60

图 1-61

（8）选中“财神爷”图层的第 40 帧，按 F6 键，在该帧上插入关键帧。在舞台窗口中选中“财
神动”实例，按住 Shift 键的同时将其水平向左拖曳到舞台窗口的中间，如图 1-62 所示。用鼠标
右键单击“财神爷”图层的第 21 帧，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创建传统补间”命令，生成动作补间
动画，如图 1-63 所示。选择帧“属性”面板，选中“补间”选项组下的“旋转”选项下拉列表中
的“顺时针”选项，如图 1-6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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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

图 1-63

图 1-64

（9）在“时间轴”面板中创建新图层并将其命名为“恭”。用鼠标右键单击“恭”图层的第
41 帧，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插入空白关键帧”命令，在该帧上插入空白关键帧。将“库”面板
中的图形元件“恭”拖曳到舞台窗口的上方外部，选择“任意变形”工具

，调整元件实例的大

小，效果如图 1-65 所示。选中“恭”图层的第 45 帧，按 F6 键，在该帧上插入关键帧。在舞台窗
口中选中“恭”实例，按住 Shift 键的同时将其水平向下拖曳到舞台窗口中的适当位置，如图 1-66
所示。

图 1-65

图 1-66

（10）用鼠标右键单击“恭”图层的第 41 帧，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创建传统补间”命令，
生成动作补间动画，如图 1-67 所示。选择帧“属性”面板，选中“补间”选项组下的“旋转”选
项下拉列表中的“顺时针”选项，如图 1-68 所示。

图 1-67

图 1-68

（11）使用步骤（9）和步骤（10）的方法制作图形元件“贺”、
“新”和“春”的动作补间动
画，
“时间轴”面板的显示效果如图 1-69 所示，舞台窗口中的效果如图 1-7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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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0

（12）在“时间轴”面板中创建新图层并将其命名为“声音”
。将“库”面板中的声音文件“07.wav”
拖曳到舞台窗口中，如图 1-71 所示；“时间轴”面板的显示效果如图 1-72 所示。

图 1-71

图 1-72

（13）在“时间轴”面板中创建新图层并将其命名为“动作脚本”。选中“动作脚本”图层的
第 61 帧，在该帧上插入关键帧，选择“窗口 > 动作”命令，弹出“动作”面板，在面板的左上
方将脚本语言版本设置为“ActionScript 1.0&2.0”，单击“将新项目添加到脚本中”按钮

，在弹

出的菜单中选择“全局函数 > 时间轴控制 > stop”命令，如图 1-73 所示。在脚本窗口中显示出
选择的脚本语言，如图 1-74 所示。

图 1-73

提示

图 1-74

在“动作”面板中输入的脚本语言“stop”表示停止当前正在播放的动画，并使播放头

停留在当前帧。
（14）设置完成动作脚本后，关闭“动作”面板。在“动作脚本”图层的第 61 帧上显示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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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a”，如图 1-75 所示。春节贺卡制作完成，按 Ctrl+Enter 组合键即可查看效果，如图 1-76 所示。

图 1-75

1.3

图 1-76

生日贺卡

【知识要点】使用“钢笔”工具和“柔化填充边缘”命令制作烛光效果，使用“椭圆”工具和
“颜色”面板制作发光效果，使用“变形”面板制作图像缩放效果，使用“添加传统补间”命令制
作动作补间动画，使用帧属性面板为声音添加循环命令，使用“动作”面板添加脚本语言。

1.3.1 导入图像并制作元件
（1）选择“文件 > 新建”命令，弹出“新建文档”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进入新建
文档舞台窗口。按 Ctrl+F3 组合键，弹出文档“属性”面板，单击“大小”选项后面的“编辑”
按钮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将舞台窗口的宽度设为 600，高度设为 340，并将“帧频”选项

设为 12，单击“确定”按钮。
（2）在文档“属性”面板中，单击“发布”选项组中“配置文件”右侧的“编辑”按钮，在
弹出的“发布设置”对话框中将“播放器”选项设为“Flash Player 8”
，将“脚本”选项设为“ActionScript
2.0”，如图 1-77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
（3）选择“文件 > 导入 > 导入到库”命令，在弹出的“导入到库”对话框中选择“Ch01 >
素材 > 1.3 生日贺卡 > 01、02、03、04、05、06、07、08”文件，单击“打开”按钮，这些文件
被导入到“库”面板中，如图 1-78 所示。

图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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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绘制烛光效果
（1）在“库”面板下方单击“新建元件”按钮

，弹出“创建新元件”对话框，在“名称”

