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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抖动会导致不能接受的模糊 抖动消除功能可消除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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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动消除
消除模糊！

使用 Photoshop Elements 14 中新增的“自动抖动消除”功能（“专家”模式 >“增强”菜单 >“自动抖动消除”）确保模
糊的照片看起来无抖动。修复自拍（您在移动中拍摄的照片）以及更多拍照，并确保照片的每个元素都清晰对
焦。

需要在照片上进行附加防抖改进？手动操作（“专家”模式 >“增强”菜单 >“抖动消除”）！在照片上选择更多区域进
行校正，并调整灵敏度滑块以得到效果最好的照片。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抖动消除部分。

薄雾去除

2

http://idiom-q-win-1/cn/photoshop-elements/using/sharpening.html#shakereduction


拉贾斯坦邦迪格宫 (Deeg Palace) 一个雾气笼罩的冬日
清晨。

雾气、烟雾、烟或薄雾 - 使用“薄雾去除”功能将其切
穿。

转到页首

风景照片中的背景更加清晰！

使用 Photoshop Elements 14 中的“薄雾去除”功能切穿照片中的薄雾和雾气。拍摄风景照片时不用担心薄雾（即
使在天气晴朗的日子），只需选择照片并使用“自动薄雾去除”功能（“专家”模式 >“增强”菜单 >“自动薄雾去除”）
即可。

对于其他增强功能（包括对薄雾的不同敏感程度），请手动尝试（“专家”模式 >“增强”菜单 >“薄雾去除”）。

有关该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自动去除薄雾主题。

自动智能外观
五条创新建议让您的照片看起来更酷！

让 Photoshop Elements 分析您的照片，并自动建议五种可应用的精彩新效果。Photoshop Elements 会检查颜
色和光照，然后推荐五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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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照片 自动1 自动2

自动3 自动4 自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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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该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效果主题。

拉直工具

在快速模式中，通过沿水平或垂直边缘绘制一条线来拉直任何照片。通过 Photoshop Elements 14 中的“拉直”工
具 (P)，可以快速沿右轴对齐照片。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拉直图像主题。

调整选区画笔

需要进行超细选择？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现有工具可帮助进行精细选择，但某些情况下需要进行更精准的
选择。例如，您可能尝试选择肖像中的细发或风景场景中的草地。

增强的“调整选区画笔”工具现在包含附加控件，支持您进行超细选择。通过可改变画笔灵敏度的选项，您可以进
行极其详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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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狮子鬃毛以便在纯白表面上显示，这是一项艰巨的
任务。

增强的“调整选区画笔”可帮助标记最细微之处以进行提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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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如何进行极其精细选择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编辑和优化选区主题。

导向编辑
以可视方式为您重新构想！

使用新界面，选择要使用的“导向编辑”现在变得更加简单。在导向模式中，您现在可以选择要应用到照片的变换
类型：“基本编辑”、“颜色编辑”、“黑白编辑”、“趣味编辑”、“特殊编辑”或“Photomerge 编辑”。选择编辑类型中的
一种，并查看该类别中的所有“导向编辑”的图形列表。

新的导向界面显示“趣味编辑”类别下的可用“导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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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抖动会导致不能接受的模糊 抖动消除功能可消除模糊！

现在，导向模式的每种类别在单独一页上提供：

基本编辑

颜色编辑

特殊编辑

趣味编辑

Photomerge 编辑

速度效果
样式放大或缩小！

您的照片能捕捉到某个动作序列的一个瞬间吗？现在，使用“速度效果导向编辑”为照片添加动感效果。通过分步
工作流程，指定图像中必须描绘速度或运动错觉的区域，然后观察静态照片如何开始呈现动态效果。

有关“速度效果导向编辑”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导向模式 - 趣味编辑”主题。.

调整大小
通过快速简单的步骤更改照片大小。

通过快速简单的步骤获取确切大小的图像。Photoshop Elements 14 简化了创建具有相应打印尺寸（英寸、厘
米）、Web 尺寸（像素）或存储要求（千字节）的照片的任务。在分步“导向编辑”中，调整照片大小以满足特定
要求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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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选择您要使用照片的位置 - 是发布到网上，还是打印出来。

有关“调整大小导向编辑”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导向模式 - 基本编辑”主题。.

全景图
现在位于分步工作流程中。只有一步之遥！

将多张照片拼接到一起以创建全景图的流程现在得到简化 - 引入新的“Photomerge 全景图导向编辑”。创建全景
图现在只需您在分步工作流程中执行一系列操作即可，最终将得到可随时分享或打印的全景图。

有关“全景图导向编辑”的详细信息，请参阅“Photomerge 全景图导向编辑”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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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使用编辑结果
“导向编辑”到此结束？接下来要做什么？

“导向编辑”结束后，您的图稿随时可供使用。在 Photoshop Elements 14 中，您可以通过附加的最后一步，选择
接下来想要如何处理作品。可以保存文件，可以继续在不同的模式中编辑，也可以在网上共享。

某些“导向编辑”可为您提供附加选项以打印您的作品。

选择您想要如何处理通过“导向编辑”处理后的照片。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共享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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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s Organizer 14 的新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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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

强大而更轻松的人物识别

增强的、更直观的“地点”功能
更灵活地管理事件信息 
新的初始和导入体验

其他增强功能

Elements Organizer 14 中的大量新增强功能将强大的功能与直观界面相结合，从而将您的媒体管理和编辑体验
提升到新的层次。

Elements Organizer 现在将相似人脸组合在一起，使您更容易在照片中标记人物，并基于其中的人整理并查看您
的照片。

Elements Organizer 14 分析日期和时间信息，以便按事件安排并查看您的美好时光。 因此，根据生日聚会、母
亲节、父亲节或家庭度假等事件标记并查找您的媒体文件，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轻松。

“地点”视图已进行改进，可让您按位置和时间更快速地浏览您的媒体文件。通过新增的“添加图钉”选项卡，可在
标记的位置查看地图上的媒体文件。

此外，新的初始体验和用于导入文件的新直观、可视界面，可让您更轻松地开始使用 Elements Organizer。 

简言之，Elements Organizer 14 可帮助您更轻松地执行更多操作。

强大而更轻松的人物识别

现在，在您的照片中标记人物更加简便快捷。您无需再在“媒体”视图中逐一选择人脸，并对其进行标记。

Elements Organizer 现在可在导入过程中自动为您分组相似人脸。 完成导入后，尚未命名的所有人的脸都显示
在人物视图的新增未命名选项卡中。对于整批照片，只需单击一次就可标出朋友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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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室的“已命名”选项卡显示您已命名的所有人的简档。 在“已命名”选项卡中，也可重命名标记、确认标记名
称以及查看所有照片和在其中为每个人显示的人脸。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标记照片中的人脸并整理人物堆栈。
 

增强的、更直观的“地点”功能

包含 GPS 信息的所有媒体文件现在都在地点视图的添加图钉选项卡中自动标记并显示。 因此，如果您的相机支
持 GPS 跟踪，则您的媒体文件将在导入后立即自动显示在添加图钉选项卡中。

如果媒体文件不包含 GPS 数据，则将显示在撤消图钉选项卡中，您可以在此添加该文件的位置信息。 添加此信
息后，文件显示在添加图钉选项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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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添加图钉选项卡中，可单击任何文件以查看其详细信息。

标记媒体文件后，可调整位置。也可用自定义名称更换位置标记，以便更好地识别位置或个性化位置标记（例
如，将位置名称更改为 “我的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查看和管理地点数据。

更灵活地管理事件信息 

现在通过事件视图，可更详细地查看如何对媒体文件标记事件，并使您更轻松地标记事件。

事件视图包括两个选项卡：已命名和建议的。
 

媒体文件按日期和时间进行整理。通过移动滑块，可增加或减少选项卡中显示的轨道数。

建议的选项卡类似于之前版本中的“智能事件”视图，但其为您提供更精细地控制和更好的媒体文件视图。

已命名选项卡显示按事件整理的文件，为您提供一种查看按事件整理的美好生活的简单方式。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添加和管理事件数据。

新的初始和导入体验

Elements Organizer 14 的新增“批量导入”功能提供一个可视、直观的界面，使您能够轻松地一次导入大量媒体
文件。

首次打开 Elements Organizer 14 或创建新目录时，将自动启动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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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增强功能

Elements Organizer 14 包括更多增强功能，如性能改进、欧洲日期格式支持、在 Organizer 中创建视频故事的
功能以及各种错误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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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p Elements 13 的新增功能

Photomerge 合成
自动裁剪建议

eLive 视图
Facebook 封面照片创建
新导向编辑

编辑选区

视网膜显示支持

内容识别填充

画笔工具：边缘选项

Adobe Camera Raw 8.6
快速编辑效果

“专家”模式中的新效果
增强功能：

剪贴簿预设可用性

图层样式

类型工具： 细微滑块
最近打开的文件

转到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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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merge 合成

提取一张照片的元素并将其置于另一张照片中以创建全新的场景。在某人缺席的情况下来一张集体照？从另一张
照片中获取缺席者的照片，然后插入集体照。查看 Photomerge 合成功能如何自动调整颜色和光照以创建看上去
逼真、可信的场景。创建一流的混搭组合照片！

<b>（左图和中图）)</b>单独的图像，两个孩子在旋转木马上玩耍<br/><b>（右）</b>单张图像，其中一个孩
子在旋转木马上追逐另一个孩子。

有关 Photomerge 合成功能使您可以从一个图像提取对象并添加到另一个图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主
题Photomerge 合成（提取对象）。

自动裁剪建议

裁剪照片很简单。但有时您不太肯定，因此 Photoshop Elements 13 现在为您提供四个裁剪选项。有四个选项
供您选择，迅速获得出色的合成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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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裁剪”工具，Photoshop Elements 会自动建议四种合成

有关此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主题自动裁剪建议。

eLive

元素实时视图 (eLive) 概念以便于查看的方式向用户呈现内容和资源，集成在 Photoshop Elements Editor 和
Organizer 右侧。新的 eLive 视图可以显示文章、视频、教程等，按“学习”、“灵感”和“新闻”等频道分类。作为用
户，您现在可以从应用程序本身访问各种教程和文章。

Facebook 封面照片

发布让您与众不同的 Facebook 封面照片。使用 Photoshop Elements 13 中的 Facebook 封面功能创建有趣的
照片，将您的 Facebook 个人资料和蜂蜜照片融为一体。

有关 Facebook 封面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主题创建 Facebook 封面照片。

新导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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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试复古风，让世界变幻成黑白色调。或者保持一个吸引注意力的主导颜色，将照片其余部分变成黑白图
像。Photoshop Elements 13 中新的导向编辑功能帮助您停过尽可能少的点击和调整，将平凡的照片转变成艺术
作品。

 

有选择地降低其他所有颜色的饱和度，使蓝色突出显示

有关 Photoshop Elements 13 中新的导向编辑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主题新的导向编辑功能。

编辑和优化选区

选择可能很棘手 - 尤其是做出极精细的选择时。在 Photoshop Elements 13 中，如果进行了不正确的选择，您无
需从头开始，可以对当前选定内容的边界进行微调。轻推选区边界，获得完美图像！

有关此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主题编辑和优化选区。

HiDPI 显示支持

Photoshop Elements 13 现在具有对高分辨率 Mac 显示设备（Retina 显示器）的本机支持。 用最佳的清晰分辨
率处理您的照片，用户界面中将显示清晰的图标、缩略图和文本。

内容识别填充

有时您的照片中会拍摄到不需要或不必要的对象。现在您可以删除这些元素，Photohshop elements 13 可根据
照片上的周围部分智能填充选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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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左图）</b>手的图像。照片中可以看见一只手的一部分，分散了注意力。<br/><b>（右图）</b>照片中分
散注意力的部分已删除，该区域被智能填充。

有关如何智能填充照片选定部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主题内容识别填充。

调整边缘

调整选区边缘的选项通过“工具选项”栏访问更加方便。

 

“工具选项”栏中的“调整边缘”按钮

在专家模式中，当您选择选区画笔工具 (A) 或调整选区画笔工具 (A) 时，调整选区边缘的选项可通过工具选项栏
中调整边缘按钮轻松访问。

Adobe Camera Raw 8.6

Adobe Camera Raw 的最新版本 (ACR 8.6) 已集成到 Photoshop Elements 13 中。

快速编辑效果

“快速”模式中的效果已有改进。每个效果现在可以显示五个变体，以便您选择最适合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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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组：<b>季节</b><br/>（顶部，从左到右）：<b>原始、夏季、春季</b><br/>（底部，从左到右）：<b>秋
季、冬季、雪景</b>

有关允许您添加效果、纹理和边框的“快速”模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主题增强的“快速”模式。

专家模式效果

用效果面板（专家模式）中新分类和修订的效果装扮您的照片。添加了 19 个新效果，所有缩略图均有改进，可
以更清晰地显示效果。

（专家模式）新分类的“效果”面板有 19 个新分类的效果。

增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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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贴簿预设

现在所有区域和国家均可使用剪贴簿预设功能。

剪贴簿预设现已对所有区域显示

使用预设：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3 中，单击“文件”>“新建”>“空白文件”。
2. 在“新建”对话框中，从“预设”下拉列表中选择剪贴簿。

图层样式

在图层的“样式设置”对话框中，在描边的位置添加了新的下拉列表。下拉列表的值包括：外侧、内侧和居中。

“样式设置”对话框中新的“位置”下拉列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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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新的下拉列表：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3 中，请选择图层，然后在“图层”菜单中，单击“图层样式”>“样式
设置”。
 

2. 在“样式设置”对话框中，选择“描边”，然后使用“位置”下拉列表。

“类型”工具 - 细微滑块

字体大小现在有了细微滑块功能。这样可快速方便地更改字体大小。

使用字体大小细微滑块：

1. 选择“类型”工具 (T)。
2. 在“工具选项”区域中，将鼠标指针悬停在文本标签“大小”上。
3. 当鼠标指针改变形状时，左键单击并向左（减小字体大小）或向右（增加字体大小）拖动。

最近打开的文件

最近打开的文件显示在“打开”下拉列表和“文件”>“打开最近编辑的文件”菜单中。两个列表现
在仅显示文件名称，而不是显示整个文件夹和文件名。

从 Photoshop Elements 13 删除的功能

编辑>远程连接
增强>Photomerge 样式匹配
裁剪工具：“黄金比例”选项不再可用
不再支持单核平台

操作系统支持：不支持 Mac OSX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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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区和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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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屏幕

Photoshop Elements 窗口
使用上下文菜单

使用键盘命令和辅助键

退出 Photoshop Elements

欢迎屏幕

启动 Photoshop Elements 时，默认情况下将打开“欢迎”屏幕。欢迎屏幕是便于执行主要任务的开始位置或中心
界面。

在欢迎屏幕上，单击：

“照片编辑器”，可增强图像或添加特殊效果。
单击“照片编辑器”图标以在默认模式中打开编辑器。
单击“照片编辑器”下拉菜单图标，以打开编辑器和其中一个最近打开的文件、新文件或
选择要打开的文件。

“管理器”，可导入、标记或管理照片。
“视频编辑器”，可创造性地使用视频编辑和制作有趣的影片。
欢迎屏幕右上角的“关闭”按钮 (X)，可关闭欢迎屏幕。不需要返回到“欢迎”屏幕去打开其他工
作区，可以从任意一个工作区内打开其他工作区。

“设置”图标（靠近“关闭”按钮），可选择您在开始时启动什么应用程序。

Photoshop Elements 欢迎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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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栏

模式选择器

工具箱

Photoshop Elements 窗口

Photoshop Elements 窗口提供创建和编辑图像的模式。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快速

允许您以“快速”模式来编辑照片。

导向

允许您以“导向编辑”模式来编辑照片。

专家

允许您以“专家”模式来编辑照片。

“专家”模式具有用于校正颜色问题、创建特殊效果和增强照片的工具。“快速”模式包含用于校正颜色和光照的简
单工具，以及快速修复红眼等常见问题的命令。“导向”模式包含用于基本照片编辑、导向活动的工具，以及有关
摄影效果的工具。如果您刚开始学习数码成像，最好使用“快速”模式或“导向”模式来修复照片。

如果您曾经使用过图像编辑应用程序，则会发现“专家”模式提供了灵活且功能强大的图像校正环境。它包含光照
和颜色校正命令，以及用于修复图像瑕疵、进行选择、添加文本以及为图像上色的工具。可以重新排列“专家”模
式工作区，以最好地满足您的要求。您可以移动、隐藏和显示面板，并对“面板箱”中的面板进行排列。您还可以
对照片进行缩放，滚动到文档窗口的不同区域，并且可以创建多个窗口和视图。

“专家”模式下的 Photoshop Elements

A. 活动选项卡 B. 非活动选项卡 C. 活动图像区域 D. 选项栏 E. 工具箱 F. “工具选项”栏/“照片箱” G. 任务栏  H.
面板栏 

包含用于执行任务的菜单。菜单按主题组织。例如，“增强”菜单包含将调整应用于图像的命令。

包含进入这三种可用编辑模式的按钮。还包含“打开”（最近使用过的文件）下拉列表以及“创建”（照
片项目）下拉列表。

包含编辑图像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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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箱/工具选项

任务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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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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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逻辑分组的功能、操作或控件。

在照片箱（显示并且管理目前使用的照片的缩览图）和“工具选项”（当前所选工具的显示和集
合选择）之间进行切换

将最频繁使用的动作显示为按钮，以便进行轻松快速地访问。

使用上下文菜单

您可以在照片编辑器工作区和管理器工作区中使用上下文菜单。上下文相关菜单显示与现用工具、所选对象或面
板相关的命令。这些菜单通常提供另外一种访问主要菜单命令的方法。

1. 将指针放置在图像或面板项目上。

并非所有面板都提供上下文菜单。

2. 右键单击并从菜单中选择命令。

使用键盘命令和辅助键

您可以在照片编辑器工作区和管理器工作区中使用键盘快捷键。使用键盘命令可以快速执行命令而无需使用菜
单；辅助键可以改变工具的操作方式。键盘命令（如果可用）显示在菜单中命令名称的右侧。

退出 Photoshop Elements

要退出 Photoshop Elements，您需要同时关闭照片编辑器工作区和管理器工作区，关闭一个工作区不会自动关
闭另外一个。

1. 在其中一个工作区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 Windows 中，选择“文件”>“退出”。在 Mac 中，选择“Photoshop Elements”>“退出
Photoshop Elements”。

单击工作区右上角的“关闭”按钮 (X)。

2. 关闭 Photoshop Elements 时，选择是否存储任何已打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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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和工具箱

转到页首

关于面板

面板的使用

“专家”模式下的面板
使用任务栏

使用照片箱

关于面板

Photoshop Elements 和 Elements Organizer 中都提供面板，不过两者之间略有不同。面板可以帮助您管理、监
视和修改图像。一些面板中的菜单还提供了其他命令和选项。在“专家”模式下，您可以在基本工作区和自定义工
作区中管理面板。您可以将面板储存在“面板箱”中避免其妨碍您的工作，但可以方便地进行访问。

拖动面板。

面板菜单

某些命令会同时显示在面板菜单和菜单栏中。而有些命令则是面板菜单专有命令。单击面板菜单可查看每个面板
中的各种命令。

面板中的弹出式滑块

某些面板和对话框包含了使用弹出式滑块的设置（例如，“图层”面板中的“不透明度”选项）。如果文本框旁边有
三角形，则可以通过单击该三角形来激活弹出式滑块。将指针放置在设置旁边的三角形上，按住鼠标按钮，然后
将滑块或角半径拖动到想要的值。在滑块框外单击或按 Enter 可关闭滑块框。要取消更改，请按 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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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作区

自定义工作区

注意:

要在弹出式滑块框处于打开状态时以 10% 的增量增大或减小值，请按住 Shift 键并按向上箭头或向下箭头
键。

输入值的不同方式

A. 转盘 B. 单击可打开窗口 C. 文本框 D. 菜单箭头 E. 小滑块 F. 复选框 G. 热键 H. 弹出式滑块三角形 

面板的使用

面板包含按逻辑分组的特征、信息或功能，以便快速、简便地访问。面板箱在 Photoshop Elements 的右侧。 它
将根据您所在的模式或您想要使用的元件类型显示选项卡和面板。 面板箱

“快速”模式：列出可以应用于照片的快速模式效果
“导向”模式：列出可以应用于照片的导向模式编辑
“专家”模式：列出选定面板的选项（图层、效果、图形或收藏）

“专家”模式下的面板

在“专家”模式下，面板以两种方式显示 - 基本工作区和自定义工作区。

默认情况下，显示的可用的工作区是基本工作区。 在此视图中，使用最频繁的面板中的按钮被放入
任务栏。此工作区的按钮是图层、效果、图形以及收藏夹。 例如，单击“图层”按钮显示所有图层相关的选项。
查看其他所有可用的选项卡，或关闭打开选项卡，单击“更多”。

要在面板箱中以选项卡版式查看面板，请单击“更多”旁边的箭头，并选择“自定义工作区”。单
击“更多”以查看所有可用的选项卡的列表，并且从弹出式列表中选择一个。 将显示选中的选项卡。 您可以保持
在自定义工作区中打开频繁使用的面板。可以将面板编组，或将一个面板停放在另一个面板的底部。您可以拖动
选项卡的标题栏，并将其放在选项卡版式中，或者将选项卡对话框拖放至选项卡版式中。

如果要从“面板箱”中移除面板并让它保持打开状态，请将该面板拖出“面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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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箱

1. 要显示或隐藏面板箱，请选择“窗口”>“面板箱”。

2. 在面板箱（自定义工作区）中，

要从“面板箱”中移除面板，请将该面板的标题栏拖出“面板箱”。

要将面板添加到“面板箱”，请将该面板的标题栏拖入“面板箱”。

要重新排列“面板箱”中的面板，请将该面板的标题栏拖动到新位置。

要在“面板箱”中展开或折叠面板，请双击面板名称。

3. 在“自定义工作区”视图下，要在“面板箱”外部使用面板，请执行下列任一操作：

要打开面板，请从“窗口”菜单中选择面板的名称，或单击任务栏中“更多”按钮旁边的箭
头并选择面板。

要关闭面板，请从“窗口”菜单中选择面板名称。或单击面板标题栏中的“关闭”按钮 。

要更改面板的大小，请拖动面板的任意一角。

要编组面板（一个面板带多个选项卡），请将面板拖动到目标面板的主窗口上。当指针
位于要编组的正确区域上时，目标面板的主窗口周围会出现一条粗线。如果要将面板移
动到另一个面板组，请将面板的选项卡拖动到该组。如果要从组中分离面板，请将面板
的选项卡拖出该组。

要移动面板组，请拖动标题栏。

要展开或折叠面板或面板组，请双击面板的选项卡或标题栏。

要将多个面板停放在一起（堆叠面板），请将面板的选项卡或标题栏拖动到另一面板的
底部。当指针位于正确的区域上时，目标面板的底部会出现一条双线。

要将面板复位到其默认位置，请选择“窗口”>“复位面板”。

使用任务栏

任务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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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Photoshop Elements 的底部是任务栏，它显示编辑和修改图像时最频繁使用的面板和操作的按钮。您可以使
用“照片箱”和“工具选项”按钮在显示缩览图和工具选项之间切换。您可以快速还原和重做操作，或使用任务栏中
可用的选项旋转图像，或通过 “管理器”启动 Photoshop Elements Organizer。 在专家模式中，单击“更多”按钮
旁边的箭头，以查看用于在“基本”和“自定义”工作区之间切换的选项。

使用照片箱

“Photoshop Elements”窗口底部、任务栏上方的照片箱显示打开照片的缩略图。 这对于在工作区中切换多个打
开的照片非常有用。使用照片箱中的控件，可以打开或关闭图像、隐藏图像、导航打开的图像、使特定图像位于
最前面、复制图像、旋转图像或查看文件信息。您可以轻松地将打开的图像导入到快速模式中进行编辑。使
用“创建”面板中打开的“创建”选项卡创建多页项目。

照片箱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仅限 Windows）要打开图像，请将文件从计算机的任何位置（包括照片浏览器）或连
接到计算机的任何存储设备拖入照片箱。 

要将打开的图像拿出来作为最前面的图像，请单击缩览图。

要重新排列照片，请拖动照片箱中的缩览图。此处的顺序不会影响 Elements Organizer
中照片的顺序。

要关闭图像，请右键单击照片箱中的缩览图，然后选择“关闭”。

要隐藏浮动窗口中的图像，右键单击缩览图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最小化”。

要在隐藏之后显示图像，请双击其在照片箱中的缩览图，或右键单击此缩览图，然后
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恢复”。

要查看照片的文件信息，请右键单击缩览图，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文件简介”。

要复制图像，请右键单击缩览图，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复制”并命名该文件。

要旋转图像，请右键单击缩览图，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向左旋转 90 度”或“向右旋
转 90 度”。

要显示文件名，请在照片箱中单击右键，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显示文件名”。

要手动显示或隐藏照片箱，请单击“照片箱”任务栏图标。

照片箱的弹出菜单包含用于处理照片箱中的图像的附加选项：

打印照片箱文件。 打开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打印”对话框，显示打印照片箱中
的当前选定照片的选项。

将照片箱另存为影集。 使您可以对包含照片箱中的图像的影集进行重命名和存储。
新影集在管理器中可用。

显示网格。在照片箱中的图像周围显示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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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返回页首

关于工具箱

选择工具

选择编辑首选项

设置工具指针的外观

拖动以调整绘画光标的大小或更改硬度

设置工具选项

关于工具箱

使用 Photoshop Elements 工具箱中的工具来选择、编辑和查看图像；某些工具可用来绘画、绘图和打字。工具箱显示在“快速”模式和“专家”模式的左
侧。

