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说“病毒怪”非常狡猾，不仅会说各种语言，还能够通过变换造型来蒙蔽大家，

但是我们坚信，它是永远无法战胜正义的！

“病毒怪”在大森林出现了，我们的“白衣天使”也立刻现身。请参照图 5-1 和图 5-2

添加舞台背景，参照图 5-3 和图 5-4 添加角色“病毒怪”和“白衣天使”。

图5-1 舞台背景的效果

图5-2 添加舞台背景

第5章 “外观”模块
——“编程魔力王国”的魔法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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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角色的效果 图5-4 添加角色

如图 5-5 所示，“外观”模块是“编程魔力王国”的魔法外衣，可以让角色说话、 

思考、变换造型和场景，还能隐身呢！

图5-5 “外观”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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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轻松趣编程
——用Scratch创作自己的小游戏

1. 让角色发言与对话

【角色区】

选中“白衣天使”角色，如图 5-6 所示。

图5-6 选中“白衣天使”角色 

【脚本区】

从指令区“代码”选项卡的“外观”模块中拖曳 至脚本区，并修改“你好！”

为“病毒怪，你为何要入侵我们王国？”，修改“2”为“5”，即为 。

【效果】

单击 ，可看到勇敢的“白衣天使”主动向“病毒怪”训话了，如 

图 5-7 所示。

图5-7 训话程序效果

探索

（1）请在角色区切换至“病毒怪”角色，并使用 帮助“病毒怪”回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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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那么大，我想来看看！”，即为 。通过执行程序块，大家有什么新发现

呢？不难发现 只能停留“5 秒”便消失了，而 会始终显示，

这就是时间参数“5”秒的作用。

（2）通过增加“事件”模块进行程序的统一遥控。从指令区“代码”选项卡的“事

件”模块中拖曳 至脚本区。参照图 5-8 和图 5-9 给“病毒怪”和“白衣天使”分

别添加控制，再单击舞台区的 即可实现如图 5-10 所示的效果。

图5-8 给“病毒怪”添加控制 图5-9 给“白衣天使”添加控制

图5-10 程序效果展示

（3）请在 Scratch 工具中创作一段“白衣天使”和“病毒怪”的对话吧，在这里

可以使用多种国家的语言哦！

注意：这里的“说”并没有发出声音，而是以文字的形式从“外观”上添加了要

说的话，类似于看漫画书的效果；如果想真的发出声音，请学习“声音”模块。

2. 为角色添加思考效果

为了对付这个“病毒怪”，“白衣天使”还真要好好想想对策，让我们来“思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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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轻松趣编程
——用Scratch创作自己的小游戏

【角色区】

选中“白衣天使”角色，如图 5-6 所示。

【脚本区】

从指令区“代码”选项卡的“外观”模块中拖曳 至脚本区，并修改 
“嗯⋯⋯”为“嗯⋯⋯我要用哪一招对付它呢？”

【效果】

单击舞台区的 ，即可实现如图 5-11 所示的思考效果。

图5-11 程序执行效果

探索

请思考一下 和 的区别是什么？通过操作体验，不难发现，其实就

是思考时间长短的差异，前者有时间限制，而后者将一直处于思考中。

3. 让角色变换造型

“白衣天使”想出了对付“病毒怪”的方法，立刻“变换造型”，准备战斗了。

【指令区】

切换到如图 5-12 所示的“造型”选项卡，可添加新造型或复制当前造型。参照图 5-13

进行当前造型的复制。只需在当前造型上右击，然后选择“复制”，如图 5-14 所示“白

衣天使 - 造型 2”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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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 造型部分

图5-13 复制造型 图5-14 造型复制效果

“造型”选项卡可以协助管理角色的多种造型，让形态多种多样。通过   

可为原有造型绘制出黄色的光环，如图 5-15 所示；同时在指令区“代码”选项卡的“外观”

模块中可查看到 ，如图 5-16 所示。

【角色区】

选中“白衣天使”角色，如图 5-6 所示。

【脚本区】

从指令区“代码”选项卡的“外观”模块中拖曳 和 至脚本区，如图 5-17

所示。

【效果】

单击舞台区的 ，“白衣天使”角色先呈现“白衣天使 - 造型 1”，随后进行发言和思 

考，再切换为下一个造型“白衣天使 - 造型 2”，如图 5-17 所示。

Snbzw.indd   45 2022.4.27   10:03:13 AM



46

少年轻松趣编程
——用Scratch创作自己的小游戏

图5-15 绘制光环 图5-16 切换造型

图5-17 切换造型与下一个造型

探索

当造型太多时，为了更好地辨别当前造型，可以在指令区“代码”选项卡的“外观” 

模块中选中 ，舞台区中即可显示出当前造型的编号，如图 5-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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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8 显示造型编号

4. 变换背景

“病毒怪”被“白衣天使”的新造型吓到了，它想通过保护色来逃避“白衣天使”的

威力。

保 护 色

在生物学中，有些生物会把体表的颜色变得与周围环境相似，从而

避免被发现，在竞争中生存。这种与周围环境相似的颜色称为保护色。

很多动物有保护色，例如变色龙的变色能力。当然，颜色变化最多样化

的还属于海洋生物，此外还有不少陆地动物也进化出了与环境相似的皮

毛，例如北极熊。

【舞台区】

用鼠标选择舞台区，并切换至“背景”选项卡，如图 5-19 所示。

“背景”选项卡可以协助我们管理舞台的多种背景，使之丰富多彩。在此可以添加新

背景或者复制当前背景。参照图 5-20 添加新背景，狡猾的“病毒怪”选用了与自身颜色

很接近的背景，如图 5-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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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轻松趣编程
——用Scratch创作自己的小游戏

图5-19 背景部分

图5-20 添加新背景

图5-21 与自身颜色接近的背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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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区】

从指令区“代码”选项卡的“外观”模块中拖曳 至脚本区，并单击 修

改为 ，即为 。

【效果】 

单击舞台区的 ，舞台区背景会进行更换，如图 5-22 所示。

图5-22 舞台背景更换效果

探索

（1）当背景太多时，为了更好辨别当前背景，可在指令区“代码”选项卡的“外

观”模块中选中 ，舞台区中即可显示出当前背景的编号，如图 5-23 所示。

（2）下面，可以通过 进行下一个背景效果的切换，将指令区“代码”选项卡 

“控制”模块中的多个 与指令区“代码”选项卡“外观”模块中的多个 进

行拼接，如图 5-24 所示，体验背景的反复动态变换吧！

（3）下面，请比较 和 的差异，一定要认真体会二者的差别！

（4）细致认真是不可或缺的品质，请大家认真对比一下图 5-25 和图 5-26 中舞台

区的“外观”模块与角色的“外观”模块的差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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