选项的文本框中输入“烛光”，在“类型”选项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图形”选项，单击“确定”按
钮，新建图形元件“烛光”
，如图 1-79 所示，舞台窗口也随之转换为图形元件的舞台窗口。
（2）在“时间轴”面板中将“图层 1”重新命令为“光晕”
。选择“窗口 > 颜色”命令，弹
出“颜色”面板，选中“填充颜色”选项，在“颜色类型”选项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径向渐变”
选项，选中色带上左侧的色块，将其设为黄色（# FFE680），选中色带上右侧的色块，将其设为橘
黄色（# FEBB30）
，并将“Alpha”选项设为 0，如图 1-80 所示。
（3）选择“椭圆”工具

，在工具箱中将“笔触颜色”设为无，按住 Shift+Alt 组合键的同

时用鼠标在舞台窗口中绘制一个图形，效果如图 1-81 所示。

图 1-79

图 1-80

图 1-81

（4）单击“时间轴”面板下方的“新建图层”按钮
选择“钢笔”工具
工具

，创建新图层并将其命名为“烛芯 1”
。

，在舞台窗口中绘制一条闭合的轮廓线，如图 1-82 所示。选择“颜料桶”

，在工具箱中将“填充颜色”设为橘红色（#FF502B），并将“Alpha”选项设为 88，在轮

廓线内部单击鼠标进行填充，选择“选择”工具

，在轮廓线上双击，将轮廓线选中并删除，效

果如图 1-83 所示。
（5）选择“选择”工具

，选中图形，选择“修改 > 形状 > 柔化填充边缘”命令，弹

出“柔化填充边缘”对话框，选项的设置方法如图 1-84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效果如图
1-85 所示。

图 1-82

图 1-83

图 1-84

图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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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时间轴”面板中创建新图层并其命名为“烛芯 2”。选择“钢笔”工具
窗口中再绘制一条闭合的轮廓线。选择“颜料桶”工具

，在舞台

，在工具箱中将“填充颜色”设为橘黄

色（#FEAE2C）
，并将“Alpha”选项设为 88，在轮廓线内部单击鼠标进行填充，选择“选择”工
具

，在轮廓线上双击，将轮廓线选中并删除，效果如图 1-86 所示。
（7）选择“选择”工具

，选中所绘制的图形，选择“修改 > 形状 > 柔化填充边缘”命

令，弹出“柔化填充边缘”对话框，选项的设置方法如图 1-87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效果如
图 1-88 所示。

图 1-86

（8）选择“选择”工具

图 1-87

图 1-88

，选取橘黄色图形，并将其拖曳至橘红色图形上的适当位置，如图

1-89 所示。用框选的方法将两个图形同时选取，并将其拖曳至光晕图形上的适当位置，效果如图
1-90 所示。

图 1-89

图 1-90

1.3.3 制作影片剪辑
（1）在“库”面板下方单击“新建元件”按钮

，弹出“创建新元件”对话框，在“名称”

选项的文本框中输入“蜡烛动”
，在“类型”选项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影片剪辑”选项，新建影片
剪辑元件“蜡烛动”，如图 1-91 所示，舞台窗口也随之转换为影片剪辑元件的舞台窗口。
（2）将“库”面板中的图形元件“元件 4”拖曳到舞台窗口中，并调整到合适的大小，效果
如图 1-92 所示。将“图层 1”重新命名为“蜡烛”
。选中“蜡烛”图层的第 16 帧，按 F5 键，在
该帧上插入普通帧。
（3）在“时间轴”面板中创建新图层并将其命名为“烛光”
。将“库”面板中的图形元件“烛
光”拖曳到舞台窗口中，选择“任意变形”工具
选择“选择”工具

，将其调整到合适的大小，效果如图 1-93 所示。

，分别选中“烛光”图层的第 5 帧、第 8 帧、第 9 帧、第 14 帧和第 16 帧，按

F6 键，在选中的帧上插入关键帧，如图 1-9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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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4

（4）在“时间轴”面板中选中“烛光”图层的第 5 帧。在舞台窗口中选中烛光实例，按 Ctrl+T
组合键，弹出“变形”面板，将其“缩放宽度”选项设为 180，按 Enter 键，如图 1-95 所示，舞
台窗口中的效果如图 1-96 所示。
（5）在“时间轴”面板中选中“烛光”图层的第 8 帧。在舞台窗口中选中烛光实例，在“变
形”面板中将其“缩放宽度”选项设为 200，按 Enter 键，如图 1-97 所示，舞台窗口中的效果如
图 1-98 所示。