在“快速”模式和“专家”模式中，工具箱中的工具按照逻辑分组。例如，在“专家”视图中，“移动”、“矩形选框”、“套索”和“快速选择”工具一起放在“选择”组
中。 

从工具箱选择要使用的工具。选择后，将在工具箱中突出显示此工具。工具的可选设置显示在 Photoshop Elements 底部的“工具选项”栏内。

注意：您无法取消选择工具，只要您选择了一种工具，它会在您选择其他工具之前保持选中状态。 例如，如果您选择了“套索”工具，此时希望点击图
像而不选择任何内容，请选择抓手工具。

工具箱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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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尺寸画笔笔尖

在画笔笔尖显示十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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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工具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单击工具箱内的一个工具。如果有其他工具选项，将显示在“工具选项”栏内。单击要选择的工具。

按工具的键盘快捷键。键盘快捷键显示在工具提示中。例如，您可以通过按 B 键来选择“画笔”工具。

设置“编辑”首选项
1. 在 Windows 中，选择“编辑”>“首选项”>“常规”。在 Mac 中，选择“Photoshop Elements”>“首选项”>“常规”。
2. 设置下列一个或多个选项，并单击“确定”。

选择“显示工具提示”以显示或隐藏工具提示。

选中“使用 Shift 键切换工具”，可以通过按住 Shift 在一组隐藏的工具中进行循环切换。如果未选中此选项，您可以通过按快捷
键（不按 Shift）在一组工具选项中进行循环切换。例如，在键盘上重复按 B 键，将在所有“画笔”工具选项中循环切换（画
笔、印象派效果画笔、以及颜色替换工具）

设置工具指针的外观

1. 在 Windows 中，选择“编辑”>“首选项”>“显示与光标”。在 Mac 中，选择“Photoshop Elements”>“首选项”>“显示与光标”。
2. 选择绘画光标的设置：

将指针显示为工具图标。

将指针显示为十字线。

将指针显示为圆圈，其大小为您指定的画笔大小的 50%。

将指针显示为圆圈，其大小为您指定的实际画笔大小。

当您选择“正常画笔笔尖”或“全尺寸画笔笔尖”时，圆圈中会显示十字线。

3. 选择其他光标的设置：

将指针显示为工具图标。

将指针显示为十字线。

通过拖动调整绘画光标的大小或更改绘画光标的硬度

通过在图像中拖动，可以调整绘画光标的大小或更改绘画光标的硬度。您可以一边拖动一边预览绘图工具的大小和硬度。

要调整光标的大小，请单击鼠标右键 + 按 Alt（仅 Windows），并左右拖动。

要更改光标的硬度，请单击鼠标右键 + 按 Alt（仅 Windows），并上下拖动。

设置工具选项

“工具选项”栏显示在 Photoshop Elements 窗口底部的任务栏上方。在您选择不同工具时，工具选项栏显示不同选项。

A.“工具”图标B.“工具选项”栏中的活动工具C.隐藏工具D.“工具”选项

1. 选择工具。

2. 查看“工具选项”栏以了解可用的选项。有关为特定工具设置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在“Photoshop Elements 帮助”中搜索该工具的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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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要还原某个工具或所有工具的默认设置，请单击工具图标，在“工具选项”栏内选择飞出菜单，然后选择“复位工具”或“复位
所有工具”。

3. 要关闭工具选项栏，请单击任务栏中的“工具选项”。 要重新打开选项栏，请从任务栏中单击“工具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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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重做或取消操作

在编辑时使用“历史记录”面板
清除剪贴板和“历史记录”面板所使用的内存空间

还原、重做或取消操作

Elements Organizer 和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很多操作都可以还原或重做。例如，您可以将图像的全部或部
分恢复到上次存储的版本。可用内存量少将限制您使用这些选项的能力。

1. 要还原或重做操作，请选择“编辑”>“还原”或选择“编辑”>“重做”。

2. 要取消操作，请按住 Esc 键，直到正在进行的操作停止为止。

在编辑时使用“历史记录”面板

利用“历史记录”面板（F10 键或“窗口”>“历史记录”），您可以跳到当前工作会话期间所创建图像的任一最近状
态。每次对图像中的像素应用更改时，图像的新状态都会添加到“历史记录”面板中。

例如，如果您对图像局部执行选择、绘画和旋转等操作，则每一种状态都会单独在面板中列出。然后您可以选择
任一状态，而图像将恢复到第一次应用此更改时的外观。然后您可以从该状态开始工作。

类似缩放和滚动之类的操作不会对图像中的像素产生影响，因此不会出现在“历史记录”面板中。程序范围的更改
也是如此，例如对面板、颜色设置和首选项的更改。

A. 原始状态 B. 状态 C. 选定的状态 

使用“历史记录”面板时，请注意下列原则：

默认情况下，“历史记录”面板将列出以前的 50 个状态。较早的状态会被自动删除，以便为
Photoshop Elements 释放出更多的内存。您可以在应用程序设置中设置状态的数量（“首选
项” > “性能” > “历史记录状态”）。 状态的最大数量为 1000。

照片的原始状态始终显示在“历史记录”面板的顶部。您始终可以通过单击位于顶部的这一状
态使图像恢复到原始状态。单击原始状态也是一种比较编辑的前后版本的简单方法。

关闭并重新打开文档时，上次工作会话中的所有状态将从面板中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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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将被添加到列表的底部。也就是说，最早的状态在列表的顶部，最新的状态在列表的底
部。

每个状态都会与更改图像所使用的工具或命令的名称一起列出。

选择一种状态将使后面一个状态变成灰色（所选步骤之后执行的步骤）。 这样，您就可以方
便地看到：如果从选中的状态继续工作，将会放弃哪些更改。

选择一个状态然后更改图像将会消除后面的所有状态。同样，删除一个状态将删除该状态及
其后面所有的状态。

恢复到图像的前一个状态

在“快速”和“专家”模式下，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在“历史记录”面板中单击状态的名称。
单击任务栏中的“还原”或“重做”按钮。
从“历史记录”面板菜单或“编辑”菜单中选择“还原”或“重做”。

要为“前进”和“后退”设置键盘命令，请在 Windows 中选择“编辑”>“首选项”>“常规”（在 Mac 中选择“Photoshop
Elements”>“首选项”>“常规”），然后从“后退/前进”菜单中进行选择。

从“还原历史记录”面板中删除一个或多个状态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删除状态，请单击状态的名称，然后从“历史记录”面板菜单中选择“删除”。选中状态之后
的所有状态也将被删除。

要从“历史记录”面板中删除状态列表而不更改图像，请从面板菜单中选择“清除历史记录”或
选择“编辑”>“清除”>“清除历史记录”。清除对于释放内存很有用，特别是在收到
Photoshop Elements 内存低的警报时。

注：清除“历史记录”面板不能还原。

清除剪贴板和“历史记录”面板所使用的内存空间

您可以通过删除拷贝到剪贴板的项目和“还原历史记录”面板的状态来释放内存空间。

在“专家”模式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清除剪贴板使用的内存，请选择“编辑”>“清除”>“剪贴板内容”。
要清除“还原历史记录”面板使用的内存空间，请选择“编辑”>“清除”>“清除历史记录”或从“历史
记录”面板的飞出菜单中选择“清除历史记录”。
如果要同时清除剪贴板和“历史记录”面板所使用的内存空间，请选择“编辑”>“清除”>“全部”。

注：清除“历史记录”面板或剪贴板不能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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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暂存盘

当您的系统没有足够内存以执行某个操作时，Photoshop Elements 将使用暂存盘。暂存盘是指具有空闲内存的
任何驱动器或驱动器的一个分区。默认情况下，Photoshop Elements 将安装了操作系统的硬盘驱动器用作主暂
存盘。

您可以更改主暂存盘，或指定其他暂存盘。 当主磁盘已满，将使用其他暂存盘。将您最快的硬盘设置为主暂存
盘。 确保磁盘有大量完整的可用空间。

为获得最佳性能，在指定暂存盘时请遵循下列原则：

不要在安装了 Photoshop Elements 或正在编辑的其他大型文件所在的物理驱动盘上创建暂
存盘。

不要在用于操作系统的虚拟内存的物理驱动盘上创建暂存盘。

在本地驱动盘上而非网络位置创建暂存盘。

在常规（不可删除）媒体上创建暂存盘。

Raid 磁盘/磁盘阵列非常适合用作专用的暂存盘卷。

定期清理放置暂存盘的驱动盘中的碎片。较好的选择是使用空驱动器或拥有大量未用空间的
驱动器，以避免碎片问题。

更改暂存盘

Photoshop Elements 需要连续的硬盘驱动器空间以创建暂存盘。经常清理硬盘驱动器碎片确保拥有连续可用空
间，尤其是包含有暂存盘的硬盘。Adobe 建议您使用磁盘工具，如 Windows 磁盘碎片整理程序，以定期整理您
的硬盘驱动器碎片。有关碎片整理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您的 Windows 文档。

1. 在 Windows 中，选择“编辑”>“首选项”>“性能”。在 Mac 中，选择“Photoshop
Elements”>“首选项”>“性能”。

2. 从暂存盘列表中选择所需磁盘（您可以指定最多 4 个暂存盘）。

3. 选择一个暂存盘并使用暂存盘列表旁边的箭头键重新安排暂存盘的使用顺序。

4. 单击“确定”，并重新启动 Photoshop Elements 使更改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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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效工具模块

Adobe Systems 和其他软件开发商为增加 Photoshop Elements 的功能而创建增效工具。您的程序附有许多导
入、导出和特效增效工具，它们位于 Photoshop Elements “增效工具”和“可选增效工具”文件夹中。

安装后，增效工具模块显示为：

添加至“导入或导出”菜单的选项
添加至“滤镜”菜单的滤镜，或，
“打开”和“另存为”对话框中的文件格式。

如果您安装了大量的增效工具，Photoshop Elements 可能无法将它们全部列出在各自合适的菜单中。如果发生
这种情况，新安装的增效工具将出现在“滤镜”>“其它”子菜单中。要避免加载增效工具或其文件夹，请在增效工具
名称、文件夹或目录的前面加上波形符 (~)。程序在启动时忽略带有波形符标记的文件。要查看有关已安装增效
工具的信息，请选择“帮助”>“关于增效工具”并从子菜单中选择一种增效工具。

要使用可选增效工具模块，请将“可选增效工具”文件夹中的增效工具模块复制到“增效工具”文件夹的相关
子文件夹中。然后安装增效工具模块，并重新启动 Photoshop Elements。

您可以选择附加的增效工具文件夹，其中可以加载随其他应用程序存储的兼容增效工具。您还可以为存储在系统
中其他文件夹下的增效工具创建快捷方式。然后，您可以将快捷方式或别名添加到增效工具文件夹，并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使用该增效工具。

安装增效工具模块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使用增效工具安装程序（如果提供）。

遵照增效工具随附的安装指导。

确保增效工具文件已解压，然后将它们复制到 Photoshop Elements 文件夹的相应增效
工具文件夹中。

选择附加的增效工具文件夹

您可以选择附加的增效工具文件夹，其中可以加载随其他应用程序存储的兼容增效工具。

1. 在 Windows 中，选择“编辑”>“首选项”>“插件”。在 Mac 中，选择“Photoshop
Elements”>“首选项”>“插件”。

2. 在“首选项”对话框中，选择“附加的增效工具文件夹”，再从列表中选择一个文件夹，然后单
击“选取”。

3. 要显示文件夹的内容，请双击目录。文件夹的路径将显示在首选项窗口中。

不要选择 Photoshop Elements 增效文件夹内部的位置。

4. 重新启动 Photoshop Elements 以加载增效工具。

仅加载默认增效工具

重启 Photoshop Elements 后，所有预安装的、第三方的、或位于附加增效工具文件夹的增效工具将被加载。要
仅加载 Photoshop Elements 随附的预安装插件，在启动软件时按住 Shift 键。系统询问时，在要求确认是否跳
过加载可选的和第三方增加工具的对话框上单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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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更新

应用"首选项"对话框的"更新

您可以决定在安装应用程序更新。在Photoshop Elements，当应用程序更新Adobe，则可以获得13， Premiere
Elements 13和Photoshop Elements，可以设置此选项该怎么办。

要访问更新对话框，按Ctrl/打开"对话框的Cmd + K，浏览到应用更新，然后进行选择:

请将自动下载并安装更新:下载一次可以可用更新并安装，则下重新启动应用程序。
更新时，可以利用时，请通知我:通知一次可以可用的用户更新应用程序。您可以选择延迟更
新或使用此通知开始更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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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纹理

边框

应用效果、纹理或边框

快速模式在一个位置集合了基本的照片修复工具，可快速修复照片曝光、颜色、锐化和其他元素。在 Photoshop
Elements 12 中，除了校正照片外，您还可以将照片变换为看起来更专业的艺术作品。现在提供了三个新面板 -
“效果”、“纹理”以及“边框”。

这些面板位于“调整”面板旁边。每个面板有十个缩略图。每个缩略图均为实时预览。单击缩略图为您的图像应用
效果、纹理或边框。当鼠标悬停在这些缩略图上时，会显示这些效果、纹理或边框的名称。

效果

11 种可用效果各有 5 种变体。通过应用效果转变您的照片。可用“效果”的可单击缩略图为实时预览，用户可以
借此了解应用到图像上的效果，无需真正将效果应用到图像上。可用效果有黑白、复古外观以及跨流程预设。

以带图层蒙版的新图层形式应用效果。您可以在“专家”模式中编辑图层蒙版以删除/减少特定区域的效果。

以下列表提供了各个可用效果的简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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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智能外观

色调

季节

铅笔素描

玩具相机

黑白

平版画

分析可用的图像，并基于图像内容，提供应用了不同效果的选项。可用的变体：

自动1 
自动2
自动3
自动4
自动5

为图像提供色调（例如金色、棕褐色、绿色）。 可用的变体：
铜色

金色

棕褐色

绿色

蓝色

对图像应用季节效果。 可用的变体：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雪

应用一种效果使图像看起来像铅笔素描。 可用的变体：
软线条

铅笔素描

炭笔

点画

彩色铅笔

应用一种效果使图像看上去像是用玩具相机拍摄的照片。 可用的变体：
玩具相机

Lomo 蓝色
Lomo 对比度
Lomo 绿色
Holga

对图像应用黑白效果。 可用的变体：
简单的黑白

银色

旧学校

白金

黑色着色

对图像应用平版画效果。 可用的变体：
棕褐色

黑色

铜色

蓝色

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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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古

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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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在用于不同类型胶片的化学溶液中处理摄影胶片的效果。可用的变体：

深蓝色

橙色水洗

蓝色水洗

绿色水洗

紫色水洗

应用将黑白图像中的高光着色一种颜色而将阴影着色另一种颜色的效果。可用的变体：

拆分色调

蓝色色调

红色色调

绿色色调

灰色调

对图像应用复古效果。 可用的变体：
老式泄漏

褪色复古

复古色

棕褐色亮光

深沉复古

应用图片底片光漏入相机暗盒中的效果。 可用的变体：
扩散颜色

燃烧边缘

柔和泄漏

白色泄漏

黄色条纹

纹理

使用“纹理”面板从要应用到照片的十种纹理中进行选择。纹理模拟各种可打印照片的表面或背景。例如，旧纸张
外观、剥落的油漆纹理、粗糙蓝色方格、铬黄外观。

以带图层蒙版的新图层形式应用纹理。您可以在“专家”模式中编辑图层蒙版以删除/减少特定区域的纹理（面
部/皮肤）。

边框

使用“边框”面板选择要应用到照片的十种可用边框。会自动以最适合的方式装上边框。您还可以移动或转换图像
和边框。使用移动工具并双击边框即可完成操作。在“专家”模式中，通过修改“颜色填充”图层可以更改背景颜
色，从白色改为其他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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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效果、纹理或边框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Editor 中打开照片，并切换到快速模式。

2. 除调整面板之外，提供了三个面板 - “效果”、“纹理”和“边框”。单击任意面板的图标。

3. 面板栏显示打开图像的实时预览缩略图。单击缩略图以应用“效果”、“纹理”或“边框”。

4. （可选）切换到“专家”模式以修改图像上使用的效果、纹理或边框。 在“快速”模式中应用的
修改在单独的图层中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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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ing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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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ing images in Expert or Quick modes
Zoom in or out
Display an image at 100%
Fit an image to the screen
Resize the window while zooming
Using the Navigator panel
Open multiple windows of the same image
View and arrange multiple windows
Close windows

Viewing images in Expert or Quick modes
The Hand tool, the Zoom tools, the Zoom commands, and the Navigator panel let you view different areas of an image at different magnifications.

You can magnify or reduce your view using various methods. The window’s title bar displays the zoom percentage (unless the window is too small
for the display to fit).

If you want to view another area of an image, either use the window scroll bars or select the Hand tool and drag to pan over the image. You can
also use the Navigator panel.

To use the Hand tool while another tool is selected, hold down the spacebar as you drag within the image.

Dragging the Hand tool to view another area of an image.

Zoom in or out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Select the Zoom tool from the toolbar, and click either the Zoom In or Zoom Out button in the Tool Options bar. Click the area
you want to magnify. Each click magnifies or reduces the image to the next preset percentage, and centers the display around
the point you click. When the image has reached its maximum magnification level of 3200% or minimum reduction level of 1
pixel, the magnifying glass appears empty.

注: You can drag a Zoom tool over the part of an image you want to magnify. Make sure that the Zoom In button is selected in
the Tool Options bar. To move the zoom marquee around the image, begin dragging a marquee, and then hold down the
spacebar while dragging the marquee to a new location.

Drag the Zoom slider in the Tool Options bar.

Choose View > Zoom In or View > Zoom Out.

Enter the desired magnification level in the Zoom text box, in the Tool Options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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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using a Zoom tool, hold down Alt to switch between zooming in and zooming out.

Display an image at 100%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Double-click the Zoom tool in the toolbox.

Select the Hand tool or a Zoom tool and click the 1:1 button in the Tool Options bar.

Choose View > Actual Pixels, or right-click the image and choose Actual Pixels.

Enter 100% in the status bar and press Enter.

Fit an image to the screen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Double-click the Hand tool in the toolbox.

Select a Zoom tool or the Hand tool, and then click the Fit Screen button in the Tool Options bar. Or, right-click the image and
choose Fit On Screen.

Choose View > Fit On Screen.

These options scale both the zoom level and the window size to fit the available screen space.

Resize the window while zooming
 With a Zoom tool active, select Resize Windows To Fit in the Tool Options bar. The window changes size as you magnify or reduce the view of

the image.
When Resize Windows To Fit is deselected, the window maintains a constant size regardless of the image’s magnification. This can be helpful
when you are using smaller monitors or working with tiled images.

Using the Navigator panel
The Navigator panel lets you adjust the image’s magnification and area of view. Typing a value in the text box, clicking the Zoom Out or Zoom In
button, or dragging the zoom slider changes the magnification. Drag the view box in the image thumbnail to move the view of an image. The view
box represents the boundaries of the image window. You can also click in the thumbnail of the image to designate the area of view.

注: To change the color of the view box, choose Panel Options from the Navigator panel menu. Choose a color from the Color menu or click the
color swatch to open the Color Picker and select a custom color. Click OK.

Open multiple windows of the same image
In Expert mode, you can open multiple windows to display different views of the same file. A list of open windows appears in the Window menu,
and thumbnails of each open image appear in the Photo Bin. Available memory may limit the number of windows per image.

 Choose View > New Window For [image filename]. Depending on the position of the first window, you may have to move the second window to
view both simultaneously.

You can use the New Window command when you’re working with a zoomed image to see what the image will look like at 100% size in a
separate window.

View and arrange multiple windows
 In Expert mode,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display windows stacked and cascading from the upper left to the lower right of the screen, choose Window > Images >
Cascade.

To display windows edge-to-edge, choose Window > Images > Tile. As you close images, the open windows are resized to fill
the available space.

To view all open images at the same magnification as the active image, choose Window > Images > Match Zoom.

To view the same section (upper-left corner, center, lower-right corner, and so on) of all open photos, choose Window >
Images > Match Location. The view in all windows shifts to match the active (frontmost) image. The zoom level does not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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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ore options to arrange images, in the Taskbar, click Layout, and choose a new layout from the pop-up menu.

注: The Window > Images options are enabled only when Allow Floating Documents In Expert Mode is selected in preferences.

Close windows
 In Expert mode,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Choose File > Close to close the active window.

Click the Close button on the title bar of the active window.

Right-click a thumbnail in the Photo Bin and choose Close.

Choose File > Close All to close all open windows.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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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Windows 7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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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任务栏

Aero Peek

Aero Shake

Aero Snap

Photoshop Elements 支持以下 Windows 7 功能：

显示所有运行中和置顶应用程序的图标。所有运行中应用程序的图标均使用边框高亮显示。 指向一个图标，查看打开的文件和应用程序的
图像。要使用应用程序，指向其图标，将光标移到图像上方进行全屏预览，并单击全屏图像。

使所有窗口变得透明，从而允许您查看桌面。 要查看隐藏窗口，指向其任务栏图标。

允许您通过隐藏所有其他窗口聚焦于一个窗口。要在应用程序中工作，单击其窗格并抖动鼠标。这将隐藏除选定窗口外的所有其他窗
口。要显示隐藏窗口，再次抖动鼠标。

允许您快速调整窗口大小并管理窗口。要调整窗口大小，将窗口拖至显示器的一侧，并垂直或水平展开。

4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deed.zh
http://help.adobe.com/zh_CN/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helpx.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cn
http://idiom-q-win-1/Output/Build/cq.pdf.book/sdl69360/XML/zh-cn/Products/PhotoshopElements/11.0/Using/pdf/cq.pdf.book/html/
http://idiom-q-win-1/Output/Build/cq.pdf.book/sdl69360/XML/zh-cn/Products/PhotoshopElements/11.0/Using/pdf/cq.pdf.book/html/
http://idiom-q-win-1/Output/Build/cq.pdf.book/sdl69360/XML/zh-cn/Products/PhotoshopElements/11.0/Using/pdf/cq.pdf.book/html/
http://idiom-q-win-1/Output/Build/cq.pdf.book/sdl69360/XML/zh-cn/Products/PhotoshopElements/11.0/Using/pdf/cq.pdf.book/html/


Presets and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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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presets
Use preset tool options
Change the display of items in a pop-up panel menu
Use the Preset Manager
Rename a preset

About presets
In the Expert mode, pop-up panels appear in the Tool Options bar and provide access to predefined libraries of brushes, color swatches,
gradients, patterns, layer styles, and custom shapes. The items in each library are called presets. When closed, pop-up panels display a thumbnail
image of the currently selected preset.

You can change the display of a pop-up panel to view presets by their names, as thumbnail icons, or with both names and icons.

You can use the Presets Manager to load different preset libraries. Presets are stored in separate library file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Presets
folder in the Photoshop Elements application folder.

Use preset tool options
1. Select the tool you want to use.
2. In the Tool Options bar, open the pop-up panel. (Only certain tools have pop-up panels.)
3.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To view and select currently loaded preset libraries, click the panel menu icon.

To select a preset, click an item in the library.

To save a brush, open the pop-up panel menu, choose the Save Brush command, then enter a name in the dialog box
provided and click OK.

To save a gradient or pattern, open the panel menu, choose the New Gradient or New Pattern command, then enter a
name in the dialog box provided and click OK.

To rename a brush, gradient, or pattern in a panel, open the pop-up panel menu, choose the Rename command, then
enter a new name and click OK.

To delete a brush, gradient, or pattern from a panel, select an item, open the pop-up panel menu and choose the Delete
command. You can also hold down Alt (Option key in Mac OS) and click a brush or gradient.

To save a library of brushes, gradients, or patterns, open the pop-up panel menu. From the menu, choose the Save
Brushes, Save Gradients, or Save Patterns command, then enter a name for the library file, and click Save.

To load a library of brushes, gradients, or patterns, open the pop-up panel menu, choose the Load command, then select
the library file you want to add and click Load.

注: Using the Load command adds the brush library to the brushes you have available. If you choose a preset library of
brushes, the preset library replaces your current set of brushes.

To add assets from a library to an existing library, click Append. Select the library file you want to add and click Append.

To replace the current set of gradients in a panel, open the pop-up panel menu, choose a library file from the bottom
section of the menu, and click OK. You can also choose the Replace command, browse to select a library file, and click
Load.

To replace the current set of brushes or patterns in a panel, choose a library from the Brushes menu.

注: To replace the current set of brushes, gradients, or patterns, you can also choose Preset Manager from the pop-up
panel menu and use the Preset Manager to load a different library of brushes, gradients, or patterns.

To load the default set of brushes, gradients, or patterns, open the pop-up panel menu and choose the Reset command.

Change the display of items in a pop-up panel 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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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change the display of one panel, open the pop-up panel menu by clicking the menu icon in the upper-right corner of
the pop-up panel.

To change the display for all panels, choose Edit > Preset Manager to open the Preset Manager, and then click the More
button.

2. Select a view option:
Text Only Displays the name of each item.

Small Thumbnail or Large Thumbnail Displays a thumbnail of each item.

Small List or Large List Displays the name and thumbnail of each item.

Stroke Thumbnail Displays a sample brush stroke and brush thumbnail. (This option is available for brushes only.)
注: Not all of the above options are available for all pop-up panels.

Use the Preset Manager
In the Expert mode, the Preset Manager (Edit > Preset Manager) lets you manage the libraries of preset brushes, color swatches, gradients,
styles, effects, and patterns included in Photoshop Elements. For example, you can create a set of favorite brushes, or you can restore the default
presets.

Each type of library is a file with its own file extension and default folder. Preset files are installed on your computer inside the Presets folder in the
Photoshop Elements program folder.

注: You can delete a preset in the Preset Manager by selecting the preset and clicking Delete. You can always use the Reset command to restore
the default items to a library.