图 1-95

图 1-96

图 1-97

图 1-98

（6）在“时间轴”面板中选中“烛光”图层的第 9 帧。在舞台窗口中选中“烛光”实例，在
“变形”面板中，将其“缩放宽度”选项设为 190，按 Enter 键，如图 1-99 所示，舞台窗口中的效
果如图 1-100 所示。
（7）在“时间轴”面板中选中“烛光”图层的第 14 帧。在舞台窗口中选中“烛光”实例，在
“变形”面板中，将其“缩放宽度”选项设为 170，按 Enter 键，如图 1-101 所示，舞台窗口中的
效果如图 1-102 所示。

图 1-99

图 1-100

图 1-101

图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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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时间轴”面板中，分别用鼠标右键单击“烛光”图层的第 1 帧、第 5 帧、第 9 帧、
第 14 帧和第 16 帧，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创建传统补间”命令，分别生成动作补间动画，如图
1-103 所示。单击“库”面板中的“新建元件”按钮

，新建影片剪辑元件“卡片动”，如图 1-104

所示。
（9）分别将“库”面板中的图形元件“元件 2”和影片剪辑元件“蜡烛动”拖曳到舞台窗口
中适当的位置，并调整到合适的大小，效果如图 1-105 所示。在“时间轴”面板中创建新图层“图
层 2”。将“库”面板中的图形元件“元件 3”拖曳到舞台窗口中适当的位置，并调整到合适的大
小，效果如图 1-106 所示。

图 1-103

图 1-104

图 1-105

图 1-106

1.3.4 进入场景制作贺卡
（1）单击舞台窗口左上方的“场景 1”图标

，进入“场景 1”的舞台窗口。将“图层 1”

重新命名为“底图”。将“库”面板中的位图“01.png”拖曳到舞台窗口中的顶部，如图 1-107 所
示。在“时间轴”面板中创建新图层并将其命名为“卡片动”。将“库”面板中的影片剪辑元件“卡
片动”拖曳到舞台窗口的左侧外部，并调整到合适的大小，效果如图 1-108 所示。

图 1-107

图 1-108

（2）选中“卡片动”图层的第 17 帧，按 F6 键，在该帧上插入关键帧。在舞台窗口中选中“卡
片动”实例，选择“任意变形”工具

，将其拖曳至适当的位置并旋转到合适的角度，效果如图

1-109 所示。用鼠标右键单击“卡片动”图层的第 1 帧，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创建传统补间”
命令，生成动作补间动画，如图 1-110 所示。在帧的“属性”面板中，选中“补间”选项组下“旋
转”选项下拉列表中的“顺时针”选项，如图 1-1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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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1

（3）在“时间轴”面板中创建新图层并将其命名为“卡通猪”。选中“卡通猪”图层的第 10
帧，按 F6 键，在该帧上插入关键帧。将“库”面板中的图形元件“元件 5”拖曳到舞台窗口的左
侧外部，并调整到合适的大小，效果如图 1-112 所示。
（4）选中“卡通猪”图层的第 25 帧，按 F6 键，在该帧上插入关键帧。在舞台窗口中选中“卡
通猪”实例，选择“任意变形”工具

，将其拖曳至适当的位置并调整到合适的大小，效果如图

1-113 所示。

图 1-112

图 1-113

（5）用鼠标右键单击“卡通猪”图层的第 10 帧，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创建传统补间”命令，
生成动作补间动画，如图 1-114 所示。在帧“属性”面板中，选中“补间”选项组下的“旋转”
选项下拉列表中的“顺时针”选项，如图 1-115 所示。

图 1-114

图 1-115

（6）在“时间轴”面板中创建新图层并将其命名为“蝴蝶结”
。将“库”面板中的位图“06.png”
拖曳到舞台窗口中适当的位置，并调整到合适的大小，效果如图 1-116 所示。
（7）在“时间轴”面板中创建新图层并将其命名为“文字”
。选中“文字”图层的第 26 帧，
按 F6 键，在该帧上插入关键帧。选择“文本”工具

，在文本工具“属性”面板中进行设置，

在舞台窗口中输入字体为“方正胖娃简体”，大小为 45 的梅红色（#D41C83）英文“HAPPY birthday
to you!”。使用“文本”工具

选取“birthday to you!”，在文本“属性”面板中进行设置，将“颜

色”选项设为深紫色（#330099）
，其他选项的设置方法如图 1-117 所示，效果如图 1-1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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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6

图 1-117

图 1-118

（8）保持文字的选取状态，按两次 Ctrl+B 组合键，将文字打散，效果如图 1-119 所示。在“时
间轴”面板中分别选中需要的帧，按 F6 键，插入关键帧，如图 1-120 所示。

图 1-119

图 1-120

（9）选中“文字”图层的第 26 帧，在舞台窗口中选中不需要的文字，按 Delete 键，将其删
除，效果如图 1-121 所示。选中“文字”图层的第 27 帧，在舞台窗口中选中不需要的文字，按
Delete 键，将其删除，效果如图 1-122 所示。

图 1-121

图 1-122

（10）使用相同的方法制作文字逐个出现的效果，如图 1-123 所示。单击“库”面板中的“新
建元件”按钮

，新建影片剪辑元件“蝴蝶动”
。将“库”面板中的图形元件“元件 7”拖曳到舞

台窗口中，如图 1-124 所示。

图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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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分别选中“图层 1”的第 1~5 帧，按 F6 键，插入关键帧，如图 1-125 所示。选择“任
意变形”工具

，将图形的中心点拖曳到底部，如图 1-126 所示。分别选中“图层 1”的第 2 帧

和第 4 帧，在舞台窗口中将“元件 7”实例垂直向上微移到适当的位置，效果如图 1-127 所示。
（12）单击舞台窗口左上方的“场景 1”图标

，进入“场景 1”的舞台窗口。选中“文

字”图层的第 44 帧，将“库”面板中的影片剪辑元件“蝴蝶动”拖曳到文字上方，并使用“任意
变形”工具

，将其旋转到合适的角度，效果如图 1-128 所示。

图 1-125

图 1-126

图 1-127

图 1-128

（13）在“时间轴”面板中创建新图层并将其命名为“声音”
。将“库”面板中的声音文件“08.wav”
拖曳到舞台窗口中，“时间轴”面板如图 1-129 所示。选中“声音”图层的第 1 帧，在帧“属性”
面板中，选中“同步”选项下的“声音循环”选项下拉列表中的“循环”选项，如图 1-130 所示。

图 1-129

图 1-130

（14）在“时间轴”面板中创建新图层并将其命名为“动作脚本”。选中“动作脚本”图层的
第 44 帧，按 F6 键，在该帧上插入关键帧。选择“窗口 > 动作”命令，弹出“动作”面板，在
面板的左上方将脚本语言版本设置为“ActionScript 1.0&2.0”
，单击“将新项目添加到脚本中”按
钮

，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全局函数 > 时间轴控制 > stop”命令，在脚本窗口中显示出选择

的脚本语言，如图 1-131 所示。生日贺卡制作完成，按 Ctrl+Enter 组合键即可查看效果，如图 1-132
所示。

图 1-131

图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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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制作完成动画作品后，选择“文件 > 发布”命令（组合键为 Shift+F12），可将动画文

件发布成 3 个文件：后缀为.html 的网页文件、后缀为.swf 的 Flash 影片文件、后缀为.js 的
Dreamweaver 文件。

1.4

儿童节贺卡

【知识要点】使用“椭圆”工具和“柔化填充边缘”命令制作云彩图形，使用“创建传统补间”
命令制作动画效果，使用关键帧制作装饰帽动画，使用“动作”面板设置脚本语言。

1.4.1 导入素材图片
（1）选择“文件 > 新建”命令，弹出“新建文档”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进入新建
文档舞台窗口。按 Ctrl+F3 组合键，弹出文档“属性”面板，单击“大小”选项后面的“编辑”
按钮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将舞台窗口的宽度设为 600，高度设为 383，将“背景颜色”选

项设为灰色（#999999）
，并将“帧频”选项设为 12，单击“确定”按钮。
（2）在文档“属性”面板中，单击“发布”选项组中“配置文件”右侧的“编辑”按钮，在
弹出的“发布设置”对话框中将“播放器”选项设为“Flash Player 8”
，将“脚本”选项设为“ActionScript
2.0”，如图 1-133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
（3）选择“文件 > 导入 > 导入到舞台”命令，在弹出的“导入”对话框中选择“Ch01 > 素
材 > 1.4 儿童节贺卡 > 01、02、03、04、05、06、07”文件，单击“打开”按钮，这些文件被导
入到“库”面板中，如图 1-134 所示。

图 1-133

图 1-134

1.4.2 制作云彩动画
（1）在“库”面板下方单击“新建元件”按钮

，弹出“创建新元件”对话框，在“名称”

选项的文本框中输入“云彩”，在“类型”选项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图形”选项，单击“确定”按
钮，新建图形元件“云彩”
，如图 1-135 所示，舞台窗口也随之转换为图形元件的舞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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