Dragging a preset to a new position in the Preset Manager

Load a library
1. In the Preset Manager, choose Brushes, Swatches, Gradients, Styles, Patterns, or Effects, from the Preset Type menu.
2.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Click Add, select a library from the list, and then click Load. If you want to load a library located in another folder, navigate
to that folder, then select the library. By default, preset files are installed on your computer inside the Presets folder in the
Photoshop Elements program folder.

Click the More button and choose a library from the bottom section of the menu.

3. Click the Done button when you’re finished.

Restore the default library or replace the currently displayed library
 In the Preset Manager, click the More button and choose a command from the menu:

Reset Restores the default library for that type.

Save a subset of a library
1. In the Preset Manager, Shift-click to select multiple contiguous presets or Ctrl-click (Command-click in Mac OS) to select

multiple noncontiguous presets. Only the selected presets are saved in the new library.
2. Click Save Set, then enter a name for the library. If you want to save the library in a folder other than the default, navigate to

the new folder before saving.

Rename a preset
1. In the Preset Manager,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Select a preset in the list, and click Rename.

Double-click a preset in the list.

2. Enter a new name for the preset. If you selected multiple presets, you are prompted to enter multiple n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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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计算机的硬件和操作系统支持触摸功能，则可滚动、旋转和放大图像。所有三种模式（快速、导向和专家模式）都支持多重触摸。

划动

水平或垂直滚动图像。用一根手指触摸屏幕（Mac 的触控板则用 2 根手指）并左右、上下移动手指。

扭转

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图像 90 度。要旋转图像，轻触图像上的两个点（Mac 上的触控板）并像扭转实际照片一样扭转图像。反方向移动两根手指或使
用一根手指围绕另一根手指转动。

缩进或缩出

放大或缩小图像。要缩小图像，将两根手指放在图像上（Mac 上的触控板）并收缩。同样，要放大图像，触摸图像并移动 2 根手指让其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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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使用 WIA 从数码相机导入图像（仅限 Windows）

某些数码相机使用“Windows 图像采集”(WIA) 支持来导入图像。如果使用 WIA，Photoshop Elements 将与
Windows 以及数码相机或扫描仪软件配合工作，从而将图像直接导入到 Photoshop Elements 中。

1. 选择“文件”>“导入”>“WIA 支持”。

2. 在计算机上选取存储图像文件的目标位置。

3. 确保已选中“在 Photoshop 中打开已获取的图像”。如果要导入大量图像，或者想在以后编辑
图像，请取消选择此选项。

4. 要将导入的图像直接存储到以当前日期命名的文件夹中，请选择“使用当前日期创建唯一的
子文件夹”。

5. 单击“开始”。

6. 选择要从其导入图像的数码相机。

如果相机的名称未显示在子菜单中，请验证软件和驱动程序是否已正确安装，以及该
相机是否已连接。

7. 选取要导入的图像：

在缩览图列表中单击图像以导入该图像。

按住 Shift 键并单击多幅图像，可同时导入这些图像。

单击“全选”以导入所有可用的图像。

8. 单击“获取图片”以导入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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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预设

大小

宽度、高度和分辨率

颜色模式

背景内容

创建一个新的空白文件

打开文件

打开 PDF 文件
将 PDF 文件置于新的图层中
处理多个文件

关闭文件

Photoshop Elements 的“编辑”工作区为您提供了处理文件的选择。您可以设置选项以按类型、文件大小或分辨
率打开、存储和导出文件。 您也可以处理和存储相机原始数据文件。这些工具方便组合不同类型的文件并在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中优化这些文件。

在“编辑”工作区中，可创建空白文件、打开最近使用的文件、指定要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的文件类型
等等。

在“编辑”工作区中工作的另外一个选项，就是使用“导向编辑”功能。“导向编辑”可在您对完成一项任务的工作流程
不熟悉时提供帮助。他们允许用户以数量更少的简单操作步骤完成复杂的编辑工作流程。

创建一个新的空白文件

您可能想要创建一个 Web 图形、横幅或公司徽标和信笺抬头，在这些情况下，您需要从新的空白文件开始制
作。

1. 选择“文件”>“新建”>“空白文件”。

2. 输入新图像的选项，然后单击“确定”。

为新图像文件命名。

提供您要打印或在屏幕中查看的图像的宽度、高度和分辨率设置等选项。选择“剪贴
板”以利用复制到剪贴板的数据的大小和分辨率。您也可以通过在“预设”菜单底部选择任何打
开的图像的名称，以其大小和分辨率为基础来创建新图像。

从可用于选定预设置的标准尺寸列表中选择。

分别设置这些选项。默认值以最后一次创建的图像为基础，除非您曾
经将数据复制到剪贴板过。

将图像设置为 RGB 颜色、灰度或位图（1 位模式）。

设置图像“背景”图层的颜色。 默认为白色。选择“背景色”以使用当前背景色（显
示在工具箱中）。选择“透明”以使默认图层成为没有颜色值的透明图层，新图像将具有“图层
1”，而不会有“背景”图层。
您也可以右键单击图像的背景以选择背景色（灰色、黑色或自定义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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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文件

您可以打开和导入各种文件格式的图像。可用的格式显示在“打开”对话框、“打开为”对话框和“导入”子菜单中。

要从 Elements Organizer 中打开文件，请选择该文件，然后在任务栏中单击“编辑器”。

1. 执行以下其中一项操作

选择“文件”>“打开”。定位并选择要打开的文件。如果文件没有显示，请从“文件类型”菜
单中选择“所有格式”。单击“打开”。

单击“打开”下拉菜单（在工具箱上方）。 “打开”下拉菜单是当前打开文件的列表。

从计算机或存储设备上的文件夹拖动图像，并将其放在编辑器中。

2.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设置特定格式的选项，并继续打开文件。

有时 Photoshop Elements 可能无法确定正确的文件格式。 例如，在 Mac OS® 和
Windows 之间传送文件时可能会导致格式标注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指定打开文件所
用的正确格式。

1. 将计算机上任意位置中的文件拖动到应用程序框架中。您还可以拖动“照片浏览器”和任意连
接到计算机的存储设备中的照片。

2. 要将其他图像拖至应用程序框架以将其打开，请启用浮动文档窗口（请参阅查看和安排多个
窗口）。 将打开的图像转换到浮动文档窗口中以查看应用程序框架。

打开最近编辑的文件

选择“文件”>“打开最近编辑过的文件”，然后从子菜单中选择一个文件。

要指定“打开最近编辑过的文件”子菜单中可用的文件数目，请选择“编辑”>“首选
项”>“存储文件”，并在“近期文件列表包含”文本框中输入数字。

指定打开文件所使用的文件格式

选择“文件”>“打开为”，选择要打开的文件。然后从“打开为”菜单中选择所需的格式并单击“打
开”。

如果文件未打开，则选择的格式可能与文件的实际格式不匹配，或者文件已损坏。

打开 PDF 文件

便携式文档格式 (PDF) 是一种通用文件格式，它可以表现矢量和位图数据，而且包含电子文档搜索和导航功
能。PDF 是 Adobe® Acrobat® 的主要格式。

使用“导入 PDF”对话框，您可以预览多页 PDF 文件中的页面和图像，然后决定是否要在 Photoshop Editor 中打
开它们。您可以选择从 PDF 文件中导入整个页面（包括文本和图形），也可以仅导入图像。如果您仅导入图
像，图像的分辨率、大小和颜色模式会保持不变。如果您导入页面，则可以更改分辨率和颜色模式。

从 PDF 文件中导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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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页面都显示为缩览图。要增加大小，请从“缩览图大小”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1. 选择“文件”>“打开”。

2. 选择一个 PDF 文件，然后单击“打开”。通过从“文件类型”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可以更改所
显示的文件类型。

3. 要仅从 PDF 文件中导入图像，请在“导入 PDF”对话框的“选择”区域中选择“图像”选项。选择
要打开的图像。（要选择多个图像，请按住 Ctrl (Windows) 或 Command (Mac OS) 并单击
每个图像）。如果您不想导入页面，请跳到第 5 步。

4. 要从 PDF 文件导入页面，请在“导入 PDF”对话框的“选择”区域中选择“页面”选项，然后执行
以下任意操作：

如果文件中包含多个页面，请选择要打开的页面，然后单击“确定”。（要选择多个页
面，请按住 Ctrl（Windows）或 Command（Mac OS）键并单击每个页面。）

在“页面选项”下，接受现有名称，或在“名称”框中键入新文件名。

选择“消除锯齿”以便在栅格化（位映射）图像时尽量减少锯齿边缘。

指定“宽度”和“高度”。使用“约束比例”避免由于更改大小而带来的图像变形。

对于“分辨率”，可以接受默认值 (300 ppi) 或键入一个新值。 分辨率越高，文件大小越
大。

从“模式”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选择 RGB 以使照片保持彩色模式，或使用“灰度”以将它
们自动转换为黑色和白色）。如果该文件具有嵌入的 ICC（国际色彩联盟）配置文件，
您可以从菜单中选择该配置文件。

5. 选择“禁止警告”以隐藏导入过程中的任何错误消息。

6. 单击“确定”以打开文件。

1.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文件”>“打开”。

2. 选择要打开的文件，然后单击“打开”。

3. 指定所需的尺寸、分辨率和模式。要保持同一高宽比，请选择“约束比例”。

4. 选择“消除锯齿”以尽量减少锯齿边缘，然后单击“确定”。

将 PDF 文件置于新的图层中

您可以将 PDF 文件中的页面或图像放进图像中的新图层中。 您无法编辑被置入图片中的文本或矢量数据，因为
被置入图片已被栅格化（位映射）。图片按其置入其中的文件的分辨率栅格化。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您要置入图片的图像。

2. 选择“文件”>“置入”，然后选择要置入的文件，并单击“置入”。

3. 如果您置入的是包含多页的 PDF 文件，请从提供的对话框中选择要置入的页面，然后单
击“确定”。

被置入图片出现在 Photoshop Elements 图像中心的定界框中。图片保留其原始宽高比；但
是，如果图片比 Photoshop Elements 图像更大，则调整其大小以适合。

4. （可选）通过将指针放在被置入图片的定界框中并进行拖动，重新调整被置入图片的位置。

5. （可选）执行下列一项或多项操作，以缩放置入的图片：

拖动定界框的角手柄或边手柄之一。

在“工具选项”栏中输入 W 值和 H 值，指定图形的宽度和高度。默认情况下，这些选项
使用百分比来表示缩放。但是，您可以输入其他度量单位（英寸、厘米或像素）。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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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图形的比例，请单击“约束比例”框。当图标具有白色背景时，此选项处于启用状态。

6. （可选）执行以下其中一项操作，以旋转放置的图片：

将指针定位在置入图片的定界框之外（此时的指针变成弯箭头），然后拖动。

在“工具选项”栏中，单击并拖动“角度”选项的指针。

7. （可选）通过按住 Ctrl（Mac OS 中的 Command）并拖动定界框的手柄以斜切置入的图
片。

8. 要在栅格化过程中混合边缘像素，请选择“消除锯齿”选项。在栅格化过程中，要在边缘像素
之间生成硬边过渡效果，请取消选择“消除锯齿”选项。

9. 要提交已置入的图稿到新的图层，请单击“提交”。

处理多个文件

“处理多个文件”命令可将设置应用于一个文件夹中的文件。如果您有带文档输入器的数码相机或扫描仪，也可以
导入和处理多个图像。（扫描仪或数码相机的软件驱动程序可能需要支持这些操作的取入增效工具模块。）

当对文件进行处理时，可以打开、关闭所有文件并存储对原文件的更改，或将修改后的文件版本存储到新的位置
（原始版本保持不变）。如果您要将处理过的文件存储到新位置，则可能希望在开始批处理前先为处理过的文件
创建一个新文件夹。

“处理多个文件”命令无法用于多页文件。

1. 选择“文件”>“处理多个文件”。

2. 从“处理文件来源”弹出式菜单中选择要处理的文件：

处理指定文件夹中的文件。单击“浏览”可以查找并选择文件夹。

处理来自数码相机或扫描仪的图像。

处理所有打开的文件。

3. 如果您希望处理指定文件夹的子目录中的文件，请选择“包括所有子文件夹”。

4. 对于“目标”，可单击“浏览”并选择用于存放已处理文件的文件夹位置。

5. 如果选择“文件夹”作为目标，则指定文件命名约定并选择处理文件的文件兼容性选项：

对于“重命名文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择元素，或在字段中输入要添加到所有文件的默
认名称的文本。通过这些字段，可以更改文件名各部分的顺序和格式。每个文件必须至
少有一个唯一的字段（例如，文件名、序列号或字母）以防止文件相互覆盖。起始序列
号为所有序列号字段指定起始序列号。如果您从弹出式菜单中选择“连续字母”，则对于
第一个文件，连续字母字段总是以字母“A”开头。

对于“兼容性”，选择“Windows”、“Mac OS”和“UNIX®”，以使文件名与 Windows、Mac
OS 和 UNIX 操作系统兼容。

6. 如果您希望每个处理过的图像被调整到统一大小，请选择“图像大小”下的“调整图像大小”。
然后键入照片的高度和宽度，并从“分辨率”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选择“约束比例”以保持宽
度和高度比例。

7. 要对图像应用自动调整，请从“快速修复”面板中选择一个选项。

8. 要将标签附加到图像，从“标签”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然后自定文本、文本位置、字体、大
小、不透明度和颜色。（要更改文本颜色，请单击色板，然后从拾色器中选择新的颜色。）

通过“水印”选项可以在图像上添加永久的可见水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本文。

9. 选择“记录处理文件时发生的错误”以将每个错误记录到文件中，而不停止处理过程。 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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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记录到文件中，则在处理完毕后将出现一条信息。要查看错误文件，请在运行“批处
理”命令之后，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它。

10. 单击“确定”以处理和存储文件。

关闭文件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选择“文件”>“关闭”。

选择“文件”>“关闭全部”。

2. 选择是否存储文件：

单击“是”存储文件。

单击“否”关闭文件而不存储。

选择“应用于全部”选项，将当前动作应用到正在关闭的所有文件。 例如，如果您选择
了“应用于全部”，然后单击“是”以保存第一个文件，则所有其他打开的文件将被保存，然
后关闭。

Adobe 另外推荐
将您的照片和视频导入 Elements Organizer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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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存盘、增效工具和应用程序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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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附加的增效工具文件夹

仅加载默认增效工具

应用程序更新

关于暂存盘

当您的系统没有足够内存以执行某个操作时，Photoshop Elements 将使用暂存盘。暂存盘是指具有空闲内存的
任何驱动器或驱动器的一个分区。默认情况下，Photoshop Elements 将安装了操作系统的硬盘驱动器用作主暂
存盘。

您可以更改主暂存盘，或指定其他暂存盘。 当主磁盘已满，将使用其他暂存盘。将您最快的硬盘设置为主暂存
盘。 确保磁盘有大量完整的可用空间。

为获得最佳性能，在指定暂存盘时请遵循下列原则：

不要在安装了 Photoshop Elements 或正在编辑的其他大型文件所在的物理驱动盘上创建暂
存盘。

不要在用于操作系统的虚拟内存的物理驱动盘上创建暂存盘。

在本地驱动盘上而非网络位置创建暂存盘。

在常规（不可删除）媒体上创建暂存盘。

Raid 磁盘/磁盘阵列非常适合用作专用的暂存盘卷。

定期清理放置暂存盘的驱动盘中的碎片。较好的选择是使用空驱动器或拥有大量未用空间的
驱动器，以避免碎片问题。

更改暂存盘

Photoshop Elements 需要连续的硬盘驱动器空间以创建暂存盘。经常清理硬盘驱动器碎片确保拥有连续可用空
间，尤其是包含有暂存盘的硬盘。Adobe 建议您使用磁盘工具，如 Windows 磁盘碎片整理程序，以定期整理您
的硬盘驱动器碎片。有关碎片整理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您的 Windows 文档。

1. 在 Windows 中，选择“编辑”>“首选项”>“性能”。在 Mac 中，选择“Photoshop
Elements”>“首选项”>“性能”。

2. 从暂存盘列表中选择所需磁盘（您可以指定最多 4 个暂存盘）。

3. 选择一个暂存盘并使用暂存盘列表旁边的箭头键重新安排暂存盘的使用顺序。

4. 单击“确定”，并重新启动 Photoshop Elements 使更改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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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效工具模块

Adobe Systems 和其他软件开发商为增加 Photoshop Elements 的功能而创建增效工具。您的程序附有许多导
入、导出和特效增效工具，它们位于 Photoshop Elements “增效工具”和“可选增效工具”文件夹中。

安装后，增效工具模块显示为：

添加至“导入或导出”菜单的选项
添加至“滤镜”菜单的滤镜，或，
“打开”和“另存为”对话框中的文件格式。

如果您安装了大量的增效工具，Photoshop Elements 可能无法将它们全部列出在各自合适的菜单中。如果发生
这种情况，新安装的增效工具将出现在“滤镜”>“其它”子菜单中。要避免加载增效工具或其文件夹，请在增效工具
名称、文件夹或目录的前面加上波形符 (~)。程序在启动时忽略带有波形符标记的文件。要查看有关已安装增效
工具的信息，请选择“帮助”>“关于增效工具”并从子菜单中选择一种增效工具。

要使用可选增效工具模块，请将“可选增效工具”文件夹中的增效工具模块复制到“增效工具”文件夹的相关
子文件夹中。然后安装增效工具模块，并重新启动 Photoshop Elements。

您可以选择附加的增效工具文件夹，其中可以加载随其他应用程序存储的兼容增效工具。您还可以为存储在系统
中其他文件夹下的增效工具创建快捷方式。然后，您可以将快捷方式或别名添加到增效工具文件夹，并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使用该增效工具。

安装增效工具模块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使用增效工具安装程序（如果提供）。

遵照增效工具随附的安装指导。

确保增效工具文件已解压，然后将它们复制到 Photoshop Elements 文件夹的相应增效
工具文件夹中。

选择附加的增效工具文件夹

您可以选择附加的增效工具文件夹，其中可以加载随其他应用程序存储的兼容增效工具。

1. 在 Windows 中，选择“编辑”>“首选项”>“插件”。在 Mac 中，选择“Photoshop
Elements”>“首选项”>“插件”。

2. 在“首选项”对话框中，选择“附加的增效工具文件夹”，再从列表中选择一个文件夹，然后单
击“选取”。

3. 要显示文件夹的内容，请双击目录。文件夹的路径将显示在首选项窗口中。

不要选择 Photoshop Elements 增效文件夹内部的位置。

4. 重新启动 Photoshop Elements 以加载增效工具。

仅加载默认增效工具

重启 Photoshop Elements 后，所有预安装的、第三方的、或位于附加增效工具文件夹的增效工具将被加载。要
仅加载 Photoshop Elements 随附的预安装插件，在启动软件时按住 Shift 键。系统询问时，在要求确认是否跳
过加载可选的和第三方增加工具的对话框上单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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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更新

应用"首选项"对话框的"更新

您可以决定在安装应用程序更新。在Photoshop Elements，当应用程序更新Adobe，则可以获得13， Premiere
Elements 13和Photoshop Elements，可以设置此选项该怎么办。

要访问更新对话框，按Ctrl/打开"对话框的Cmd + K，浏览到应用更新，然后进行选择:

请将自动下载并安装更新:下载一次可以可用更新并安装，则下重新启动应用程序。
更新时，可以利用时，请通知我:通知一次可以可用的用户更新应用程序。您可以选择延迟更
新或使用此通知开始更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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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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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颜色、饱和度和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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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饱和度和色相

调整皮肤的颜色

调整单独区域的饱和度

更改对象的颜色

精确转换为黑白

自动转换为黑白

添加黑白转换的自定预设

向灰度图像中添加颜色

调整饱和度和色相

色相/饱和度命令会调整整个图像或图像中单个颜色组件的色相（颜色）、饱和度（纯度）和亮度。

使用“色相”滑块添加特殊效果，给黑白图像上色（类似棕褐色效果）或更改一部分图像的颜色范围。

使用色相/饱和度命令更改图像中的颜色

A. 原图 B. 使用“着色”选项将整个图像更改为棕褐色 C. 在“编辑”菜单中目标为洋红色，并且使用“色相”滑块更改 

使用“饱和度”滑块使颜色更鲜明或者更柔和。例如，您可以通过使风景画里面的色彩变饱和使其增添色彩冲击
感。或调暗过于显眼的色彩，如人像画中一件鲜红的毛衣。

调整颜色饱和度之前和之后

将“亮度”滑块与其他调整功能结合使用以使图像的一部分变亮或变暗。请注意，不要将其用于整个图像，该调整
会减小整个色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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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饱和度或色相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选择“增强”>“调整颜色”>“调整色相/饱和度”。

选择“图层”>“新调整图层”>“色相/饱和度”，或打开现有色相/饱和度调整图层。

在对话框中显示有两个颜色条，它们以各自的顺序表示色轮中的颜色。上面的颜色条显
示调整前的颜色；下面的颜色条显示调整如何在完全饱和状态影响所有色相。

2. 在“编辑”下拉菜单中，选择要调整的颜色：

选择“全图”可以一次调整所有颜色。

为要调整的颜色选择列出的其他一个预设颜色范围。调整滑块出现在颜色条之间，您可
以使用它来编辑任何范围的色相。

3. 对于“色相”，输入一个值，或拖动滑块，直至出现需要的颜色为止。

文本框中显示的值反映像素原来的颜色在色轮中旋转的度数。正值表示顺时针旋转，负值表
示逆时针旋转。值的范围从 -180 到 +180。

4. 对于“饱和度”，输入一个值，或将滑块向右拖动增加饱和度，向左拖动减少饱和度。值的范
围从 -100 到 +100。

5. 对于“亮度”，输入一个值，或将滑块向右拖动增加亮度，向左拖动减小亮度。值的范围从 -
100 到 +100。对整个图像使用该滑块时要小心。 它将减小整个图像的色调范围。

6. 单击“确定”。或者，要取消更改并重新开始，请按住 Alt（在 Mac OS 中按住 Option）并单
击“复位”。

修改色相/饱和度滑块的范围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选择“增强”>“调整颜色”>“调整色相/饱和度”。

选择“图层”>“新调整图层”>“色相/饱和度”，或打开现有色相/饱和度调整图层。

2. 从“编辑”菜单中选择单个颜色。

3. 执行下列任意操作来调整滑块：

拖动其中一个三角形以调整颜色衰减的数量，而不影响范围。

拖动其中一个浅灰色条以调整范围，而不影响颜色衰减数量。

拖动灰色中心部分以移动整个调整滑块，从而选择不同的颜色区域。

拖动深灰色中心部分旁边的其中一个垂直白色条以调整颜色组件的范围。增加范围可降
低颜色衰减，反之亦然。

要将颜色条和调整滑块条一起移动，请在按住 Ctrl 的同时拖动（在 Mac 中，按住
Command 的同时单击）颜色条。

调整滑块

A. 调整颜色衰减而不影响范围 B. 调整范围而不影响颜色衰减 C. 调整颜色组件的范围 D. 移
动整个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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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褐色

玫瑰红

色温

如果您修改调整滑块，使它归入不同的颜色范围，则会反映在名称变化中。例如，如果
选择“黄色”并改变其范围以使其进入颜色栏的红色部分，则名称将变为“红色 2”。最多可
以将 6 个单独的颜色范围转换为同一颜色范围的变体（例如，“红色 1”到“红色 6”）。

默认情况下，在选择颜色组件时所选颜色范围是 30 度宽，即两头都有 30 度的衰
减。 衰减设置得过低会在图像中产生带宽。

4. 要通过从图像中选择颜色来编辑范围，请选择拾色器，然后单击图像。使用拾色器工具添加
到范围；使用拾色器工具从范围中减去。

当拾色器工具被选中时，您也可以按住 Shift 来添加到范围或按住 Alt（在 Mac OS 中按住
Option）从范围中减去。

调整皮肤的颜色

“调整皮肤的颜色”命令会调整照片中的整体颜色以呈现更自然的肤色。当您单击照片中皮肤的某个区
域，Photoshop Elements 将调整肤色以及照片中的所有其他颜色。您可以单独手动调整褐色和红色以获得最终
需要的颜色。

原图（上图）和调整肤色之后的图（下图）

1. 打开照片，然后选择需要校正的图层。

2. 选择“增强”>“调整颜色”>“调整皮肤的颜色”。

3. 单击皮肤区域。

Photoshop Elements 自动调整图像中的颜色。更改可能比较细小。

确保选中“预览”，以便可以看到颜色的变化。

4. （可选）拖动下列任何滑块对校正进行微调：

增加或减小肤色中褐色的级别。

增加或减小肤色中红色的级别。

更改肤色的整体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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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

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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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区

图像

5. 完成后，单击“确定”。要取消更改并重新开始，请单击“复位”。

调整单独区域的饱和度

海绵工具可更改区域的颜色饱和度。

通过用海绵工具擦除来增加饱和度

1. 选择海绵工具。

2. 在选项栏中设置工具选项:

增加或降低颜色饱和度。选择“加色”可增加颜色的饱和度。在灰度中，“加色”会增加对
比度。选择“去色”可减弱颜色的饱和度。在灰度中，“去色”会减小对比度。

设置画笔笔尖。单击取样画笔旁边的箭头，从“画笔”弹出式菜单选择画笔类别，然后
选择画笔缩览图。

以像素为单位设置画笔大小。拖动“大小”滑块或在文本框中输入大小。

设置饱和度更改速率。拖动“流量”弹出滑块或在文本框中输入值。

3. 拖动到要修改的图像部分上。

更改对象的颜色

“替换颜色”命令替换图像中的特定颜色。您可以设置替换颜色的色相、饱和度和亮度。

1. 选择“增强”>“调整颜色”>“替换颜色”。

2. 在图像的缩览图下面选择一个显示选项：

在预览框中显示蒙版，类似于黑白图像。

在预览框中显示图像。在使用放大的图像或仅有有限屏幕空间时，该选项非常有用。

3. 单击拾色器按钮，然后单击您想要改变的图像中或预览框中的颜色。使用拾色器 + 工具可
添加颜色，使用吸管 - 工具可去除颜色以使它们没有变化。

4. 拖动“模糊度”滑块可控制在选区中包含相关颜色的程度。

5.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指定新的颜色：

拖动“色相”、“饱和度”和“亮度”滑块（或在文本框中输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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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结果”框并在“拾色器”中指定一个新颜色，然后单击“确定”。

6. 要取消更改并重新开始，请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并单击“复位”。

精确转换为黑白

有关此过程的视频，请参阅 www.adobe.com/go/lrvid2325_pse9_cn。

“转换为黑白”命令允许您选择特殊的转换样式应用于图像。这不同于“去除颜色”命令，该命令自动为您转换为黑
白。

在“转换为黑白”对话框中，可用的图像样式帮助您比较并选择不同的转换预设。选择一种样式，然后使用可用滑
块微调转换。

转换为黑白

A. 显示原图和效果图 B. 选择样式 C. 调整强度 

1. 打开图像，然后选择区域或图层进行转换。如果不选择区域或图层，则将转换整个图像。

要在保留原始照片的同时试用黑白转换，请转换复制图层。

2. 选择“增强”>“转换为黑白”。

3. 选择一个可反映图像内容的样式选项（例如“人像”或“风景”）。

4. 拖动“调整强度”滑块，以调整红色、绿色、蓝色或对比度。

与红色、绿色和蓝色对应的“调整强度”滑块不会为图像着色；它们仅在新的黑白图像
中包括原始颜色通道中的或多或少的数据。

5. 要转换图像，请单击“确定”。要取消更改并重新开始，请单击“复位”。要关闭“转换为黑
白”对话框，请单击“取消”。

自动转换为黑白

“去除颜色”命令通过为 RGB 图像中的每个像素指定相同的红色、绿色和蓝色值转换为黑白。每个像素的整体亮
度保持不变。此命令与在“色相/饱和度”对话框中将“饱和度”设置为 -100 的效果相同。

1. 若要调整特定的图像区域，请使用其中的一个选择工具选中该区域。如果不选择任何区域，
则调整会应用于整个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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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增强”>“调整颜色”>“去除颜色”。

添加黑白转换的自定预设

通过编辑特定的文本文件，可以向黑白转换器中手动添加自定预设。

为转换为黑白添加自定预设是高级用户的任务。

1. 关闭 Photoshop Elements，并且导航到包含 bwconvert.txt 文件的文件夹。

在 Windows 中，[Photoshop Elements 11 安装目录]\Required\bwconvert.txt

在 Mac 中，/Applications/Adobe Photoshop Elements/Support
Files/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Editor.app/Contents/Required/bwconvert.txt。按住 Command 键并单击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然后选择“显示打包内容”。导航到文件夹
Contents/Required。

2. 在纯文本编辑器（如“记事本”）中打开 bwconvert.txt 文件。

3. 按照该文件中已有的预设执行同名转换，从而添加新的预设并为其指定唯一名称。

4. 存储文件（保留原始文件名）。

5. 启动 Photoshop Elements 并选择“增强”>“转换为黑白”以查看预设。

向灰度图像中添加颜色

您可以为整个灰度图像上色，或选择区域用不同的颜色上色。例如，您可以选择一个人的头发并将其着色为褐
色，然后在进行其他选择之后为人物的脸颊添加粉红色。

如果您上色的图像处于灰度模式，请在编辑器中选择“图像”>“模式”>“RGB 颜色”将其转换为“RGB”模式。

1. 选择“增强”>“调整颜色”>“调整色相/饱和度”或“图层”>“新建调整图层”>“色像/饱和度”处理调
整图层。

2. 选择“着色”。如果前景色不是黑色或白色，则 Photoshop Elements 会将图像转换成当前前
景色的色相。 每个像素的亮度值不会改变。

3. 如果愿意，可以使用“色相”滑块选择一种新的颜色。使用“饱和度”滑块调整饱和度。 然后单
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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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去除红眼

去除宠物眼效果

移动并重新定位对象  
移除污点和不需要的对象

修复大的不理想部分

校正相机失真

自动去除薄雾

手动去除薄雾

精确去除红眼

红眼是当您照片主体的视网膜被相机闪光灯照亮时发生的一个常见问题。 在昏暗的房间拍照时此问题更常见，因为主体的虹膜敞
开。为了避免红眼，请使用相机的减少红眼功能（如果相机具有此功能）。

要在将照片导入 Elements Organizer 时自动修复红眼，请在“获取照片”对话框中选择“自动修复红眼”。还可
以在“照片浏览器”中去除所选照片的红眼。

通过选择眼睛（上图）或单击眼睛（中图）更正红眼。

1. 要手动修复红眼，请在“快速”模式或 “专家”模式中选择“红眼去除”工具。

2. 在“工具选项”栏中，设置“瞳孔大小”和“变暗量”。

3. 在图像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单击眼睛的红色区域。

在眼睛区域上绘制选区。

释放鼠标按钮后，即从眼睛上去除红眼。

也可单击“红眼去除”工具选项栏中的“自动校正”自动修复红眼。

去除宠物眼效果

红眼去除工具可以去除眼睛的红色发光，造成红眼的原因是光的反射（由于环境光较暗或使用闪光灯所致）。对
于动物，眼睛发出白色、绿色、红色或黄色光，常用的红眼去除工具可能无法正确修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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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宠物眼效果的金毛猎犬（左）和应用了宠物眼工具后的效果（右）

要修复宠物眼效果，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快速或专家模式下，选择红眼去除工具。

2. 在工具选项栏中，选择“宠物眼”复选框。

3. 使用鼠标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在眼睛区域周围绘制矩形

单击图片中的眼睛

当您选中“宠物眼”复选框时，“自动校正”按钮被禁用。

移动并重新定位对象  

内容识别移动工具允许您选择照片中的对象，然后将它所选对象移动到其它位置或将其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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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

扩展

新选区

添加

减去

交集

（左侧）原始照片
（中间）风筝更靠近地面放置
（右侧）风筝已朝天空移得更高

1. 选择内容识别移动工具 。

2.  选择一种模式以指定您是想移动对象还是创建对象的副本。

使您能够将对象移动到图像中的其它位置。

使您能够复制对象多次。

3. 选择您要使用的类型：

在您要移动或扩展的对象周围拖动鼠标，创建新的选区。

您所做的任何选择都会添加到上一选择.

当您使用新选择覆盖现有选择时，重叠部分将被从最终选择中删除。

当您使用新选择覆盖现有选择时，将仅会选中新旧选择重叠的区域。

4. 在图像上拖动鼠标指针 ( )，选择要移动或扩展的对象。

在您要选择的对象周围拖动鼠标

5. 完成选择后，将对象移动到新位置。为此，请单击并拖动对象到一个新位置。

根据区域周围的图像内容，选定对象移离的区域会被自动填充。

6. 如果自动填充的区域显示不正确，请选择“对所有图层采样”复选框并调整修复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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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匹配

创建纹理

注意:

移除污点和不需要的对象

Photoshop Elements 有多个工具可用于去除您图像中的小缺陷，如污点或不想要的对象。

去除污点和小的不理想部分

污点修复画笔可以快速移去照片中的污点和其他不理想部分。您可以在污点上点按一次，或点按并拖动以消除区
域中的不理想部分。

使用污点修复画笔工具可以轻松地去除污点或不理想部分。

1. 选择“污点修复画笔”工具 。

2. 选择画笔大小。比要修复的区域稍大一点的画笔最为适合，这样，您只需单击一次即可覆盖
整个区域。

3. 在“工具选项”栏中选择下列“类型”选项之一。

使用选区边缘周围的像素来查找要用作选定区域修补的图像区域。如果此选项的
修复效果无法令人满意，请选择“编辑”>“撤销”，并尝试“创建纹理”选项。

使用选区中的所有像素创建用于修复区域的纹理。如果纹理不起作用，请尝试再次拖过该区

域。

单击“对所有图层采样”以将您的更改应用于所有图层。

4. 单击图像中要修复的区域或单击并在较大的区域上拖动。

通过内容识别修复删除不想要的对象

您可以删除照片中不想要的对象和人物而不破坏照片。使用“内容识别”选项和“污点修复画笔”工具，可去除照片
中的选定对象。Photoshop Elements 会比较附近的图像内容，不留痕迹地填充选区，同时保留让图像栩栩如生
的关键细节，如阴影和对象边缘。

使用内容识别填充删除不想要的对象（画笔）之前和之后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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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源

对齐

对所有图层取样

注意:

删除不想要的对象：

1. 选择“污点修复画笔”工具 。

2. 在“工具选项”栏中选择“内容识别”。

3. 涂掉要从图像中删除的对象。

污点修复功能对小对象最有用。如果您正在处理的图像很大且有不想要的大对象，请确保您采用的是高端计算机
配置。有关建议的计算机配置，可查看 PhotoShop Elements 系统要求。

如果在处理大图像时遇到问题，请尝试以下方法：

同时绘制更小画笔描边。

降低图像取样。

增加 RAM 分配并重新启动应用程序。

修复大的不理想部分

“修复画笔”可通过在上面拖动修复大型不理想区域。可以从统一背景中去除对象，例如，草地区域中的对象。

使用修复画笔之前和之后。

1. 选择修复画笔工具 。

2. 从“工具选项”栏中选择画笔大小并设置修复画笔选项：

决定源或图案与现有像素混合的方式。正常模式会将新的像素放置在原始像素之上。
替换模式在画笔描边的边缘保留胶片颗粒和纹理。  

设置用于修复像素的源。使用当前图像的像素取样。图案使用来自“图案”面板中指定的
图案的像素。

连续对像素进行取样，即使释放鼠标按钮，也不会丢失当前取样点。取消选择“对
齐”可在每次停止并重新开始绘画时使用初始取样点中的取样像素。

选择“对所有图层取样”可从当前图层、当前图层及其下方图层，或所有可
见图层中进行数据取样。

3. 将指针放置在任何打开的图像上，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并单击取样数据。

如果要从一幅图像中取样并应用到另一图像，则这两个图像的颜色模式必须相同，除
非其中一幅图像处于灰度模式。

4. 将图像拖过污点，使现有数据与取样数据混合。每次释放鼠标按钮时，取样像素都会与现有
像素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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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失真”

晕影量

晕影中点

垂直透视

水平透视

角度

缩放

如果要修复的区域边缘有强烈的对比度，则在使用修复画笔工具之前，请先建立一个选
区。让选区比要修复的区域大，但是精确地遵从对比像素的边界。在使用修复画笔工具
进行绘图时，选区会防止颜色从外部出血。

校正相机失真

“校正相机失真”对话框可用于修复常见的镜头失真问题，如由于镜头缺陷或不合适的镜头阴影造成的边缘变暗。例如，弱光下拍摄
的天空图片中，图像的各角可能会比中心较暗。更改晕影量和中间调设置可以修复失真。

使用透视控件修复由于相机在垂直或水平方向的倾斜造成的失真。旋转图像或修复图像透视以调整失真。校正相机失真的滤镜图像

网格可帮助您轻松精确地进行调整。

校正相机失真

1. 选择“滤镜”>“校正相机失真”。

2. 选中“预览”复选框。

3. 设置以下选项之一校正图像，然后单击“确定”：

校正镜头桶形或枕形失真。在框中键入数字或移动滑块，以便拉直向图像外侧
或向图像中心弯曲的水平线和垂直线。

设置沿图像边缘变亮或变暗的程度。在框中键入数字或移动滑块，以便使图像逐渐
着色。

指定受“数量”滑块影响的区域的宽度。移动滑块或键入较小的数字以影响更多的
图像部分。键入较大的数字只会影响图像的边缘。

校正由于相机向上或向下倾斜而导致的图像透视。在框中键入数字或使用滑块可
使图像中的垂直线保持平行。

在框中键入数字或使用滑块通过使图像中的垂直线保持平行来纠正透视。

旋转图像以针对相机歪斜加以校正，或在校正透视后进行调整。在框中键入数字或拖
动角度刻度盘，将图像向左（逆时针）或向右（顺时针）旋转。

向上或向下调整图像缩放。图像像素尺寸不会改变。在框中键入数字或使用滑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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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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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雾天气下拍摄的照片 照片采用去除薄雾处理以及其他曝光及对比度修改

除由枕形、旋转或透视校正而造成的图像空白区域。放大实际上将导致裁剪图像，并使插值
增大到原始像素尺寸。

选择时显示网格。取消选择时隐藏网格。

放大时显示距离更近的视图，缩小时显示距离更远的视图。

指定网格颜色。

自动去除薄雾
去除照片中的薄雾、雾气或烟雾

您可以去除照片中的环境或大气条件造成的潮湿效果，特别是风景照。使用“自动薄雾去除”功能，您可以减少薄
雾、雾气或烟雾造成的遮掩效果。

要使用“自动薄雾去除”功能：

将会处理图像并减轻薄雾或雾气效果。重复步骤 2 以进一步处理照片。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的“快速”或“专家”模式下打开一张照片。
2. 图像打开时，单击“增强”菜单 >“自动薄雾去除”。

自动薄雾去除功能更适用于未压缩的/原始图像。

手动去除薄雾
自动去除薄雾的备选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的“快速”或“增强”室中打开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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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增强”菜单 > “去除薄雾”。

3. 使用“去除薄雾”和“灵敏度”滑块实现您所需的正确薄雾去除级别。

应用的低级别的薄雾去除

应用了薄雾去除，直到图片更清晰

请记住，太频繁地使用任一滑块可能导致图像的对比度高或照片中小的不理想部分放
大。 操作两个滑块，直至获得正确的效果。

4. 使用“之前”/“之后”切换按钮以查看照片上的薄雾去除功能的效果。

5. 完成后，单击“确定”。要取消对图像进行的薄雾去除编辑，请单击“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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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

转到页首

画笔

大小

模式

强度

对所有图层取样

转到页首

模糊或柔化边缘

替换图像中的颜色

仿制图像或图像中的区域

Photomerge 脸部
Photomerge 曝光
Photomerge 样式匹配

模糊或柔化边缘

模糊工具通过减少细节来柔化图像中的硬边缘或区域。模糊繁杂的背景可使目标图像更加突出。还可以使用模糊滤镜达到此目的。

原始照片（左图）和模糊背景后的照片（右图）。

1. 选择模糊工具。

2. 在选项栏中设置选项：

从“画笔”弹出菜单中设置画笔笔尖。 对于更多的画笔形状，单击弹出窗口内的“画笔”下拉列表，然后选择一种画笔缩览图。

以像素为单位设置画笔大小。拖动“大小”滑块或在文本框中输入大小。

指定模糊的像素与图像中其他像素混合的方式。

指定每次描边时的模糊数量。

模糊所有可见图层。如果取消选择此选项，则模糊工具只模糊现用图层。

3. 在要进行模糊处理的图像部分上拖动。

替换图像中的颜色

颜色替换工具能够简化图像中特定颜色的替换。可以用不同的颜色（如红色）在目标颜色上绘画，例如，在图像中的黄色花朵上绘画。还可以使用颜
色替换工具校正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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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连续

连续

连续

一次

背景色板

转到页首

替换颜色

1. 选择“颜色替换”工具 （“颜色替换”工具是“画笔工具选项”栏的一部分）。

2. 从选项栏的“画笔”菜单中选择画笔笔尖。通常，对于“模式”，需要将混合模式设置为“颜色”。

3. 对于“限制”，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替换出现在指针下任何位置的样本颜色。

替换与紧挨在指针下的颜色连续的颜色。

4. 对于“容差”，指定较低的百分比可以替换与所单击像素非常相似的颜色，而增加该百分比可替换范围更广的颜色。

5. 要使所校正的区域具有平滑的边缘，请选择“消除锯齿”。

6. 选择必要的采样方法。 可用选项包括：

拖动颜色替换工具时连续对颜色进行取样。

在您开始拖动颜色替换工具时仅对颜色取样一次。

在包含背景颜色的区域上拖动颜色替换工具时将该区域替换。

7. 要替换不需要的颜色，请选择要使用的前景色。

8. 在图像中单击要替换的颜色。

9. 在图像中拖动可替换目标颜色。

仿制图像或图像中的区域

仿制图章工具用图样绘画，可以用来复制对象、去除图像不理想部分或在照片中的对象上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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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笔

对所有图层取样

不透明度

大小

模式

对齐

显示叠加

不透明度

已裁剪

自动隐藏

反相叠加

原始照片（上图）、用仿制图章工具添加两颗海星之后（中图）、用仿制图章工具去除一个人物之后（下图）。

1. 选择仿制图章工具。

2. （可选）在选项栏中设置选项：

设置画笔笔尖。单击取样画笔旁边的箭头，从“画笔”弹出式菜单选择画笔类别，然后选择画笔缩览图。

要从所有可见图层中取样（拷贝）数据，请选择“对所有图层取样”。要只从现用图层取样数据，则取消选择此选
项。

设置您绘画应用的不透明度。较低的不透明度设置会使像素低于显示的绘画描边。拖动滑块或输入不透明度值。

按像素设置画笔大小。拖动“大小”滑块或在文本框中输入大小。

决定源或图案与现有像素混合的方式。正常模式会将新的像素放置在原始像素之上。

开始绘画时用光标移动取样的区域，而不论停止和继续绘画的次数。如果要消除不需要的区域，如空中的电话线或扫描照片
中的裂缝，则选择此选项非常有用。如果取消选择“对齐”，则每次停止和继续绘画时，仿制图章工具应用最初取样点的取样区域。
取消选择此选项对于将图像的同一部分的多个副本应用于同一图像的不同区域或应用到其他图像时非常有用。

3. 单击仿制叠加，并设置以下选项：

选择显示覆盖，以使覆盖显示在画笔大小中。

要设置叠加的不透明度，请在“不透明度”文本框中输入百分比值。

要将叠加剪贴到画笔大小，请启用“剪贴”选项。

要在应用绘画描边时隐藏叠加，请选择“自动隐藏”。

要反相叠加中的颜色，请选择“反相”。

4. 将指针放置在任何已打开图像上要取样的部分，按住 Alt（在 Mac OS 中按住 Option）并单击。绘画时，该工具复制图像中此取
样点的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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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描边

显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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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用该工具拖动或单击进行绘画。

Photomerge 脸部

有关 Photomerge 功能的视频，请访问 www.adobe.com/go/lrvid2342_pse9_cn。

使用“Photomerge 脸部”组合多种脸部特征以创建一个合成的脸部。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选择要作为 Photomerge 脸部源图像的脸部图像：

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选择脸部图像照片。

打开脸部图像照片。

2. 选择“增强”>“Photomerge”>“Photomerge 脸部”。

3. 选取用作基本图像的脸部照片，然后将其从“照片箱”中拖动到“最终效果”窗口。

4. 单击“照片箱”中的另一个图像，然后单击“对齐”工具。在源图像和最终效果图像的眼睛和嘴上放置 3 个对齐标记，然后单击“对齐
照片”。

5. 单击“照片箱”中的其他照片（使用颜色标识以便进行跟踪）。使用“铅笔”工具标记要合并到最终照片中的区域。要微调最终图像，
请使用“铅笔”工具添加其他内容，或使用“橡皮擦”工具删除内容。

6. 设置以下内容：

单击此选项可显示您在源图像中标记的“铅笔”描边。

单击此选项可在最终图像中显示所选区域。

7. 单击“复位”可重新开始此过程，单击“完成”可完成 Photomerge 脸部，或单击“取消”可关闭 Photomerge 脸部。

“Photomerge 脸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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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merge 曝光

有关 Photomerge 功能的视频，请访问 www.adobe.com/go/lrvid2342_pse9_cn。

使用“Photomerge 曝光”有效处理曝光有问题的照片中的场景。可以将两张照片混合在一起，以获得曝光完美的照片。例如，如果您有一张背景中包含
窗户的照片，而希望获得一张具有以下属性的完美照片：

窗外景色曝光良好。

室内较暗物体曝光良好。

在这种情况下，您常常会获得以下效果：窗外的景色曝光过度或室内的物体曝光不足。

要确保获得完美的照片，请执行以下操作：

使用不同的曝光度，拍摄两张或更多同一场景的照片。为了获得最佳效果，请使用不同的曝光度值来拍摄照片，并尽量减少晃动。
例如：

可以打开闪光灯拍摄两张或更多照片，以正确曝光主体（即室内的物体）。

然后关闭闪光灯拍摄一张照片，以正确曝光背景（即窗外的景色）。

提示：可以使用相机中的包围式曝光功能，以使用不同的曝光设置多次拍摄同一主体。

混合照片，创建曝光完美的照片。

借助 Photomerge 曝光，可以将两张照片混合在一起，以获得曝光完美的照片。

可以采用以下模式完成 Photomerge 曝光：

自动模式

手动模式

要在使用自动模式时获得最佳效果，请使用通过包围式曝光拍摄的曝光度值各不相同的照片。要在使用手动模式时获得最佳效果，请使用开启和关
闭闪光灯时拍摄的照片。

Photomerge 曝光

自动 Photomerge 曝光

可以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选择所需照片，也可通过“照片箱”选择和取消选择照片。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选择至少两张（最多十张）照片，然后选择“增强”>“Photomerge”>“Photomerge 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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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混合

智能混合

高光

阴影

饱和度

注意:

显示描边

显示区域

注意:

通过“文件”〉“打开”打开所需文件。

a. i. 在“照片箱”中选择“显示打开的文件”以查看所有打开的文件。

ii. 在照片箱中选择至少两张（最多十张）照片。

iii. 选择“增强”>“Photomerge”>“Photomerge 曝光”。

Photoshop Elements 将显示选定的照片。

2. 在 Photomerge 面板中选择“自动”。

3.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此选项不允许更改 Photomerge 曝光设置。选择此选项显示合并的照片。

选择此选项时，可以使用滑块来调整设置。可以查看基于提供的设置而生成的最终照片。可以调整以下设置：

允许您增加或减少高光中的细节。

允许您使阴影变亮或变暗。

允许您更改颜色强度。

4. 获得所需效果后，单击“完成”以完成 Photomerge 曝光。

手动 Photomerge 曝光

对于 Photomerge 曝光，如果您使用的是打开闪光灯拍摄的照片，则默认模式为手动 Photomerge 曝光。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选择至少两张（最多十张）照片，然后选择“增强”>“Photomerge”>“Photomerge 曝光”。

通过“文件”〉“打开”打开所需文件。

a. i. 在“照片箱”中选择“显示打开的文件”以查看所有打开的文件。

ii. 在照片箱中选择至少两张（最多十张）照片。

iii. 选择“增强”>“Photomerge”>“Photomerge 曝光”。

Photoshop Elements 将显示选定的照片。

2. 在 Photomerge 面板中选择“手动”。

会将照片箱中的第一幅图像作为源照片显示。可以从照片箱中选择一幅图像作为最终照片。

3. 设置以下内容：

单击此选项可在源图像中显示您的“铅笔”描边。

单击此选项可在最终图像中显示所选区域。

4. 使用铅笔工具在当前的源图像中选择曝光区域。更改源照片，必要时从此照片中选择区域。

现在，可以查看将不同源照片中不同区域复制到最初选定的最终照片上面后的最终图像。

5. 使用透明度滑块更改选定区域的透明度，使其与背景适当混合。选择“边缘混合”，对混合边缘进行平滑处理。

透明度滑块仅对从当前显示的源图像中选择的区域有效。如果要更改从其他图像中选择的区域的透明度，请切换到相应的
源图像。它会记住特定图像使用的值。如果未更改滑块，则默认值设为 0。

6. 要校正多张照片的对齐方式，选择“高级选项”，然后单击“对齐工具”。在源图像和最终图像中分别放置三个标记，然后单击“对齐
照片”。单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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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

强度

清晰度

细节

样式橡皮擦

样式画笔

柔化描边

传递色调

Photomerge 样式匹配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3 和更高版本中不可用

如果您喜欢某图像的样式，可将其样式属性应用于其他图像。您可以在一组图像上工作、应用样式并选择更新具有产生最佳效果的样式的图像。

在多次应用样式后，其效果不会累积。仅保存最后一次应用的样式。

应用样式图像样式后的图像

1. 打开图像，并且选择“增强”>“Photomerge”>“Photomerge 样式匹配”

2. 在“样式箱”中，添加希望从其传递样式的图像。选择具有很强风格化属性和细节的图像。

您也可以从“样式箱”中显示的默认样式图像中选择图像。

3. 要应用图像的样式，请双击“样式箱”中的样式图像，或将“样式箱”中的图像拖至“样式图像”占位符。

4. 要优化图像，请使用“编辑”面板中的选项。

控制要传递的样式数量或强度。最大值表示您要您要传递样式图 100% 的样式。

提高风格化图像的局部对比度。强度渐变区域的对比度得到增强，提高了变暗区域的细节清晰度。

提高了图像的整体或全局对比度。

从特定图像区域中删除应用的样式。

将样式回添到删除应用样式的区域。

柔化由样式擦除和绘画引起的硬边缘。

传递样式图像的色调。例如，如果样式图像为黑色和白色或深褐色，并且您要应用“Photomerge 样式传递”的图像已着
色，请选择“传递色调”以将样式色调（黑色和白色或深褐色）传递到已着色的图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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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传递色调将原彩色图像转变为黑白图像

5. 单击“完成”，使用应用的样式更新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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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阴影和光

转到页首

使用智能画笔工具调整颜色和色调

应用智能画笔工具

关于色阶调整

改善阴影和高光细节

使用色阶调整阴影和亮度

调整所选区域中的亮度和对比度

使单独的区域快速变亮或变暗

对隔离区域快速加色或去色

使用智能画笔工具调整颜色和色调

“智能画笔”工具 和“细节智能画笔”工具将色调和颜色调整应用于照片的特定区域。某些效果也可以使用这些工具
来应用。 只需选择预设调整并应用校正。两个工具都会自动创建调整图层。该功能使您能够灵活地处理照片，
因为原始图像图层不会被修改。可以返回并调节调整，这样不会扔掉任何图像信息。

应用“智能画笔”工具时，它会根据颜色和纹理的相似性创建选区。 调整会同时应用于选定的区域。您可以调整阴
影、高亮、颜色和对比度。应用图片中对象的颜色、添加纹理、应用各种照片效果。

应用调整选区的智能画笔工具

1. 选择“智能画笔”工具。

2. 从“工具选项”栏中的预设下拉菜单选择一种效果，然后在图像中的对象上拖动鼠标至您想要
应用效果的地方。

您可以借助可用的预设选项使用智能画笔应用各种效果和样式。

然而，您无法更改效果的设置，因为具有效果的图层是像素图层，而不是调整图层。

现在有一组功能强大的新预设可用，在“智能画笔”的“纹理”类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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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理”选项

这 15 个新的预设帮助给您的图像提供以下效果：

增强单调和乏味的背景。

为图像中的衣服/纺织品创建光泽效果。

将花卉图案添加到图像中的服装上。

将设计师图案添加到图像中的墙壁或背景中。

使用“细节智能画笔”工具可以将调整涂抹到照片的特定区域，就像使用上色工具一样。该工具帮助您使用图案和
效果预设调整细节。在小区域中上色和应用预设的操作更加精确。从下拉列表中单击一种效果，然后涂抹到相应
区域以应用效果。有多种画笔可选。选项栏中提供画笔尺寸和形状设置。

但是它也可以像选区工具一样工作；您可以单击选项栏中的“细化边缘”来修改选区形状和大小。要从选区中删除
区域，请单击“从选区删除区域”画笔。

这两种画笔工具都可以添加到正在调整的区域，或从该区域减去。您也可以将多个调整预设应用于照片。每个预
设调整应用于其自身的调整图层。可以为每个校正分别调节设置。

当进行校正时，在第一次应用调整的地方会出现一个图钉。图钉为特定的调整提供参考。当应用另一个调整预设
时，会出现一个新图钉。使用该功能可以更加轻松地修改特定校正，尤其是在应用不同的调整时。

应用调整描边的细节智能画笔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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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应用智能画笔工具

1. 从工具箱中选择“智能画笔”工具或“细节智能画笔”工具。

弹出式面板打开，其中显示调整预设。

2. 从“工具选项”栏的预设下拉菜单中选择一种效果。

从弹出式面板菜单中选择选项以查看不同的调整组。有关配置弹出式模板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关于预设。

3. （可选）通过执行下列操作之一调整画笔工具的大小和品质：

如果已选择“智能画笔”工具，则打开选项栏中的“画笔”选取器并调整设置。

如果已选择“细节智能画笔”工具，则从画笔预设弹出式面板中选择预设画笔笔尖。然后
在选项栏中调整画笔大小设置。

4. 在图像中涂抹或拖动工具。

校正应用于其自身的调整图层，并在第一次应用“画笔”工具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彩色图钉。

5. （可选）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将当前的调整添加到更多照片区域，请在图像中涂抹或拖动。如有必要，确保“添加到
选区”已选中。

要删除一部分当前调整，请选择“从选区中减去”并在图像中涂抹。

要应用其他调整类型，请选择“新建选区”，并从弹出式面板中选择预设，然后在图像中
涂抹。

要使选区边缘变得平滑，请单击选项栏中的“调整边缘”，并在对话框中调整设置，然后
单击“确定”。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羽化和消除锯齿功能平滑选区边缘。

如果使用工具箱中的其他工具，然后返回到“智能画笔”工具或“细节智能画笔”工具，
则现用调整为最后的调整。

6. （可选）如果有多次调整，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选择要添加、减去或修改的调整：

单击图钉。

右键单击照片，并选择在菜单底部列出的调整。

修改智能画笔工具校正设置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在图像中，右键单击图钉或现用选区并选择“更改调整设置”。

在“图层”面板中，双击特定调整图层的图层缩览图。

双击图钉。

2. 在对话框中调整设置，然后单击“确定”。

更改智能画笔工具校正预设

1. 单击图钉或现用选区，然后打开选项栏中的预设弹出式面板。

2. 从弹出式面板中选择调整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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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智能画笔工具校正

右键单击图钉或现用选区并选择“删除调整”。

在“图层”面板中，也可以通过删除特定调整图层来删除“智能画笔”工具校正。

智能画笔弹出式面板

Photoshop Elements 允许您使用“智能画笔”工具 和“细节智能画笔”工具 应用许多不同的预设调整。可以
从选项栏的预设弹出式面板中选择调整。和所有的弹出式面板一样，可以对“智能画笔”预设弹出式面板进行配
置。使用面板菜单可使调整显示为缩览图或在列表中显示。还可以将选取器拖动到选项栏之外，使其可以在工作
区中的指定位置浮动。

特定的调整组或所有调整都可以通过从面板左上角附近的菜单中选择来进行查看。色调和校正的调整范围。

关于色阶调整

“色阶”对话框是一个功能强大的色调和颜色调整工具。您可以在整个图像或所选部分上调整色阶。 （要访问该对
话框，请选择“增强”>“调整光照”>“色阶”。）

您可以使用“色阶”对话框执行下列任意操作:

“色阶”对话框

A. 要调整颜色的通道 B. 阴影值 C. 中间色调 D. 高光值 

设置阴影和高光值，以确保图像使用完整的色调范围。

调整图像中间色调的亮度，而不影响阴影和高光值。

通过使灰度为中性来解决色偏问题。也可以通过略微添加一些色偏（例如，添加日落时的温
暖效果）来增强图像。

如果准备将图像用于商业打印，则目标应为阴影和高光 RGB 值。

当使用“色阶”时，可以直接处理图像像素，也可以通过调整图层进行处理。调整图层从以下几个方面为您提供了
灵活性：

通过双击调整图层重新打开“色阶”对话框可以随时进行调整。

可以在“图层”面板中降低调整图层的不透明度减小调整的效果。

可以堆叠调整图层以进行多个调整，并且由于太多连续的调整，图像品质并不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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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阴影变亮

使高光变暗

中间调对比度

转到页首

可以使用调整图层的图层蒙版将调整限制在图像的某个部分。

改善阴影和高光细节

1. 选择“增强”>“调整光照”>“阴影/高光”。

2. 拖动任何一个调整滑块或在文本框中输入值，然后单击“确定”。

使照片中的暗区变亮并显示在图像中捕捉的更多阴影细节。

使照片中的亮区变暗，并显示图像中捕捉的更多高光细节。照片中的纯白色区
域没有任何细节，因此不会受到该调整的影响。

提高或降低中间色调的对比度。如果调整阴影和高光之后，图像对比度看起
来不合适，请使用该滑块。

要使图像复位到打开该对话框时的外观，请按住 Alt（在 Mac OS 中按住 Option）并单
击“复位”。

调整阴影和高光之前（上图）以及调整阴影和高光之后（下图）。调整脸部柔化并显示太阳
镜后面的更多细节。

使用色阶调整阴影和亮度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选择“增强”>“调整光照”>“色阶”。

选择“图层”>“新建调整图层”>“色阶”，或打开现有的色阶调整图层。

2. 从“通道”菜单中选择 RGB。当设置为 RGB 时，您的调整会影响所有 3 个（红色、绿色和
蓝色）通道。如果您处理的是灰度图像，则只有灰色通道。

3. 将黑色和白色“输入色阶”滑块（直方图正下方的左右滑块）拖向直方图任何一端上第一组像
素的边缘来设置阴影和高光值。也可以直接在第一个和第三个“输入色阶”文本框中输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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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高光滑块拖向左侧使照片变亮。

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的同时拖动阴影滑块，查看哪些区域将剪切成黑色
（色阶 0）。按住 Alt（在 Mac OS 中按住 Option）的同时拖动高光滑块，查看哪些区
域将剪切成白色（色阶 255）。彩色的区域显示各个通道中的剪切。

4. 要调整中间色调的亮度，而不影响阴影和高光值，请拖动灰色“输入色阶（中间）”滑块。也
可以直接在中间的“输入色阶”文本框中输入值。（值 1.0 表示当前未调整的中间调值。） 单
击“确定”。

可以看到在“直方图”面板中反映的调整。

您可以单击“自动”将高光和阴影滑块自动移动到每个通道中的最亮点和最暗点。这与
使用“自动色阶”命令相同，并且可能会造成图像的颜色变化。

调整所选区域中的亮度和对比度

亮度/对比度命令最适合于所选的图像部分。使用此命令来调整整个图像的亮度或减少图像的对比度。色阶和阴
影/高光命令是调整色调的最佳选择。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选择“增强”>“调整光照”>“亮度/对比度”以直接调整图像像素。

选择“图层”>“新建调整图层”>“亮度/对比度”来调整图层。

2. 拖动滑块以调整亮度和对比度，然后单击“确定”。

向左拖动可降低亮度和对比度；向右拖动可增加亮度和对比度。每个滑块右边的数值显示亮
度或对比度值。

使单独的区域快速变亮或变暗

“减淡”工具和“加深”工具可以使图像的区域变亮或变暗。可以使用“减淡”工具呈现阴影中的细节，而使用“加深”工
具来呈现高光中的细节。

89



画笔弹出式菜单

大小

范围

曝光度

转到页首

画笔弹出式菜单

大小

模式

流量

原始图像（左图）、使用“加深”工具后（中上图）和“减淡”工具后（右下图）

1. 选择减淡工具或加深工具。如果没有看到这些工具，请查找“海绵”工具。

2. 在选项栏中设置工具选项:

设置画笔笔尖。单击取样画笔旁边的箭头，从“画笔”弹出式菜单选择画笔
类别，然后选择画笔缩览图。

以像素为单位设置画笔大小。拖动“大小”滑块或在文本框中输入大小。

设置工具可调整的图像色调范围。选择“中间调”以更改灰阶中间范围，选择“阴影”以更
改暗区以及选择“高光”以更改亮区。

设置每次描边时的工具效果。较高的百分比可以增加效果。

提示：要使区域逐渐减淡或加深，请使用低曝光度值来设置工具，并在要校正的区域上多次
拖动。0

3. 拖动到要修改的图像部分上。

对隔离区域快速加色或去色

“海绵”工具可以对图像的区域加色或去色。可以使用“海绵”工具使对象或区域上的颜色更鲜明或更柔和。

1. 选择海绵工具。如果没有看到“海绵”工具，请查找“减淡”工具 或“加深”工具 。

2. 在选项栏中设置工具选项。

设置画笔笔尖。单击取样画笔旁边的箭头，从“画笔”弹出式菜单选择画笔
类别，然后选择画笔缩览图。

以像素为单位设置画笔大小。拖动“大小”滑块或在文本框中输入大小。

设置是加色还是去色。

设置每次描边时的工具强度。在“加色”模式下，较高的百分比可以增加饱和度。在“去
色”模式下，较高的百分比可以增加去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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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

返回页首

向左旋转 90 度、图层向左旋转 90 度或选区向左旋转 90 度

向右旋转 90 度、图层向右旋转 90 度或选区向右旋转 90 度

旋转 180 度、图层旋转 180 度或选区旋转 180 度

自定

水平翻转、水平翻转图层或水平翻转选区

垂直翻转、垂直翻转图层或垂直翻转选区

返回页首

旋转或翻转一个项目

自由旋转项目

缩放项目

倾斜或扭曲项目

将透视应用至项目

自由变换项目

将变换应用至背景图层

旋转或翻转项目

可以旋转或翻转选区、图层或整个图像。确保根据要旋转或翻转的项目选择校正命令。

1.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要旋转或翻转的照片、图层、选区或形状。
2. 选择“图像”>“旋转”，然后从子菜单中选择下列命令之一：

将照片、图层或选区逆时针旋转四分之一周。（只有在图像中具有现
用选区时，旋转选区才可用。）

将照片、图层或选区顺时针旋转四分之一周。

将照片、图层或选区旋转半周。

按指定量旋转项目。如果选择此选项，请输入要旋转项目的角度以及旋转方向。

注：正数则顺时针旋转对象，负数则逆时针旋转对象。

完成后，请单击“确定”。

水平翻转照片、图层或选区。

垂直翻转照片、图层或选区。

旋转图像

自由旋转项目

使用“自由旋转图层”和“自由旋转选区”命令，可以将项目旋转任意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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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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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返回页首

注：

使用“自由旋转图层”命令拉直图像并单击“提交”按钮应用旋转。

1.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要旋转的图层或选区。
2. 选择“图像”>“旋转”>“自由旋转图层”或“自由旋转选区”。图像上会出现定界框。

如果您选择的图像是“背景”图层（如从相机或扫描仪导入的照片），则可以选择将其转变成常规图层，以便对其进行变换。

3. （可选）要更改项目的旋转点，请单击选项栏中参考点定位器  上的方形。
4.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指定旋转量：

单击并拖动定界框底部的旋转手柄。光标在手柄上方移动时将变为同心箭头。要将旋转约束在 15 度增量，请在拖动时按住
Shift。

在选项栏的“设置旋转”文本框  中键入 -180（最大逆时针旋转）和 180（最大顺时针旋转）之间的旋转角度值。

5.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应用变换，请在定界框内双击，单击“提交”按钮  或按下 Enter。

要取消变换，请单击“取消”按钮  或按下 Esc。

缩放项目

1.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要缩放的照片、图层、选区或形状。
2. 选择“图像”>“调整大小”>“缩放”。

如果您选择的照片是“背景”图层（如从相机或扫描仪导入的照片），则可以选择将其转变成常规图层，以便您变换它。

3. 执行下列任意操作，指定缩放量：
缩放时要保持相对的比例（避免图像扭曲），请选择“约束比例”，然后拖动角手柄。或者，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
的同时拖动角手柄。

要仅缩放高度或宽度，请拖动边手柄。

在选项栏中分别输入“宽度”、“高度”的百分比或两者均输入。

4.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应用变换，请在定界框内双击，单击“提交”按钮  或按下 Enter。

要取消变换，请单击“取消”按钮  或按 Esc。

倾斜或扭曲项目

倾斜是对项目应用垂直或水平倾斜。扭曲用于伸展或压扁项目。

1.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要变换的照片、图层、选区或形状。
2. 选择“图像”>“变换”>“倾斜”或“图像”>“变换”>“扭曲”。如果使用选定的形状工具变换形状，请选择“图像”>“变换形状”>“倾斜”或“图
像”>“变换形状”>“扭曲”。

如果您选择的照片是“背景”图层（如从相机或扫描仪导入的照片），则可以选择将其转变成常规图层，以便您变换它。

3. 拖动手柄以倾斜或扭曲定界框。
4.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应用变换，请在定界框内双击，单击“提交”按钮  或按下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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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取消变换，请单击“取消”按钮  或按下 Esc。

将透视应用于项目

应用透视可创建三维效果的对象外观。

原始图像（左图）和应用透视后的图像（右图）。

1.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您要变换的项目。
2. 选择“图像”>“变换”>“透视”。如果用选择的形状工具变换形状，请选择“图像”>“变换形状”>“透视”。

如果您选择的照片是“背景”图层（如从相机或扫描仪导入的照片），则可以选择将其转变成常规图层，以便您变换它。

3. 在定界框上拖动角手柄以应用透视。
4.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提交变换，请在定界框内双击，单击“提交”按钮 ，或按下 Enter。

要取消变换，请单击“取消”按钮  或按下 Esc。

自由变换项目

“自由变换”命令可以一步应用各种变换（旋转、缩放、倾斜、扭曲和透视）。不必选择其他命令，您只需在键盘上按下一个键，即可在变换类型之间进
行切换。

1.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您要变换的项目。
2. 选择“图像”>“变换”>“自由变换”。如果要变换形状，请选择“图像”>“变换形状”>“自由变换形状”。

如果您选择的照片是“背景”图层（如从相机或扫描仪导入的照片），则可以选择将其转变成常规图层，以便您变换它。

3. （可选）要更改项目的旋转点，请单击选项栏中参考点定位器  上的方形。
4. 执行下列操作中的一个操作或多个操作以变换对象：

要缩放对象，请拖动定界框上的任意手柄。要按比例缩放宽度和高度，请在拖动角手柄时按下 Shift 或在选项栏中选择“约束比
例”，然后拖动角手柄。

要旋转对象，请将指针移动到定界框的外侧并拖动。将指针放置在定界框外侧时，指针会变成弯曲的双向箭头 。按 Shift 并
拖动可将旋转约束为按 15 度增量进行。

若要扭曲，请在按住 Ctrl（Mac OS 中的 Command）的同时拖动任何手柄。当放置到手柄上方时，指针会变为灰色箭头 。

要倾斜对象，请按 Ctrl+Shift 组合键（Mac OS 中的 Command+Shift 组合键）并在定界框的任一侧中部拖动手柄。当放置到
边手柄上时，指针变为带一个小双向箭头的灰色箭头 。

要应用透视，请按 Ctrl+Alt+Shift 组合键（Command+Option+Shift 组合键）并拖动角手柄。当放置在角手柄上方时，指针变
为灰色箭头 。

5.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提交变换，请在定界框内双击，然后单击“提交”按钮  或按下 Enter。

要取消变换，请单击“取消”按钮  或按下 Esc。

将变换应用于背景图层

将变换应用于“背景”图层之前，需要将其转换为常规图层。

1.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图层”面板中的“背景”图层。
2. 转换背景。
3. 应用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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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剪

转到页首

无限制

使用照片比例

裁剪图像

裁剪到选区边界

自动裁剪建议

使用导线以获取更好的裁剪结果

使用切割器工具

更改画布大小

拉直图像

划分包含多张照片的扫描图像

裁剪图像

裁剪工具可去除图像中裁剪选框或选区周围的部分。对于移去分散注意力的背景元素以及创建照片的焦点区域而
言，裁剪功能非常有用。默认情况下，裁剪照片后，照片的分辨率与原始照片的分辨率相同。使用“照片比例”选
项可以在裁剪照片时查看和修改照片的大小和分辨率。如果使用预设大小，则会改变分辨率以适合预设。

裁剪照片以去除某些分散注意力的背景。

1. 选择裁剪工具 。

2. 从“工具选项”栏中，选择符合您要求的裁剪导线。您可以从“三分法则”、“网格”、“黄金比
例”中选择其一，或者不选。有关裁剪导线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本文中利用导线达到更好的
裁剪结果部分。

3. 如果不使用原始照片的分辨率，则从“长宽比”菜单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或在选项栏中的“宽
度”和“高度”框中指定新的自定值。

可以将图像大小调整为任意尺寸。

裁剪时显示照片的原始长宽比。“宽度”和“高度”框显示裁剪图像所使用的值。
使用“分辨率”框可以更改图像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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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大小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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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裁剪照片的预设大小。如果想要最后输出为特定大小，例如 4 x 6 英寸以适
合图片框架，则选择该预设大小。

指定“宽度”和“高度”框中的值时，“长宽比”菜单会变为“自定义”。

4. 拖动要保留的图像部分。释放鼠标按钮时，裁剪选框显示为在角上和两边带手柄的定界框。

5. （可选）通过执行下列操作之一调整裁剪选框：

要更改预设大小或长宽比，请从选项栏的“长宽比”菜单中选择新的值。

要将选框移到其他位置，请将指针放在定界框中单击并点击拖动或使用箭头键移动选
框。

要调整选框的大小，请拖动手柄。（如果从“长宽比”菜单中选择“无限制”，则可以通过
按住 Shift 拖动角手柄缩放来限制比例。）

要互换“宽度”和“高度”值，请单击选项栏中的“互换”图标 。

要旋转选框，请将指针放在定界框外（指针变为弯曲的箭头 ），并拖动。（对于处
于位图模式的图像，无法旋转裁剪选框。）
注意：可以通过更改“裁剪”工具首选项来更改颜色和裁剪屏蔽（图像周围的裁剪区域）
的不透明度。选择“编辑”>“首选项”>“显示与光标”，并在“首选项”对话框的“裁剪工具”区
域中指定新的“颜色”和“不透明度”值。如果不想在裁剪时看到带颜色的屏蔽，请取消选
择“使用屏蔽”。

6. 单击选框右下角的绿色“提交”按钮 ，或双击定界框完成裁剪。如果要取消裁剪操作，请单

击红色的“取消”按钮 或按下 Esc。

单击“提交”按钮以接受裁剪。

裁剪到选区边界

使用“裁剪”命令，可以去除当前选区以外的区域。在裁剪到选区边界时，Photoshop Elements 将图像裁剪为包
含选区的定界框。（不规则形状的选区，例如，那些使用套索工具建立的选区，裁剪成包含该选区的矩形定界
框。）如果未先建立选区而使用“裁剪”命令，则 Photoshop Elements 从距每个可见边缘 50 个像素的位置裁剪
图像。

1. 使用任意选择工具，例如“矩形选框”工具 ，以选择需要保留的图像部分。

2. 选取“图像”>“裁剪”。

自动裁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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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hotoshop Elements 13 中推出

裁剪工具和技术是照片编辑工作流程的重要部分。自 Photoshop Elements 13 起，裁剪工具自动显示四个可立
即使用的建议。您可以从中选择一个最适合您需要的裁剪建议。您也可以在采用四个建议之一或拒绝所有四个建
议之后根据需要继续裁剪。

原始图像

Photoshop Elements 13 推荐的四个建议

使用自动裁剪建议：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3 中打开照片。
2. 选择裁剪工具。在工具选项框中可以看到显示自动建议的四个缩略图。
3. 单击您认为最适合的缩略图。但是，当您从工具选项中的下拉框选择不同长宽比时，可以看
到更多建议。

将鼠标指针悬停在“工具选项”框中的建议上，将显示特定裁剪建议的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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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法则

网格

黄金比例

无

转到页首

使用导线以获取更好的裁剪结果

裁剪工具中提供下列叠加选项：

分别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将图片分为三部分（等距线条），总共分为九部分，从而提供视觉参考以帮
助更好地进行裁剪。您可以提交或取消裁剪建议。裁剪叠加是根据选项栏中的“宽”和“高”选项确定的。例如，您
的主要对象（树木、人物或动物）可以位于和其中一条水平线对齐的画面的三分之二处。

在图像上创建网格导线。在裁剪图像前使用网格定位对象。

黄金比例为设置对象在照片中的位置提供了指导。沿着网格的线条和交汇点确定照片中对象的位置，
使照片具有更好外观。借助黄金比例网格，您可以确定图像重要部分的位置。例如，处于聚焦点的一只眼睛或一
件装饰品或一片叶子将在网格中以同心圆突出显示。

使用“互换”高度和宽度图标旋转网格。根据裁剪框的（高或宽），将显示垂直或水平选项。
在“工具选项”栏中，单击“翻转”以便水平或垂直翻转黄金比例网格。黄金比例裁剪可以顺时针旋转或逆时针旋
转。翻转按钮的行为是：

如果在裁剪选项栏中，裁剪尺寸是宽度大于高度，则将显示水平翻转（以图形显示）按钮。

如果在裁剪选项栏中，裁剪尺寸是宽度小于高度，则将显示垂直翻转（以图形显示）按钮。

定界框内部未显示裁剪导线覆盖。

使用切割器工具

切割器工具可以将照片裁剪成所选择的形状。在照片中拖动该形状后，可以移动定界框并调整定界框的大小，直
至获得所要的区域。

使用切割器工具将照片裁剪成有趣的形状。

1. 选择“切割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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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约束

定义的比例

定义的大小

固定大小

从中心

羽化

裁剪

转到页首

2. 在“工具选项”栏内单击“切割器”弹出菜单，并选择一种形状。要查看其他库，请从“形状”下
拉列表中选择不同的库。

3. 双击一个形状以选择该形状。

4. 设置形状选项：

绘制任意大小或尺寸的形状。

按比例保留裁剪形状的高度和宽度。

将照片裁剪为所选形状的实际大小。

指定已完成形状的精确尺寸。从您提供的高度和宽度设置中选择测量值。

从中心绘制形状。

确定完成形状的边缘的柔和程度。羽化可以柔化裁剪图像的边缘以使边缘渐隐并与背
景混合。

选择修剪图像到包含创建形状的定界框。

5. 在图像中拖动以创建形状的边界并将其移动到图像上期望的位置。

6. 单击“提交”按扭 , 或按下 Enter 完成裁剪。如果要取消裁剪操作，请单击“取消”按钮 或
按下 Esc。

更改画布大小

画布是现有图像周围的工作区，位于图像窗口内。它是图像的整个可编辑的区域。 您可以在图像的任何一侧增
加或减少画布的大小。添加的画布显示在背景图层上当前选择的背景色中（默认情况下），或画布尺寸窗口中的
选择的画布扩展色。在其他图层中，添加的画布是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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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画布大小可为带颜色的边框留出空间。

1. 选择“图像”>“调整大小”>“画布大小”。

2.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在“宽度”和“高度”框中，输入新画布的完整尺寸。从邻近的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度量
单位。

选择“相对”并输入希望画布大小增加或减少的数量。输入负数将减小画布大小。如果要
将画布增加指定的数量，如每边增加 2 英寸，则使用此选项。

3. 单击锚点图标上的箭头符号指定现有图像将在新画布上所处的位置。

4. 要更改所添加画布的颜色，请从“画布扩展颜色”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然后单击“确定”。

拉直图像

摄像头晃动可能导致图像对齐不当。例如，日落图片中的水平线可能不完全水平。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
您可以重新对齐照片使地平线完全水平。 您可以使用拉直工具 (P) 垂直或水平重新对齐图像。如有必要，也可选
择自动调整大小或裁剪画布以适应图像的拉直。

在“快速”模式中，采用拉直工具 (P)，只要沿地平线（如果可见）绘制一条线。 如果不可
见，则绘制一条您认为必须代表照片水平轴的线。
照片被拉直，并且根据所选的选项，将自动填充创建的任何空边缘。

在“专家”模式中手动拉直图像

1. 选择“拉直”工具。

2. 从可用的选项按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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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或缩小画布以适合

裁剪以删除背景

裁剪为原始大小

注意:

调整画布的大小以适合旋转后的图像。拉直会造成图像的各个角落
在当前画布之外。拉直的图像将包含空白背景的区域，但没有剪切像素。

裁剪图像以删除在拉直后可见的任意空白背景区域。将剪切一些像素。

使画布与原始图像具有相同的大小。拉直的图像将包括空白背景区域，因
此将剪切一些像素。

拉直并裁剪以删除背景

启用“旋转所有图层”选项时，将启用三个拉直选项。

3. 要拉直图像，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水平对齐，请沿应为水平的边缘绘制一条线。例如，您的火车图像的地平线可能未正
确对齐。绘制一条与火车平行的水平线。

要垂直对齐，请沿应为垂直的边缘绘制一条线。例如，您的塔图像可能未正确对齐。绘
制一条与塔平行的垂直线。

自动填充空边缘

拉直工具包含一个增强选项，可智能地自动在边缘中填充相关图像数据，而不是填充背景颜色或透明像素。

“自动填充边缘”选项仅可在“扩大”或“缩小”和“原始大小”模式中可用。 在您绘制一条线以启用图像拉直之前，先选
择“自动填充边缘”复选框。 在绘制此线条时，沿照片边缘创建的任何空白会以自动和智能方式填充。

手动拉直图像 在“快速”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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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画布大小

保持图像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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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拉直”工具。

2. 从可用的选项按钮选择：

调整画布的大小以适合旋转后的图像。拉直会造成图像的各个角落在当前画
布之外。拉直的图像将包含空白背景的区域，但没有剪切像素。

调整图像大小以去除在拉直后变得可见的任何空白背景区域。将裁剪一些像
素。

3. 要拉直图像，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水平对齐，请沿应为水平的边缘绘制一条线。例如，您的火车图像的地平线可能未正
确对齐。绘制一条与火车平行的水平线。

要垂直对齐，请沿应为垂直的边缘绘制一条线。例如，您的塔图像可能未正确对齐。绘
制一条与塔平行的垂直线。

自动填充空边缘

拉直工具包含一个增强选项，可智能地自动在边缘中填充相关图像数据，而不是填充背景颜色或透明像素。

在绘制直线以启用图像拉直之前，请选中“自动填充边缘”复选框。 在绘制此线条时，沿照片边缘创建的任何空白
会以自动和智能方式填充。

自动拉直图像

要自动拉直图像并在图像周围留出画布，请选择“图像”>“旋转”>“拉直图像”。拉直的图像将
包含空白背景的区域，但没有剪切像素。

要自动拉直和裁剪图像，请选择“图像”>“旋转”>“拉直并裁剪图像”。拉直的图像将不包含空
白背景区域，但会剪切一些像素。

划分包含多张照片的扫描图像

如果在平台式扫描仪上一次扫描多张图片，则可以将扫描的图像自动划分和拉直到其组件照片中。照片之间必须
具有清晰的分隔。

将从一个页面扫描的图像分为三张单独的图像

选择“图像”>“划分扫描的照片”。 Photoshop Elements 将自动划分图像并将每张照片放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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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的文件中。

对于白色边框的图像（明亮天空、雪等图像），如果用一张黑色的纸张覆盖住扫描仪上
的图像，此命令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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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merge 合成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3 中推出

Photomerge 合成功能允许您替换图像的部分区域。例如，您可以更改图像的背景。您需要两个图像 - 源图像和目标图像。您可以在源图像中选择某个
区域裁剪下来，然后粘贴到目标图像。

1. 打开两个图像（源和目标图像），单击“增强”> Photomerge >“Photomerge 合成”。

2. 做出选择。有三种选择方法：“快速选择”、“编辑选择内容”和“形状轮廓”。

注意：“形状轮廓”是新的选择方法，要求用户必须绘制选择的轮廓。

3. 将选择内容粘贴到目标图像。您可以移动或调整选择内容的大小。还可以使用可用的画笔来隐藏/显示选定的部分。

105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4. 您可以选择以调整色调，以使粘贴的选区和目标图像匹配，使修改看起来更自然。在“自动匹配”模式和滑块之间有多个选项可手动
调整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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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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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化概述

锐化图像

使用 USM 锐化滤镜
抖动消除

锐化概述

锐化可增强图像中的边缘定义。无论您的图像来自数码相机还是扫描仪，大多数图像都受益于锐化。锐化图像
时，请记住以下事项：

锐化无法校正严重模糊的图像。

请在单独的图层上对图像进行锐化，以便能够在以后需要更改调整时可以重新锐化。将图层
的混合模式设置为“明度”可避免沿边缘的颜色变化。如果发现高光或阴影在锐化后被减弱，
请使用图层混合控件来防止高光和阴影锐化。

如果您需要减少图像噪声，请在锐化前进行，以防强化噪声。

按小幅度对图像进行多次锐化。第一次锐化可校正扫描仪或数码相机捕捉到的模糊。校正颜
色并重新调整图像大小后，再次进行锐化。

如果可能，请输出图像评定锐化效果。所需要的锐化程度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是否将图像
输出或显示在网页上。

锐化图像

“自动锐化”命令会增加清晰度或聚焦程度，但不会过度锐化图像。

锐化工具可聚焦照片中的柔化边缘以提高清晰度或聚焦程度。过度锐化照片会形成粒状外观。可以通过在选项栏
中设置较低的“强度”值来避免过度锐化。最好进行微弱的锐化，必要时再通过在区域上拖动多次来增加锐化程
度，每次拖动都会增加锐化程度。

“调整锐化程度”对话框具有锐化工具或“自动锐化”所没有的锐化控件。您可以设置锐化算法，或控制在阴影和高
光区域中进行的锐化量。

自动锐化图像

选择“增强”>“自动锐化”。

锐化图像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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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画笔

大小

强度

对所有图层取样

保护细节

数量

半径

移去

原始图像（上图）、经过正确锐化的两个脸部（左下图）、过度锐化的两个脸部（右下图）

1. 选择锐化工具 。

2. 在选项栏中设置选项：

决定您应用的绘画与图像中现有像素混合的方式。

设置画笔笔尖。单击画笔示例旁边的箭头，从“画笔”菜单中选择画笔类别，然后选择
画笔缩览图。

以像素为单位设置画笔大小。拖动“大小”弹出滑块或在文本框中输入大小。

指定每次描边时的锐化程度。

锐化所有可见图层。如果取消选择此选项，则此工具只锐化现用图层。

选择“保护细节”可以增强细节并使因像素化而产生的不自然感最小化。如果要产
生更夸张的锐化效果，请取消选择此选项。

3. 在要锐化的图像部分拖动。

精确锐化图像

1. 选择“增强”>“调整锐化程度”。

2. 选中“预览”复选框。

3. 设置以下选项之一锐化图像，然后单击“确定”。

设置锐化量。在框中键入数字或拖动滑块，以增加或减小边缘像素之间的对比度，从
而使外观的锐化程度更大。

决定边缘像素周围受锐化影响的像素数量。在框中键入数字或拖动滑块以更改半径
值。增加半径时，锐化会变得更加明显。

设置用于对图像进行锐化的锐化算法。“高斯模糊”是“USM 锐化”滤镜使用的方法。“镜
头模糊”将检测图像中的边缘和细节，可对细节进行更精细的锐化，并减少了锐化光晕。“动
感模糊”将尝试减少由于相机或主体移动而导致的模糊效果。从弹出式菜单中选择一个模糊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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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

更精细

转到页首

数量

半径

阈值

转到页首

为“移去”控件的“动感模糊”选项设置运动方向。在框中键入数字或拖动角度刻度盘，向
左（逆时针）或向右（顺时针）更改角度百分比。

用更慢的速度处理文件，以便更精确地去除模糊。

使用 USM 锐化滤镜

“USM 锐化”滤镜再现用于锐化图像边缘的传统胶片技术。“USM 锐化”滤镜可校正在拍摄、扫描、重定图像像素
或打印的过程中产生的模糊。对于既可用于打印也可用于在线观看的图像，该功能非常有用。  

USM 锐化按照指定的阈值查找与周围像素不同的像素，并使像素的对比度增加指定的数量。对于指定半径内邻
近的像素，较亮的像素变得更亮，较暗的像素变得更暗。

“USM 锐化”滤镜的效果在屏幕上比在高分辨率打印输出时更明显。如果最终目的是打印输出，请试验确定最适合
图像的设置。

“USM 锐化”滤镜添加对比度以减少模糊度。

1.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图像、图层或区域。

2. 选择“增强”>“USM 锐化”。

3. 选择“预览”选项。

4. 设置下列任一选项，然后单击“确定”：

确定增加像素对比度的数量。对于高分辨率的打印图像，通常使用 150% 和 200% 之
间的数量可获得最佳效果。

指定要在边缘周围锐化的像素数量。对于高分辨率图像，通常建议使用 1 和 2 之间的
半径。较低的数值仅锐化边缘像素，较高的数值则锐化范围更宽的像素。这种效果在打印时
没有在屏幕上时明显，因为 2 像素的半径在高分辨率输出图像中表示更小的区域。

确定在认为是边缘像素并进行锐化之前不同像素与周围区域的距离。为了避免产生杂
色（例如，在具有肤色的图像中），请试用介于 2 和 20 之间的阈值。默认的阈值 (0) 将锐
化图像中的所有像素。

抖动消除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4 中推出

如果相机或摄影师在拍照时抖动，图片中将引入相机抖动引起的模糊。并不能始终保持高快门速度以避免相机抖
动。 在光线不足的条件下拍照可能需要长时间打开快门 - 导致抖动引起的模糊。同样，如果图片从移动车辆拍
摄，则由于路面不平导致抖动，图像可能出现模糊。

可使用两种方法减少照片中由抖动引起的模糊 - 自动和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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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抖动消除

1. 从照片箱中打开照片。

2. 单击“增强”>“自动抖动消除”。

3. （可选）如果您对效果不满意，则单击“增强”>“自动抖动消除”再次运行此过程。

4. 如果使用自动模式无法实现抖动消除，则尝试使用手动选项减少抖动。

手动防抖

1. 从照片箱中打开照片。

2. 单击“增强”>“抖动消除”。

3. “抖动消除”对话框启动时，Photoshop Elements 在图像上置入一个抖动区域，并开始分析
图像的抖动部分。分析完成时，在照片上应用抖动校正。

“抖动消除”对话框。

4. 使用“灵敏度”滑块以改变抖动阈值。增加灵敏度可以改进生成的图像。

5. 使用抖动区域中心的针 ( ) 四处移动。移动抖动区域时，对此区域下方的区域重新分析以
便校正抖动，并再次优化图像。

6. 要进一步分析照片并减少模糊，可添加更多抖动区域。

分析新的抖动区域，并应用校正。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使用鼠标在照片的任何部分上绘制矩形

单击“抖动消除”对话框中的“抖动区域”图标 ( )

2. 使用“灵敏度”滑块以改变抖动阈值。

在具有明显可见模糊层次的图像区域上绘制抖动消除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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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抖动消除”对话框。右下角的抖动区域当前正在处理，并且进度栏可见。

如果创建的抖动区域没有足够的区域或信息对抖动量进行采样，抖动区域内将出现一
则警告 ( )。使用抖动区域的手柄来增加抖动区域的大小。

7. （可选）如果您不想使用抖动区域：

要临时排除抖动区域用于分析照片，请单击此标记以表明其已排除 ( )。
要删除抖动区域，选择区域的标记并单击“抖动区域”右上角的删除图标 ( )。

8. 使用之前/之后切换按钮快速查看原始图像和当前已校正抖动的图像。

9. 单击“确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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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智能色调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2 中推出

为照片应用自动智能色调

自动智能色调学习

重置自动智能色调学习

自动智能色调功能使用智能算法来修改图像的色调值。自动智能色调功能对您的照片应用校正。此外，您可以使用十字方向控件在图像上来回移动以
微调色调。

当您在照片不同区域移动方向控件时，Photoshop Elements 将分析取样区域的色调品质。然后将对整个照片应用色调校正。因此，将方向控件移动到
照片上不同的区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照片上（如下图），将方向控件移动到较亮的部分（明亮的天空或草地）会使整个图像变亮。在图像的右上
角和右下角效果显而易见。

在快速和专家模式中提供自动智能色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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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将方向控件移到较暗区域（叶面或树荫）会使整个图像变暗。在主图像左侧的缩略图上效果显而易见。
（右侧）将方向控件移动到较亮的部分（明亮的天空或草地）会使整个图像变亮。在主图像右侧的缩略图上效果显而易见。

为照片应用自动智能色调

1. 打开一张图像，单击增强 > 自动智能色调。

自动应用默认色调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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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动智能色调功能的选项 B. 切换，以查看处理前后的图像。 C. 边界框，您可以在其中移动方向控件 D. 方向控件，可在边界
框内拖动。 E. “重置”按钮，将方向控件返回到“自动智能色调”建议的原始位置 F. 四个自动生成的实时预览缩略图之一 

2. 移动图像上显示的方向控件以微调结果图像。

3. 要查看当向特定方向移动方向控件时，如何显示图像，请查看在照片四个角上显示的缩略图。

自动智能色调学习

当使用自动智能色调功能时，您可以选择从此校正中学习选项。 如果选择此选项，Photoshop Elements 将持续从您的编辑操作中学习。在应用自动智
能色调工具应用之前和之后，算法会学习图像的色调范围。这有助于自动智能色调功能为新图像提出更好的自动色调建议。

这样一来，您每次在图像上使用此功能时，算法会根据您在之前图像上应用的校正值建议色调处理方案（方向控件的位置）。您使用此功能修正其色
调的图像越多，则此功能越智能，可预测您要在新图像上做的必要更改。此功能利用此学习记忆特性为相同类型的照片进行类似的校正。

重置自动智能色调学习

要重置此自动智能色调功能从您的使用方式和操作学习到的数据，请在“首选项”对话框中单击“常规” > “重置自动智能色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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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相机原始数据图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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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相机原始数据图像文件

处理版本

打开和处理相机原始数据文件

调整相机原始数据文件中的锐度

减少相机原始数据图像中的杂色

存储对相机原始数据图像的更改

在“编辑”工作区中打开一个相机原始数据图像
设置和控件

关于相机原始数据图像文件

在数码摄影中，图片是由相机图像传感器捕捉到图像文件中。通常图像文件会先经过处理和压缩，然后再存储到
您的相机内存卡中。然而，相机也可以存储没有经过处理或压缩的图片 - 作为原始文件。可以将相机原始数据文
件视为照片负片。 您可以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原始数据文件，并进行处理和保存，而不是依赖相机来
处理该文件。使用相机原始数据文件时，可以设置适当的白平衡、色调范围、对比度、颜色饱和度和锐度。

要使用原始数据文件，需要设置相机，以便采用原始数据文件格式来存储文件。 从相机下载文件时，这些文件
的扩展名为 NEF、CR2、CRW 等其他原始格式。Photoshop Elements 只能从支持的相机中打开原始数据文
件。请访问 Adobe 网站查看所支持相机的列表。

Photoshop Elements 不会将您所做的更改保存至原始数据文件（非破坏性编辑）。在使用“相机原始数据文
件”对话框功能处理原始图像文件之后，您可以选择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处理过的原始数据文件。然后
可编辑文件，并以 Photoshop Elements 支持的格式保存该文件。原始数据文件保持不变。

处理版本

处理版本是对原始数据文件格式的一种译解方法。使用的默认版本是处理版本 2012。译解原始数据文件格式的
方法为您提供了使用原始数据文件格式中的最新改进功能的多种方法。Photoshop Elements 13 包含三个处理版
本（一个最新版本和两个旧版本）。 版本的完整列表为：

处理版本 2012（默认版本，从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11 开始使用）
处理版本 2010 (用于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10)
处理版本 2003 (用于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9 或更早的版本)

我的原始图像应用了哪种处理版本？

当您打开尚未使用 Photoshop Elements 早期版本打开过的原始数据文件时，将使用默认的 2012 处理版本。然
而，如果您打开已在 Photoshop Elements 的早期版本中打开过的原始数据文件，将使用较旧的处理版本。

要查看对您的原始数据图像所应用的处理版本，可在“Camera Raw 9.1”对话框中单击“相机校准”选项卡。“处
理”字段将显示当前使用的处理版本。

注意：如果未使用处理版本 2012，原始数据图像下将显示一个图标，说明使用了较旧的版本。

我可以在处理版本之间切换吗？

可以。在“Camera Raw 9.1”对话框中，单击“相机校准”选项卡，然后从“处理版本”下拉列表中选择希望使用的处
理版本。

哪个版本最适合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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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处理版本 2012 允许您以原始格式使用最新的增强功能。但如果您具有许多使用 Photoshop Elements 之前的版
本打开的原始数据图像（因此使用较旧的处理版本），您可以选择对较新的图像应用较旧的处理版本。这有助于
在处理之前和现在的图像时保持一致性，还有助于维护您较早的工作流。

处理版本之间有何不同？

“基本”选项卡。处理版本 2012 中，“高亮”、“阴影”和“白色”滑块代替了“恢复”、“填充光
线”和“亮度”滑块。
“细节”选项卡：
处理版本 2012 引入了“颜色细节”滑块。该滑块在修改颜色滑块之前一直处于禁用状态。
处理版本 2012 增加了“亮度细节”和“亮度对比”滑块。这些滑块在修改亮度之前一直处于
禁用状态。

注：切换到较早的处理版本时，与最新处理版本兼容的较新的滑块将被禁用。

“相机原始数据”对话框

A. 视图选项 B. 单击“基本”或“细节”选项卡以访问不同的控件。 C. RGB 值 D. 直方图 E. 图像设置 F. “更多”菜
单 G. 工具 H. 缩放级别 I. 位深度选项 

打开和处理相机原始数据文件

1.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文件”>“打开”。

2. 通过浏览选择一个或多个相机原始数据文件，然后单击“打开”。

“Camera Raw”对话框中的直方图显示当前设置的情况下图像的色调范围。 当您调整设置
时，直方图会自动进行更新。

3. （可选）使用在预览区域中显示剪切的控件（如缩放工具）或选项（如阴影和高光）调整图
像视图。 （请参阅相机原始数据控件。）

选择“预览”会显示设置更改后的图像预览。取消选择“预览”将显示当前选项卡的原始
设置与隐藏选项卡的设置相结合的相机原始数据图像。

4. 要将图像逆时针或顺时针旋转 90°，请单击“旋转图像”按钮  。

5. 要应用前一相机原始数据图像中使用的设置或相机的默认设置，请从“设置”菜单中选择选项
（设置菜单 > 上一次转换）。例如，如果您希望使用类似的光照条件快速处理图像，则使
用相同的选项非常有用。（请参阅设置自定相机设置。）

6. （可选）设置选项来调整白平衡。（请参阅相机原始数据文件的白平衡控件。）

可以在“Camera Raw”对话框中调整图像时监视其像素的 RGB 值。 将缩放工具、抓手工
具、白平衡工具或裁剪工具放在预览图像上，可以在指针正下方显示 RGB 值。

7. 使用“曝光”、“亮度”、“对比度”和“饱和度”滑块进行色调调整。（请参阅 相机原始数据文件
的色调和图像调整。）

要还原手动调整并进行自动调整，请选择“自动”。要将所有选项恢复为其初始设置，请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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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Mac OS 中的 Option）并单击“复位”。

8.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相机原始图像文件（应用了相机原始数据文件设置）
的副本，请单击“打开图像”。您可以编辑该图像，并将其存储为 Photoshop Elements
支持的格式。原始的相机原始数据文件保持不变。

要取消调整并关闭该对话框，请单击“取消”。

要将所做调整存储到 DNG 文件，请单击“存储图像”。（请参阅 将更改保存至相机原始
图像。）

数字负片 (DNG) 格式是 Adobe 制定的相机原始数据文件的标准格式。DNG 文件可
用于归档相机原始数据图像，因为它们包含原始相机传感器数据及指定图像外观的数据。可
以将相机原始数据图像设置存储在 DNG 文件中，而不是附属 XMP 文件或相机原始数据数
据库中。

调整相机原始数据文件中的锐度

“锐化”滑块可以调整图像的锐化程度以提供所需的边缘清晰度。 锐化调整是 Adobe Photoshop 钝化蒙版滤镜的
变体。 此调整功能可以根据指定的阈值查找与周围像素不同的像素，并为像素的对比度增加指定的数量。在打
开相机原始数据文件时，相机原始数据增效工具根据相机型号、ISO 和曝光补偿来计算要使用的阈值。可以选择
将锐化应用于所有图像，或只应用于预览。

1. 将预览图像至少放大到 100%。

2. 单击“细节”选项卡。

3. 向右移动“锐化”滑块可增大锐化程度；向左移动可减小锐化程度。如果值为零，则会关闭锐
化。通常，为了使图像看起来更清晰，可将“锐化”滑块的值设低一些。

如果不准备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对图像进行很大的改动，可使用相机原始数据
的“锐化”滑块。 如果准备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对图像进行很大的改动，可以关闭
相机原始数据锐化。 完成所有其他编辑和调整大小的工作后，在最后一步使用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锐化滤镜对图像进行锐化。

减少相机原始数据图像中的杂色

“Camera Raw”对话框的“细节”选项卡包含用于减少图像杂色的控件，杂色是图像中多余的不自然的内容，它们
会降低图像品质。图像杂色包括亮度（灰度）杂色和单色（颜色）杂色，亮度杂色使图像呈现粒状，不够平滑，
单色杂色使图像颜色看起来不自然。如果拍摄时使用的 ISO 感光度高，或者数码相机不够精密，照片中可能会
出现明显的杂色。

向右移动“亮度平滑”滑块可减少灰度杂色，向右移动“杂色深度减低”滑块可减少色度杂色。

当调整“亮度平滑”或“杂色深度减低”时，最好采用 100% 预览图像以便获得最佳查看效果。

向右移动“亮度平滑”滑块可减少灰度杂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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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放工具

抓手工具

白平衡工具

裁剪工具

拉直工具

存储对相机原始数据图像的更改

可以存储对相机原始数据文件所做的更改。 “Camera Raw”对话框以 .dng 文件格式存储更改的相机原始数据图
像。 存储文件不会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自动将其打开。（要打开相机原始数据文件，只需像处理其他任何
文件一样，使用“打开”命令即可。 然后就可以像处理其他任何图像一样编辑和存储该文件）。

1. 在“Camera Raw”对话框中，对一个或多个相机原始图像应用调整。

2. 单击“存储图像”按钮。

3. 在“存储选项”对话框中，指定存储文件的位置，如果要存储多个相机原始数据文件，还要指
定所使用的文件命名方式。

其他选项：

嵌入快速加载数据：在 DNG 文件中嵌入了体积更小的原始图像的副本，以提高原始图
像的预览速度。

使用有损压缩：减小 DNG 文件的大小，但会造成质量损失。建议仅用于要被存档的原
始图像文件，切勿用于打印或生产（其他用途）。

4. 单击“存储”。

在“编辑”工作区中打开一个相机原始数据图像

在“Camera Raw”对话框中处理相机原始数据图像之后，您便可以在“编辑”工作区中打开并编辑该图像。

1. 在“Camera Raw”对话框中，对一个或多个相机原始图像应用调整。

2. 单击“打开图像”按钮。“相机原始数据”对话框关闭，照片在“编辑”工作区中打开。

设置和控件

相机原始数据文件控件

单击预览图像时，将预览缩放设置为下一预设缩放值。 按住 Alt 并单击 （在 Mac OS 中，按住
Option 并单击）即可缩小。在预览图像中拖动缩放工具可以放大所选区域。要恢复到 100%，请点按两次缩放工
具。

将预览图像的缩放级别设置为大于 100% 时，用于在预览窗口中移动图像。在使用另一个工具的同
时，可以按住空格键来使用抓手工具。双击抓手工具可使预览图像适合窗口大小。

将您单击的区域设置为中性灰色调以去除色偏并调整整个图像的颜色。“色温”和“色调”值的变化会反
映颜色的调整。

去除图像的一部分。在预览图像中拖动工具，以选中要保留的部分，然后按 Enter。

可以使用拉直工具在垂直或水平方向上重新对齐图像。此工具还可以重新调整或裁剪画布以容纳拉直
的图像。

118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红眼去除

打开“首选项”对话框

“旋转”按钮

去除闪光照片中人物的红眼和动物照片中的绿眼或白眼。

打开“Camera Raw 首选项”对话框。

逆时针或顺时针旋转照片。

设置自定相机设置

当打开相机原始数据文件时，Photoshop Elements 读取文件中的信息以查看创建该文件的相机型号，然后将相
应的相机设置应用于图像。如果您总是进行类似的调整，则可以更改相机的默认设置。 还可以更改您拥有的每
个型号的相机的设置，但不可以更改同一型号的多个相机的设置。

1. 要将当前设置存储为创建该图像的相机的默认设置，请单击“设置”菜单旁边的三角形，然后
选择“存储新的 Camera Raw 默认值”。

2. 在“编辑”工作区中，打开相机原始数据文件并调整图像。

3. 要使用相机的 Photoshop Elements 默认设置，请单击“设置”菜单旁边的三角形，然后选
择“复位 Camera Raw 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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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去除色偏

使用色阶去除色偏

调整颜色曲线

自动去除色偏

色偏是照片中感觉不舒服的颜色变化。例如，未使用相机闪光灯而在室内拍摄的照片可能会有大量的黄色。“去
除色偏”命令会更改整体的颜色混合以去除图像中的色偏。

原图（左图）和去除绿色色偏之后的图（右图）

1. 选择“增强”>“调整颜色”>“去除色偏”。

2. 在图像中，单击应为白色、黑色或中性灰色的区域。根据您所选择的颜色，图像发生变化。

3. 要重新开始，并还原对图像所做的更改，请单击“复位”。

4. 单击“确定”以接受颜色更改。

使用色阶去除色偏

该技术需要颜色校正经验和某些 RGB 色轮的知识。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选择“增强”>“调整光照”>“色阶”。

选择“图层”>“新调整图层”>“色阶”，或打开现有色阶调整图层。

2. 从“通道”弹出式菜单中选择要调整的颜色通道：

“红色”可向图像中添加红色或青色。

“绿色”可向图像中添加绿色或洋红色。

“蓝色”可向图像中添加蓝色或黄色。

3. 向左或向右拖动中间输入滑块可增加或减少颜色。

120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转到页首

4. 如果对整体颜色满意，请单击“确定”。

您可以使用“色阶”对话框中的灰色拾色器快速去除色偏。双击拾色器并确保 RGB 值相等。关闭“拾色器”之
后，单击图像中应为中性灰色的区域。

调整颜色曲线

“调整颜色曲线”命令通过调整每个颜色通道中的高光、中间调和阴影改进色调。例如，此命令可以修复带有剪影
图像的照片（因强烈的逆光造成）或太靠近相机闪光灯而略为褪色的对象。

在“调整颜色曲线”对话框中，您可以比较并且选择不同的色调预设。 从“选择样式”框的样式列表中进行选择。 要
进行微调，请调整高光、中间调亮度和对比度，以及阴影。

调整图像中的颜色曲线

A. 选择样式（从预设选择） B. 调整滑快（自定选项）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图像。

2. 若要调整特定的图像区域或图层，请使用其中的一个选择工具选中该区域或图层。（如果不
选择任何区域或图层，则调整会应用于整个图像。）

要在试用色调调整的同时保留原始照片，请调整复制图层中的颜色曲线。

3. 选择“增强”>“调整颜色”>“调整颜色曲线”。

4. 选择一种样式（例如“逆光”或“曝光过度”）。

5. 调整与“高光”、“中间调亮度”、“中间调对比度”和“阴影”对应的滑块。

6. 要将调整应用于图像，请单击“确定”。要取消调整并重新开始，请单击“复位”。要关闭“调整
颜色曲线”对话框，请单击“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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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动作

删除动作

复位动作

动作概述

在图像上执行动作文件

管理动作文件

动作概述

动作是您在照片上播放的一系列的步骤（任务）。 这些步骤可能是菜单命令、面板选项、工具动作等。 例如，
创建快照效果的动作包括更改图像大小、将效果应用到图像、创建在图像下扩展的边界，然后保存所需格式的文
件等一系列动作。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动作”面板中提供了一组动作（“窗口”>“动作”）。 您可以在照片上执行一个或多个这
些动作。不能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创建动作文件。 但可以加载已在 Adobe Photoshop 中创建的更多动作
文件（.atn 文件）。

共享一个主题的动作组合为动作集。

包含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不支持的步骤的 Photoshop 动作将无法执行。并非在 Photoshop 中创建
的所有动作都能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执行。

在图像上执行动作文件

1. 打开要使用动作处理的图像。

2. 如果“动作”面板未打开，则单击“窗口”>“动作”。

3. 在“动作”面板中，单击动作，或单击动作组旁边的三角形。

4. 单击“播放”按钮以将动作应用于图像，或单击“动作”面板菜单，然后单击“播放”。

管理动作文件

在“动作”面板中，单击面板菜单图标，然后选择“加载动作”。 指定 .atn 文件，并访问从“动作”面板添
加的动作。

在“动作”面板中，选择动作或动作组，然后单击“删除”按钮。 单击“确定”以确认动作的删除。

在“动作”面板中，单击复位动作图标，然后选择“复位动作”。 默认情况下将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
存储所有可用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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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色调均化”滤镜
应用“渐变映射”滤镜
应用“反相”滤镜
应用“色调分离”滤镜
应用“阈值”滤镜
应用“照片”滤镜

应用“色调均化”滤镜

“色调均化”滤镜重新分布图像中像素的亮度值，以便它们更均匀地呈现所有范围的亮度级别。当您应用此命令
时，Photoshop Elements 寻找合成图像的最亮值和最暗值。 然后将其重新分布，使最亮值呈现为白色，最暗值
呈现为黑色。然后，Photoshop Elements 均化亮度，即在整个灰度上均匀分布中间像素值。

1. 选择图像、图层或区域。

2. 选择“滤镜”>“调整”>“色调均化”。

3. 如果已选择一个图像区域，则在该对话框中选择要均化的内容，然后单击“确定”:

“仅色调均化所选区域”只会均匀地分布选区的像素。

“基于所选区域色调均化整个图像”基于选区中的像素均匀分布所有图像的像素。

应用“渐变映射”滤镜

渐变映射滤镜将图像灰度范围映射到指定的渐变填充色。

使用渐变映射滤镜模拟棕褐色调

1. 选择图像、图层或区域。

2.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选择“滤镜”>“调整”>“渐变映射”。

使用“图层”面板或“图层”菜单，创建一个新的渐变映射调整图层，或打开一个现有的渐
变映射调整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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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要使用的渐变填充：

若要从渐变填充列表中选择，请单击显示在“渐变映射”对话框中的渐变填充右边的三角
形。单击选择所需的渐变填充，然后在对话框的空白区域中单击以取消该列表。

若要编辑当前显示在“渐变映射”对话框中的渐变填充，请单击该渐变填充。然后修改现
有的渐变填充或创建一个新的渐变填充。

默认情况下，图像的阴影、中间调和高光分别映射到渐变填充的起始（左端）颜色、中点和
结束（右端）颜色。

4. 选择“渐变选项”中的一个、两个或不选择：

“仿色”添加随机杂色以平滑渐变填充的外观并减少带宽效果。

“反向”切换渐变填充的方向以反向渐变映射。

5. 单击“确定”。

应用“反相”滤镜

“反相”滤镜反相图像中的颜色。例如，您可以使用该命令将黑白正片图像转换为负片或者使扫描的黑白正片图像
转换为负片。

注意：由于彩色打印胶片的基底中包含一层橙色掩膜，“反相”命令无法从扫描的彩色负片中得到精确的正片图
像。当在幻灯片扫描仪上扫描胶片时，务必使用正确的彩色负片设置。

在对图像进行反相时，每个像素的亮度值都会转换为 256 级颜色值刻度上相反的值。 例如，正片图像中值为
255 的像素更改为值为 0。

1. 选择图像、图层或区域。

2. 选择“滤镜”>“调整”>“反相”。

应用“色调分离”滤镜

“色调分离”滤镜使您可以在图像中指定每个通道的色阶数量（或亮度值）。然后将像素映射到最近的匹配色阶。
例如，在 RGB 图像中选择两个色调级可以产生六种颜色，即两种红色、两种绿色、两种蓝色。

在照片中创建特殊效果，如创建大的无层次区域时，此命令非常有用。当减少灰度图像中灰度级别数量时，它的
效果最明显。但是，它还在彩色图像中产生有趣的效果。

如果想在图像中使用特定数量的颜色，请将图像转换为灰度并指定需要的色阶数。然后将图像转换回以前的
颜色模式，并使用想要的颜色替换不同的灰色调。

1. 选择图像、图层或区域。

2.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选择“滤镜”>“调整”>“色调分离”。

从“图层”面板或“图层”菜单中，创建一个新的色调分离调整图层，或打开一个现有的色
调分离调整图层。

3. 使用滑块得到正确的效果，或输入您想要的色阶值，然后单击“确定”。

应用“阈值”滤镜

“阈值”滤镜将灰度或彩色图像转换为高对比度的黑白图像。 您可以指定某个色阶作为阈值。所有比阈值亮的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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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温滤镜 (85) 和冷却滤镜 (80)

转换为白色；而所有比阈值暗的像素转换为黑色。“阈值”命令对确定图像的最亮和最暗区域很有用。

1. 选择图像、图层或区域。

2.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选择“滤镜”>“调整”>“阈值”。

从“图层”面板或“图层”菜单中，创建一个新的阈值调整图层，或打开一个现有的阈值调
整图层。

“阈值”对话框显示当前选区中像素亮度级的直方图。

3. 选择“预览”，然后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将图像更改为黑白图像，请拖动直方图下面的滑块，直到所需的阈值级别出现在该对
话框顶部为止，然后单击“确定”。拖动时，图像将发生变化以反映新的阈值设置。

要识别代表性高光，请将滑块向右端拖动，直到图像变成纯黑色为止。然后拖回该滑
块，直到图像中出现某些纯白色区域。

要识别代表性阴影，将滑块向左端拖动，直到图像变成纯白色为止。然后拖回该滑块，
直到图像中出现某些纯黑色区域。

4. （可选）要返回到默认设置，请按住 Alt（在 Mac OS 中按住 Option）并单击“复位”。

5. （可选）若不想将更改应用于图像，请单击“取消”关闭“阈值”对话框。

应用“照片”滤镜

“照片滤镜”命令模仿在相机镜头前面加彩色滤镜的技术。  彩色滤镜调整通过镜头传输的光的色彩平衡和色温，
使胶片曝光。“照片滤镜”命令还允许您选择预设的颜色，以便向图像应用色相调整。如果您希望应用自定颜色调
整，则“照片滤镜”命令允许您使用 Adobe 拾色器来指定颜色。

原图（左图）和应用了 60% 浓度的加温滤镜 (81)（右图）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选择“滤镜”>“调整”>“照片滤镜”。

选择“图层”>“新建调整图层”>“照片滤镜”。在“新建图层”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2. 要选择滤镜颜色，请在“照片滤镜”对话框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用于调整图像中的白平衡的颜色转换滤镜。如果图像是使用
色温较低的光（微黄色）拍摄的，则冷却滤镜 (80) 使图像的颜色更蓝，以便补偿色温较低
的环境光。 相反，如果照片是用色温较高的光（微蓝色）拍摄的，则加温滤镜 (85) 会使图
像的颜色更暖，以便补偿色温较高的环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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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温滤镜 (81) 和冷却滤镜 (82)

个别颜色

这些滤镜是光平衡滤镜，它们适用于对图像的颜色品质进行
较小的调整。加温滤镜 (81) 使图像变暖（变黄），冷却滤镜 (82) 使图像变冷（变蓝）。

根据所选颜色预设给图像应用色相调整。所选颜色取决于如何使用“照片滤镜”命
令。如果您的照片有色偏，则可以选择补色来中和色偏。您还可以应用颜色以获得特殊颜色
效果或增强。例如，水下颜色模拟在水下拍摄时产生的稍带绿色的蓝色色偏。

选择“滤镜”选项，然后从“滤镜”菜单中选择一个预设。

选择“颜色”选项，单击该颜色方块，并使用 Adobe 拾色器为自定颜色滤镜指定颜色。

确保选中“预览”，以便查看使用颜色滤镜的结果。

如果您不希望通过添加颜色滤镜来使图像变暗，请确保选中了“保留亮度”选项。

3. 要调整应用于图像的颜色数量，请使用“浓度”滑块或者在“浓度”文本框中输入一个百分
比。“浓度”越大，应用的颜色调整越大。

4.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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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合成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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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重叠图像

使用一致的焦距

使相机保持水平

保持相同的位置

避免使用扭曲镜头

保持同样的曝光度

创建 Photomerge 全景
创建 Photomerge 全景合成

以交互方式创建 Photomerge 全景图（仅限 Photoshop Elements 10 和 11）

创建 Photomerge 全景

有关此过程的视频，请参阅 www.adobe.com/go/lrvid923_pse_en。

“Photomerge 全景图”命令将多幅照片组合成一个连续的图像。例如，您可以拍摄城市地平线的五张重叠照片，
然后将它们汇集成一个全景图。“Photomerge 全景图”命令可以沿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平铺照片。

设置 Photomerge 全景合成图像时，请先标识要合并的文件（称为源文件），然后 Photoshop Elements 会自动
将它们组合成一个全景图。全景图完成后，仍然可以对各个照片的位置进行更改（如有必要）。

您的源照片在全景图合成图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避免出现问题，请按照下列规则拍摄要用于 Photomerge
全景图的照片：

创建 Photomerge 全景图

图像之间的重叠区域应约为 15% 到 40%。如果重叠区域较小，则 Photomerge 全景图可能无法
自动汇集全景图。如果图像重叠区域为 50% 或更多，则很难对其进行处理，混合可能不是有效的处理方式。

拍摄照片时，应避免使用相机的缩放功能。

尽管 Photomerge 全景图可以处理图片之间的轻微旋转，但如果有好几度的倾斜，在自动汇集
全景图时可能会导致错误。使用带有旋转头的三脚架有助于保持相机的准直和视点。

提示：从高处拍摄全景时，比较自然的常用做法是保持取景器中的水平角度。但是，这实际上会在图像之间产生
明显的旋转。在这种情况下拍摄照片时，请尝试使用三脚架来保持相机水平度。

在拍摄系列照片时，尽量不改变拍摄位置，这样可使照片来自同一个视点。将相机举到靠近眼
睛的位置，使用光学取景器，这样有助于保持一致的视点。或者尝试使用三脚架以使相机保持在同一位置上。

使图像明显扭曲的镜头（如鱼眼镜头）可能会与 Photomerge 全景图发生干扰。

避免在一些照片中使用闪光灯，而在其他照片中不使用。Photomerge 全景图中的高级混合
功能有助于消除不同的曝光度，但很难使差别极大的曝光度一致。一些数码相机会在您拍照时自动改变曝光设
置，因此您可能需要检查相机设置以确保所有的图像都具有相同的曝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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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文件夹

自动

透视

圆柱

球面

拼贴

调整位置

（仅限 Photoshop Elements 10 和 11） 交互式图层

混合图像

晕影去除

创建 Photomerge 全景合成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在“编辑”工作区的“完整编辑”模式中，选择“文件”>“新建”>“Photomerge 全景图”。

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选择“文件”>“新建”>“Photomerge 全景图”。

2. 在“Photomerge”对话框中，从“使用”弹出式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使用各个图像文件生成 Photomerge 合成图像。

使用存储在一个文件夹中的所有图像来创建 Photomerge 合成图像。该文件夹中的
文件会出现在此对话框中。

或者，单击“添加打开的文件”以使用在“编辑”工作区中打开的图像。

3.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来选择要使用的照片：

单击“添加打开的文件”以使用在“编辑”工作区中打开的图像。

单击“浏览”按钮导航到源文件或源文件夹。

可通过再次单击“浏览”按钮并导航到源文件来添加更多的文件。总是可以通过选择某个
文件并单击“移去”按钮将该文件从“源文件”列表中删除。

4. 选择“版面”选项：

分析源图像并应用“透视”或“圆柱”版面，具体取决于哪一种版面能够生成更好的合成照
片。

通过将源图像中的一个图像（默认情况下为中间的图像）指定为参考图像来创建一致
的复合图像。然后将变换其他图像（必要时，进行位置调整、伸展或斜切），以便匹配重叠
的内容图层。

通过在展开的圆柱上显示各个图像来减少在“透视”版面中会出现的“领结”扭曲。重叠内
容仍然匹配。将参考图像居中放置。这最适合创建宽大的全景图。

对齐并转换图像，使其映射球体内部。如果您拍摄了一组环绕 360 度的图像，使用此
选项可创建 360 度全景图。您也可以将“球面”与其它文件集搭配使用，产生完美的全景效
果。

对齐图层并匹配重叠内容，同时变换（旋转或缩放）任何源图层。

对齐图层并匹配重叠内容，但不变换（伸展或斜切）任何源图像。

选择此选项以在对话框中打开源图
像，并手动放置这些源图像。

5. （可选）选择下列任一选项：

找出图像间的最佳边界并根据这些边界创建接缝，以使图像的颜色相匹配。关
闭“混合图像”时，将执行简单的矩形混合。如果要手动修饰混合蒙版，此操作将更为可取。

在由于镜头瑕疵或镜头遮光处理不当而导致边缘较暗的图像中去除晕影并执行曝
光度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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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桶形、枕形或鱼眼失真。

6. 单击“确定”以作为新文件生成全景图。

将出现消息询问您是否要填充全景图的透明边缘。如果单击“是”，Photoshop Elements 将
用内容识别修复来填充边缘。

以交互方式创建 Photomerge 全景图（仅限 Photoshop Elements 10 和 11）

一般情况下，“Photomerge”对话框中的自动选项可创建令人满意的全景图。如果这些选项没有产生您要的效果，
请选择“互动版面”选项。您可以在用于互动版面的“Photomerge”对话框中手动重新排列源图像。

1. 在主“Photomerge”对话框中选择“互动版面”选项以打开“Photomerge”互动对话框。

2.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选择“仅调整位置”和“对齐图像”以保留重叠图像区域中的对齐方式。Photoshop
Elements 应用混合以消除源图像之间的曝光差异。

选择“透视”，Photoshop Elements 会选择一个源图像以提供消失点。也可以伸展或斜切
其他图像以创建卷动效果。使用“消失点”工具以更改消失点并重定透视方向。

3. 将图像拖动到工作区域并手动排列。

4. 排列好合成图像之后，单击“确定”以作为新文件生成全景图。合成图像之后，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

用于互动版面的 Photomerge 对话框

“Photomerge”对话框包含用于处理合成图像的工具、用于存储不使用的源图像的灯箱、用于汇编合成图像的工作
区域，以及用于查看和编辑合成图像的选项。还可以放大和缩小，以便更好地查看每个文件的对齐情况。

Photomerge 互动版面对话框。

A. 灯箱 B. 工具 C. 工作区域 D. 选定的图像 E. 状态栏 

要进行导航，请选择“移动视图”工具 并在工作区域内拖动。或者，拖动视图区域（红色
框）或导航器的滚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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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要进行缩放，请单击“放大”图标 和“缩小”图标 ，或使用“缩放”工具 。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并使用“缩放工具”缩小 。

要旋转图像，请选择“选择图像”工具 ，单击您要旋转的图像，选择“旋转”工具 ，然后围绕
图像以圆周运动进行拖动。

要对灯箱中的图像重新排序，请选择“选择图像”工具，并在灯箱中拖动图像。
要向合成图像中添加图像，请选择“选择图像”工具，然后将图形从灯箱拖至工作区域。
要从合成图像中删除图像，请选择“选择图像”工具，然后将图形从工作区域拖至灯箱。

确保“对齐图像”处于选中状态，以便在检测到共同之处时自动将重叠图像固定到位。

更改 Photomerge 全景图中的消失点

“消失点”工具用于选择消失点图像以改变 Photomerge 全景合成图像的透视。

1. 在“Photomerge”对话框的“设置”区域中选择“透视”。中间的图像是默认的消失点图像（选中
时，周围显示蓝色边框）。

2. 选择“消失点”工具 ，然后单击工作区域中的某个图像以使其成为消失点图像。合成图像中只
能有一个消失点图像。

在图像上移动指针时，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以显示照片的选区边框。

3. 如有必要，请使用“选择图像”工具 来调整非消失点图像的位置。选中非消失点图像时，其周

围会显示红色的边框。

将透视校正应用于合成图像时，非消失点图像将链接到消失点图像。通过单击“仅调整位
置”按钮、在工作区中分离图像，或者将消失点图像拖回灯箱，您可以中断此链接。链接中
断后，图像会恢复为它们的原始形状。

透视校正最大只能处理约 120° 的视角。如果合成图像的视角范围较宽，请取消选择“透
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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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

注：

返回页首

使用正常高光

使用快速高光

在“导向”模式中重组照片
在“专家”模式中重组照片
重组选项

借助“重组”工具，可以在不更改重要视觉内容（如人物、建筑物、动物等）的前提下，智能地调整照片大小。正常缩放会在调整图像大小时对所有像素
产生一致的影响。修改只会影响不包含重要视觉内容的区域中的像素。通过修改，可以放大或缩小图像以改善合成效果、适合版面或更改方向。

如果要在缩放图像时保留或移除特定的区域，则重组功能可以允许您在调整大小时智能地保护相应的内容。

也可以在不使用保护区域选项的情况下执行重组。例如，若要在不标记任何要保护或移除的区域的情况下重组照片，可拖动图像手柄 。

重组前（左图）和重组后的效果

A. 选定要进行重组的照片 B. 标记为保护（绿色）和移除（红色）的区域  C. 重组后的照片 

在“导向”模式中重组照片

1. 在照片箱中打开要调整大小的照片，然后选择“导向”模式。

2. 在“导向”模式面板中，展开“润色”，并且选择“重组”。

3. 使用“保护画笔” 标记要保护的区域。右键单击照片，然后选择以下模式之一：

此模式与绘画类似。标记所有需要保护的区域。例如，要使用正常高光来保护一个圆形区域，需要标记或涂绘整个
圆形。

可以快速突出显示需要保护的区域。圈住主体以突出显示需要保护的区域。例如，要高亮显示圆形内部的区域，可
跟踪圆形的边界。“快速高光”可确保对圆形内部的区域进行标记以便实施保护。

您可以指定刷子和照片的大小。

绿色表示标记为保护的区域。

4. 要抹除部分不需要的标记区域（绿色），请用右键单击照片，然后选择“清除保护区域高亮显示”。

5. 使用“移去画笔”工具 标记要移去的区域（非重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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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

预设

数量

高亮显示肤色

互换高度和宽度

红色表示标记为要移去的区域。

右键单击照片，然后选择“清除所有高亮显示”以抹除保护和未保护的标记区域。

6. 要去除部分不需要的标记区域（红色），请右键单击照片，然后选择“清除移去区域高亮显示”。

7. 拖动图像的手柄或者从预设的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尺寸，以重组您的照片。

在“专家”模式中重组照片

1. 在照片箱中打开要调整大小的照片，然后选择“图像”>“重组”，或单击“重组”工具 。

2. 使用“保护画笔” 标记要保护的区域。右键单击照片，然后选择以下模式之一：

使用正常高光

使用快速高光

您可以指定刷子和照片的大小。

绿色表示标记为保护的区域。

也可以在不使用保护区域选项的情况下执行重组。例如，若要在不标记任何要保护或移除的区域的情况下重组照片，可拖动
图像手柄 。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来抹除不需要标记的区域（绿色）：
使用“橡皮擦”工具擦除。

右键单击照片，然后选择“清除保护区域高亮显示”。

4. 使用“移去画笔”工具 标记要移去的区域（非重要区域）。

红色表示标记为要移去的区域。

右键单击照片，然后选择“清除所有高亮显示”以抹除保护和未保护的标记区域。

5.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可抹除不需要标记的区域（红色）：
使用“橡皮擦”工具擦除。

右键单击照片，然后选择“清除移去区域高亮显示”。

您可以指定刷子和照片的大小。

6. 拖动图像手柄 以修改照片。完成后，单击“提交当前操作”图标。

“修改”选项
使用“修改”工具时可使用以下选项。

允许您定义画笔大小。

用于指定调整大小时的比例。预设只能修改照片比例，而无法修改照片尺寸。例如，如果采用预设比例 3x5，则将使用该比例调整图像大小。如
果希望使用相同的比例来缩放照片，请按住 Shift 键并拖动角手柄。使用 16:9 比率裁切影像的预设已添加至“预设”菜单。
注：如果不按住 Shift 键，将会以任意比例调整图像大小。

用于设置修改阈值。若将阈值设置为 100%，则表示进行 100% 的修改。若将该值设置为 0%，则此时“修改”工具的行为类似于“变换”工具。

标识并高亮显示要保护的肤色您可以保留含有肤色的区域。单击“高亮显示肤色”图标 查看建议的肤色区域。要抹除标识的含有肤色的区
域，请使用“保护区域橡皮擦”工具，或右键单击图像，然后选择“清除保护区域高亮显示”。

用于互换指定的高度值和宽度值。例如，如果已指定下列值：高：10 和宽：15。单击“高度和宽度互换”图标  可交换这两个值。新
的值将变为：高：15 和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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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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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图像大小和分辨率

关于显示器分辨率

显示打开文件的图像大小

在屏幕上查看打印尺寸

更改打印尺寸和分辨率而不重定图像像素

重定图像像素

关于图像大小和分辨率

图像大小（或像素大小）是图像宽度和高度上的像素数量。例如，数码相机可以拍摄的照片是 1500 个像素宽
1000 个像素高。这两个度量单位用于指示照片中图像数据的数量并确定文件大小。

分辨率是指定空间中的图像数据的数量。它以每英寸的像素数 (ppi) 来度量。每英寸的像素越多，分辨率越高。
一般来说，图像的分辨率越高，打印图像的品质就越好。分辨率确定图像中可以看到的细节精度。

尽管数字图像包含了特定数量的图像数据，但并没有特定的物理输出大小或分辨率。更改图像的分辨率时，其物
理尺寸会改变；更改图像的宽度或高度时，其分辨率会改变。

具有相同的图像数据和文件大小但是图像大小和分辨率不同的两个图像（A 和 B）； C 表明高分辨率越高，画
质越好

可以在“图像大小”对话框中查看图像大小和分辨率之间的关系（选择“图像”>“调整大小”>“图像大小”）。一旦更改
某一个值，其他两个值会发生相应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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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比例使您可以更改图像大小而不改变任何图像数据

“约束比例”选项使您可以维护长宽比（图像宽度和图像高度的比率）。 如果您选择该选项并且更改图像大小和分
辨率，图像不会拉伸或收缩。

“重定图像像素”选项使您可以更改图像的大小，但不更改分辨率。如果您想以特定分辨率打印，或使用比当前图
像所允许的更大或更小的分辨率打印，请重定图像像素。但是，重定图像像素可能会降低图像品质。

关于显示器分辨率

显示器的分辨率是通过像素大小来描述的。例如，如果显示器分辨率设置为 1600 x 1200，且照片的像素大小也
是同样的大小，则 100% 显示时照片将填充整个屏幕。图像在屏幕上显示的大小取决于下列因素的组合：图像的
像素大小、显示器大小和显示器的分辨率设置。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可以更改屏幕上的图像放大率，从
而轻松处理任何像素大小的图像。

在不同大小和分辨率的显示器上显示的 620 x 400 像素的图像

在准备用于在屏幕上查看的图像时，应考虑可能用来查看照片的显示器的最低分辨率。

显示打开文件的图像大小

单击并按住文档底部的文件信息框。该框显示图像的宽度和高度（以像素为单位，以及当前
为标尺选定的测量单位）、颜色通道的数量和图像分辨率 (ppi)。

在屏幕上查看打印尺寸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选择“视图”>“打印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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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抓手工具或缩放工具，然后单击“工具选项”栏中的“打印尺寸”。

会调整图像的放大倍数以便根据“图像大小”对话框中的“文档大小”部分指定的设置显示其
近似的打印尺寸。请记住，显示器屏幕的大小和分辨率会影响屏幕的打印尺寸。

更改打印尺寸和分辨率而不重定图像像素

如果要将图像发到打印店，而打印店对文件的分辨率有特殊要求，则可能需要更改打印尺寸和分辨率。

如果直接从 Photoshop Elements 打印，则不必执行此步骤。可以在“打印”对话框中选择尺
寸，Photoshop Elements 会应用适当的图像打印分辨率。

要只更改打印尺寸或只更改分辨率并且按比例调整图像中的像素总数，则必须重定图像像素。

1. 选择“图像”>“调整大小”>“图像大小”。

2. 确保取消选择“重定图像像素”。如果取消选择，则可以更改打印尺寸和分辨率，而不更改图
像中像素总数，但是图像可能不再保持其当前的比例。

必须选择“重定图像像素”以便使用“约束比例”和“缩放样式”功能。

3. 要保持当前的长宽比，请选择“约束比例”。更改高度时，该选项将自动更新宽度，反之亦
然。

4. 在“文档大小”下输入新的高度值和宽度值。如果需要，请选择一个新的度量单位。

5. 对于“分辨率”，输入一个新值。如果需要，请选择一个新的度量单位，然后单击“确定”。

要返回到“图像大小”对话框中显示的原始值，请在按住 Alt（在 Mac OS 中按住
Option）的同时单击“复位”。

重定图像像素

更改图像的像素大小称为重定图像像素。重定图像像素不仅会影响屏幕上图像的大小，而且还会影响图像品质和
打印输出，即打印尺寸或图像分辨率。重定图像像素可能会降低图像品质。在对图像缩减像素取样时，意味着减
少了图像中的像素数量，并且从图像中删除了信息。在对图像增加像素取样或增加图像中的像素数量时，会根据
现有的像素颜色值添加新的像素，而图像会损失一些细节和锐度。

为了避免需要增加像素取样，请以打印机或输出设备所要求的分辨率扫描或创建图像。如果您要在屏幕上预览更
改像素大小的效果或采用不同分辨率打印校样，请对原文件的副本进行重定图像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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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裁剪, 影像尺寸, 影像分辨率, 润饰, 润饰, 变换, 3D 变换, 旋转, 倾斜, 缩放, USM 锐化, Photomerge 合成

最邻近

两次线性

两次立方

两次立方（较平滑）

两次立方（较锐利）

重定图像像素

A. 缩减像素取样的图像 B. 原始图像 C. 增加像素取样的图像 

如果准备将图像用于 Web，则根据像素大小指定图像大小非常有用。

1. 选择“图像”>“调整大小”>“图像大小”。

2. 选择“重定图像像素”并选择一种插值方法：

快速但不够精确的方法。该方法建议用于包含边缘未消除锯齿的插图，可保留硬边
缘并生成较小的文件。但是，该方法可能产生锯齿状边缘，在对图像进行扭曲或缩放时或在
某个选区上执行多次操作时，这种效果会变得非常明显。

中等品质的方法。

较慢但更为精确的方法，会产生最平滑的色调渐变。

放大图像时使用。

减小图像大小时使用。此方法在重定图像像素后的图像中保留细节。
不过，它可能会过度锐化图像的某些区域。在这种情况下，请尝试使用“两次立方”。

3. 要保持当前的长宽比，请选择“约束比例”。更改高度时，该选项将自动更新宽度，反之亦
然。

4. 在“像素大小”中输入“宽度”值和“高度”值。要输入当前尺寸的百分比值，请选择“百分比”作为
度量单位。

图像的新文件大小会出现在“像素大小”旁边，而旧文件大小会显示在括号内。

5. 单击“确定”以更改像素大小并重定图像像素。

为了在制作小图像时获得最佳效果，应缩减像素取样并应用“钝化蒙版”（“增强功能”>“钝
化蒙版”）。要制作大图像，请以更高的分辨率重新扫描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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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工具进行选择

转到页首

注意:

转到页首

关于选区

关于选择工具

使用矩形和椭圆选框工具

使用套索工具

使用多边形套索工具

使用磁性套索工具

使用魔棒工具

使用快速选择工具

使用选区画笔工具

使用魔术提取器

调整选区的边缘

删除所选区域

使用命令选择和取消选择区域

关于选区

选区是您定义的照片的一个区域。当您创建一个选区时，此区域可编辑（例如，您可以亮化照片的一部分而不影响其余部分）。可

以使用选择工具或选择命令来建立选区。选区边框（可以隐藏）将围绕所选项目。可以更改、拷贝或删除选区边框内的像素，但无

法接触选区边框外的区域，直到您取消选择选区为止。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11 及更高版本为各种不同的选区提供多种选择工具。例如，椭圆选框工具用于选择圆形和椭圆区域，
魔棒工具可实现单击一次选择颜色相似的区域。可以使用某个套索工具来建立较复杂的选区。您甚至可以使用羽化和消除锯齿功能

平滑选区边缘。

选区限于现用图层；要一次性更改所有图层，首先需要拼合图像。

使用椭圆选框工具建立的选区，在所选区域调整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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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选框工具：绘制正方形或矩形
选框。

椭圆形选框工具：绘制圆形或椭圆
选框工具。

套索工具：以最精确的方式绘制手
绘选框。

多边形套索工具：绘制具有多个直
边线段的选框。

磁性套索工具：当您在照片上拖动
时，绘制自动捕捉边线的选框。

魔棒工具：单击一次即可选择相似
颜色的像素。

快速选择工具：在您单击或单击并
拖动区域时，根据颜色和纹理，快
速、自动地进行选择。

选区画笔工具：自动选择或取消选
择上色的区域，具体取决于您是在
选择模式还是在蒙版模式下。

智能画笔工具：将颜色、色调调整
和效果应用到选区。该工具可自动
创建用于非破坏性编辑的调整图
层。

转到页首

关于选择工具

选择工具位于“工具”面板（默认情况下位于屏幕左侧）中。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3 中，您必须处于“专家”模式才能查看选择工具。

使用矩形和椭圆选框工具

矩形选框工具用于绘制方形或矩形选区边框，椭圆选框工具用于绘制圆形或椭圆选区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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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和椭圆选框工具选项

A. 矩形选框工具 B. 椭圆选框工具 C. 新建选区 D. 添加到选区 E. 从选区减去 F. 与选区交叉 

1. 选择工具箱中的矩形选框工具 (A) 或椭圆选框工具 (B)。

2. （可选）在“工具选项”栏中设置选框工具选项：

指定是创建新选区、添加到选区、从选区减去，还是选择与其他选区交叉的区域。

要柔化选区边框以使其混合到选区外的区域，请输入羽化值。

要平滑选区的边缘，请选择“消除锯齿”（仅限于椭圆选框工具）。

从“模式”弹出式菜单中，选择“正常”以直观地设置选区边框的大小和比例；选择“固定比
例”以设置选区边框的宽高比；或者选择“固定大小”以指定选框的高度和宽度。

3. 在要选定的区域上拖动。拖动的同时按住 Shift，以将选区选框限制为方形或圆形。

要从选框的中心拖动它，请在开始拖动之后按住 Alt 键 (Windows) 或 Option 键 (Mac
OS)。

要调整选框工具选区边框的位置，请在使用选择工具拖动的同时按住空格键。选区边框
位于正确的区域后，请释放空格键。

4. 单击“调整边缘”以对选区进行进一步的调整，使其更精确。 请参阅如何调整选区边缘。

使用套索工具

套索工具用于绘制手绘的选区边框。此工具可用于建立非常精确的选区。

套索工具选项

A. 套索工具 B. 多边形套索工具 C. 磁性套索工具 D. 新建选区 E. 添加到选区 F. 从选区减去 G. 与选区交叉 

1. 从工具箱中选择“套索”工具。

2. （可选）在“工具选项”栏中设置“套索”工具选项：

指定是创建新选区、向现有选区中添加、从选区减去，还是选择与其他选区交叉的区
域。

要柔化选区边框以使其混合到选区外的区域，请输入羽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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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平滑选区的边缘，请选择“消除锯齿”。

3. 拖动以绘制手绘的选区边框：

要添加到选区，松开鼠标按钮；然后按 Shift，当指针改为 时，拖动。

要从选区减去，松开鼠标按钮；然后按 Alt（Mac OS 中的选项），当指针改为 时，
拖动。

要添加直边段，请在按住鼠标按钮的同时，按 Alt（Mac OS 中为 Option）；然后释放
鼠标按钮，并在指针改变时，在要放置段结尾的位置处单击。

4. 要关闭选区边框，请释放鼠标按钮。直线选区段是从释放鼠标按钮的位置到选区起点绘制
的。

5. 单击“调整边缘”以对选区进行进一步的调整，使其更精确。请参阅如何调整选区边缘。

使用多边形套索工具

多边形套索工具用于绘制选区边框的直边段。您可以创建绘制选区边框所需的任意数目的段。

多边形套索工具选项

A. 套索工具 B. 多边形套索工具 C. 磁性套索工具 D. 新建选区 E. 添加到选区 F. 从选区减去 G. 与选区交叉 

1. 从工具箱中选择“多边形套索”工具。

2. （可选）在“工具选项”栏中设置“多边形套索”工具选项：

指定是创建新选区、向现有选区中添加、从选区减去，还是选择与其他选区交叉的区
域。

要柔化选区边框以使其混合到选区外的区域，请输入羽化值。

要平滑选区的边缘，请选择“消除锯齿”。

3. 在要让第一条直线段开始的位置单击，然后在要让该线段结束且下一条线段开始的位置第二
次单击。继续单击以创建段。

如果出了错，请按 Delete 擦除段。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可从创建直边段切
换到手绘。

4. 执行以下步骤之一关闭选区边框：

将指针定位到起点上方，然后单击。当您越过起点时，该指针旁边会显示一个闭合的圆
圈。

如果指针没有定位到起点上方，请双击，或按住 Ctrl（Mac OS 中的 Command）的同
时单击。直线选区段是从指针到选区起点绘制的。

5. 单击“调整边缘”以对选区进行进一步的调整，使其更精确。请参阅如何调整选区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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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磁性套索工具

磁性套索工具用于绘制与照片中拖动的对象边缘自动对齐的选区边框。 这样一来，可以方便地绘制精确的选区

边框。磁性套索工具 用于快速选择具有针对高对比度背景设置的复杂边缘的对象。

磁性套索工具选项

A. 套索工具 B. 多边形套索工具 C. 磁性套索工具 D. 新建选区 E. 添加到选区 F. 从选区减去 G. 与选区交叉 

1. 从工具箱中选择“磁性套索”工具。

要在“磁性套索”工具选中时在“磁性套索”工具与其他套索工具之间进行切换，请执行以下操
作之一：

要激活“套索工具”，请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并拖动。

要激活“多边形套索工具”，请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并单击。

2. （可选）在“工具选项”栏中设置“磁性套索”工具选项：

指定是创建新选区、向现有选区中添加、从选区减去，还是选择与其他选区交叉的区
域。

要柔化选区边框以使其混合到选区外的区域，请输入羽化值。

要平滑选区的边缘，请选择“消除锯齿”。

要指定边缘检测的区域，请输入宽度介于 1 与 256 之间的像素值。该工具只检测从指
针开始指定距离以内的边缘。

要更改磁性套索指针以使其指示边缘检测的区域（宽度值），请按 Caps Lock。

要指定磁性套索工具对照片边缘的灵敏度，请为“边对比度”输入一个 1% 到 100% 之间
的值。较高的数值将只检测与其周边对比鲜明的边缘，较低的数值将检测低对比度边
缘。

要指定磁性套索工具以什么频度设置紧固点，请为“频率”输入 0 到 100 之间的数值。较
高的数值会更快地固定选区边框。

3. 执行以下步骤之一添加选区边框段：

单击边上的点。

按鼠标按钮的同时沿边缘拖动。

选区边框与照片中的边缘对齐。如果边框没有与所需边缘对齐，请单击一次以手动添加
点；然后继续描摹边框并根据需要单击点。如果出了错，请按 Delete 沿着边框擦除
点。

4. 执行以下步骤之一关闭选区边框：

要手动关闭边框，请拖动回起点并单击。当您越过起点时，该指针旁边会显示一个闭合
的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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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要用手绘的磁性线段闭合边框，请双击或按 Enter。

要用直线段合上边框，请双击并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

使用魔棒工具

魔棒工具通过一次单击选择相近颜色范围内的像素。您需要指定魔棒工具选区的色彩范围或容差。如果您具有相
近色彩的区域（天蓝色），请使用魔棒工具。

魔棒工具选项

A. 魔棒工具 B. 新建选区 C. 添加到选区 D. 从选区减去 E. 与选区交叉 

1. 选择魔棒工具。

2. （可选）在“工具选项”栏中设置“魔棒”工具选项：

在“容差”中，请输入一个介于 0 到 255 之间的值。输入较低的值以选择与所单击像素非
常相似的颜色，或者输入较高的值以选择范围更广的颜色。

要定义平滑选区边缘，请选择“消除锯齿”。

要使用相同的颜色只选择相邻的区域，请选择“连续的”。如果取消选择此选项，需要在
整个照片中选择使用相同颜色的像素。

要使用所有可见图层中的数据选择颜色，请选择“对所有图层取样”。如果取消选择此选
项，魔棒工具只能从现有图层选择颜色。

3. 在照片中，单击要选择的颜色。

4. 要添加到选区，请按住 Shift 并单击取消选择的区域。要从选区中删除区域，请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并单击要删除的区域。

5. 单击“调整边缘”以对选区进行进一步的调整，使其更精确。请参阅如何调整选区边缘。

使用快速选择工具

单击或单击并拖动要选择的区域时，快速选择工具会根据颜色和纹理的相似性进行选择。所进行的标记不必精
确，因为快速选择工具会自动和直观地创建边框。

“智能画笔”工具可以像“快速选择”工具一样选择选区，并同时应用颜色或色调调整。请参阅应用智能画笔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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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选区画笔工具和选区画笔工具选项

A. 快速选择工具 B. 选区画笔工具 C. 新建选区 D. 添加到选区 E. 从选区减去 

1. 选择“快速选择画笔”工具。

2. 在“工具选项”栏中，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允许绘制新选区。默认情况下会选择此选项。

允许添加到现有选区。

允许减去现有选区。仅当您进行选择后，此选项才可用。

3. 从选项栏的画笔拾色器中选择画笔笔尖。如果要选择一个大区域，可以使用较大的画笔。为
进行更精确地选择，请选择较小的画笔大小。

4. 在覆盖要选择的对象中的颜色范围的区域上单击或单击并拖动，然后释放鼠标按钮。

此时将出现选区边框。

5.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来微调选区：

要添加到选区，请单击选项栏中的“添加到选区”按钮，并在要添加的区域上单击或单击
并拖动。

要从选区中去除一个区域，请单击选项栏中的“从选区中减去”按钮 ，并在要从选区减去
的区域上单击或单击并拖动。

要开始新的选区，请单击选项栏中的“新建选区”按钮，并单击或绘制以指定新的选区。

6. 单击“调整边缘”以对选区进行进一步的调整，使其更精确。请参阅如何调整选区边缘。

使用选区画笔工具

选区画笔工具以两种方式进行选择：可以在“选择”模式下在要选择的区域上色，也可以在“蒙版”模式下使用半透
明叠加在不希望选择的区域上色。

您可以首先使用选框工具、快速选择工具或其他选择工具进行粗选，然后使用选区画笔工具微调选区。您可以
在“选择”模式下使用选区画笔工具添加到选区，或在“蒙版”模式下从选区减去。

选区画笔工具选项

A. 选区画笔 B. 添加到选区 C. 从选区减去 D. 选区弹出 E. 画笔弹出 F. 画笔大小 G. 硬度 H. “调整边缘”对话框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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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钮 

1. 选择工具箱中的“选区画笔”工具。您可能需要单击工具箱中的快速选择工具并从出现的隐藏
工具列表中选择“选区画笔”。

2. 默认状态下，该工具设定为“添加到选区” 。要从选区减去，请单击选项栏中的“从选区减
去”。

3. （可选）在“工具选项”栏中选择“选区画笔工具”选项：

从画笔预设弹出式面板中选择画笔。

指定画笔大小。

从“模式”菜单中选择“选择”（以添加到选区）或“蒙版”（以从选区减去）。

将画笔笔尖的硬度设置为 1% 到 100% 之间的值。

如果在选区画笔工具中使用柔边画笔，将“模式”选项更改为“蒙版”可以帮助您查看选区的
柔化边缘。

使用“蒙版”模式时，请指定 1% 到 100% 之间的“叠加不透明度”。

使用“蒙版”模式时，请单击“叠加颜色”色板并在拾色器中选择颜色以设置蒙版颜色。这
在蒙版颜色（“叠加颜色”）与照片中的颜色过于类似时非常有用。

4. 在照片中绘制以选择或取消选择区域。

在“选择”模式下添加到选区（左图），在“蒙版”模式下从选区减去（右图）

使用魔术提取器

魔术提取器功能在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12 及更高版本中不可用。

使用魔术提取器可根据指定的前景和背景区域的外观进行准确选择。通过将带有颜色的标记置于要选择的区域
中，可以指定这些区域。标记区域并关闭该对话框后，只有前景区域会出现在照片中。

借助魔术提取器，可以方便地选择人员或对象，以便可以将它们叠加在其他背景上。 例如，您可以从家中骑着
自行车的照片中删除您自己，并将其叠加到在法国旅行的骑自行车游客的照片中。可以将提取的图像另存为可重
复使用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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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要提取的标有红点的区域 B. 标有蓝点的背景 C. 提取的图像 

1. 打开包含要提取的对象的照片。

2. 要限制“魔术提取器”对话框中显示的内容，请使用“椭圆形”或“矩形”选区工具进行初步选
择。

3. 选择“图像”>“魔术提取器”。

“魔术提取器”对话框打开，并默认选中“前景画笔”工具 。

4. 多次单击或绘制线条以标记要提取的区域。

5. 单击“背景画笔”工具，并多次单击或绘制线条以标记不想在选区中包括的区域。

选择具有不同颜色和纹理的对象时，请在所有的颜色和纹理中拖动，以确保更准确地进
行选择。

6. 为帮助标记选区，请使用“缩放”工具或“抓手”工具来放大和导览照片。使用“缩放工具”的同
时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以缩小。

7. 要指定不同的画笔大小或颜色，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从“画笔大小”菜单中选择新的大小。

单击“前景色”或“背景色”色板并在颜色选择器中选择一种新的颜色，然后单击“确定”。

8. 单击“预览”以查看当前选区。

9. 要指定预览设置，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更改预览区域中显示的内容，请从“显示”菜单中选择“选区”或“原始照片”。或按键盘上
的 X 键在两种视图之间切换。

要指定不同的背景，请从“背景”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10. 执行下列任意操作对选区进行微调，然后再次预览结果：

要添加到选区或从选区减去，请使用“前景画笔”或“背景画笔”工具绘制多个点或线条。

要擦除前景点或背景点，请选择“点橡皮擦”工具 ，并在要删除的标记上单击或拖动。

要将某区域添加到选区，请选择“添加到选区”工具，然后在您希望添加的区域单击或拖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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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选区中删除区域，请选择“从选区中删除”工具并在要删除的区域中拖动。

要平滑前景选区的边缘，请选择“平滑画笔”工具并在要平滑的区域中拖动。

要柔化选区的边缘，请在“羽化”框中指定更高的值。

要填充主选区中其余的洞，请单击“填洞”。

要从主选区中隔离和删除区域，请选择“从选区中删除”工具，并在主选区与要删除的区
域之间拖出一条线。然后单击“填洞”。

要删除前景与背景之间留下的边缘颜色，请单击“去边”。要增加或减少删除的边缘量，
请在“去边宽度”菜单中指定一个值。

11. 单击“确定”以提取所选区域。如果要重新开始，请单击“复位”以删除所有的标记。

调整选区的边缘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1 中，您可以使用“调整边缘”（选择图像的一部分 > 右键单击该选区 > 选择“调整边缘”）对话框对选区
进行调整。您也可以通过单击“选择”>“调整边缘”来打开“调整边缘”对话框。

在 MAC 上，要打开“调整边缘”对话框，选择图像的一部分 > 选择 Control + 单击选区 > 选择“调整边缘”。

视图模式。从“视图”弹出菜单中，为您的选区选择一个视图模式。按 F 键可循环切换模式

显示半径。 显示边缘调整的半径。

微调半径 和擦除微调 工具。准确调整进行边缘微调的边界区域。要从一种工具快速切换到另一种工具，可按 E。要更改画笔
大小，可按括号键。 注：画过软区域，如头发或软毛，将精细细节添加到选区。

智能半径。自动调整边界区域中发现的硬边缘和柔化边缘的半径。如果边框一律是硬边缘或柔化边缘，或者您要控制半径设置并且

更精确地调整画笔，则取消选择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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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半径。确定发生边缘调整的选区边界的大小。对锐边使用较小的半径，对较柔和的边缘使用较大的半径。

平滑。减少选区边界中的不规则区域（“山峰和低谷”）以创建较平滑的轮廓。

羽化。模糊选区与周围的像素之间的过渡效果。

对比度。对比度增加时，选区边界的软过渡变得更突然。这时，使用“智能半径”选项和微调工具效果会更好。

移动边缘。使用负值向内移动柔化边缘的边框，或使用正值向外移动这些边框。向内移动这些边框有助于从选区边缘移去不想要的

背景颜色。

净化颜色。将彩色边替换为附近完全选中的像素的颜色。颜色替换的强度与选区边缘的软化度是成比例的。

注意：由于此选项改变了像素的颜色，因此需要输出到一个新的图层或文件。保留原始图层，这样您就可以在需要时恢复到原始状

态。（为了方便查看像素颜色中发生的变化，请选择“显示图层”视图模式。）
数量。更改净化和彩色边替换的程度。

输出到。决定调整后的选区是变为当前图层上的选区或蒙版，还是生成一个新图层或文档。

删除所选区域

删除背景图层上的选区时，选定区域被背景颜色或棋盘背景样式（透明像素）取代。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选择“编辑”>“删除”以删除选区。（如果错误地删除了选区，则可以选择“编辑”>“还原”将其还
原。）

按空格键或 Delete 删除该选区。

选择“编辑”>“剪切”将选区移至剪贴板。随后，可将其粘贴到别处。

使用命令选择和取消选择区域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取消选择选区，请选择“选择”>“取消选择”。

要选择图层上的所有像素，请在“图层”面板中选择该图层，然后选择“选择”>“全部”。

要重新选择最近的选区，请选择“选择”>“重新选择”。

2. 要显示或隐藏选区边框，请选择“视图”>“选区”。

此外，还可以在位于所选区域外的照片中的任何位置单击完成取消选择。但是，如果
使用的是根据单击进行选择的选择工具（如魔棒工具），则可能会意外地建立其他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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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和拷贝选区

转到页首

自动选择图层

显示定界框

注意:

移动选区

拷贝选区或图层

使用移动工具拷贝选区

使用命令拷贝选区

将一个选区粘贴到另一个选区中

移动选区

借助“移动”工具，可以将像素选区剪切并拖动到照片中的新位置。您也可以使用工具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
的照片之间进行移动或复制，还可将其移动或复制到支持选区的其他应用程序中的照片上。

使用“移动”工具将选区从一张照片移入另一张照片

要在选择另一工具后激活“移动工具”，请按住 Ctrl（Mac OS 中的 Command）。（在抓手工具被选中的情况
下，此技术不起作用。）

1. 在“编辑”工作区中，使用选择工具进行选择并从工具箱中选择“移动工具”。

2. （可选）更改选项栏中的“移动”工具设置。

3. 在选区边框内移动指针，并将选区拖动到新位置。如果已选择多个区域，则拖动区域时所有
的像素选区都会随之移动。

移动工具选项

选择“移动”工具 时，您可以在选项栏中更改以下设置：

选择在“移动工具”光标下具有像素的最顶层图层，而不是选择当前选中的图层。

显示图像中选区周围的定界框，或当前所选图层周围的定界框（如果图像上没有活动选区）。 边和
角上的框允许您重新调整选区或图层的尺寸。

定界框对于背景图层是不可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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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悬停时显示高光

“排列”菜单

“对齐”菜单

“分布”菜单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注意:

转到页首

鼠标悬停在图像上方时突出显示各个图层。在突出显示的图层上单击，以选择并移动该图
层。已选定的图层不会在鼠标悬停时突出显示。

在其他图层前面、中间或后面移动选中的图层。选项包括“置为顶层”、“前移一层”、“后移一层”和“置
为底层”。要排列图层，请选择该图层，然后从“排列”菜单选择项目。

对齐选中的图层。选项包括“顶边”、“垂直居中”、“底边”、“左边”、“水平居中”和“右边”。可以同时对
齐多个图层。要对齐图层，请选择该图层，按住 Shift，选择另一个图层，然后从“对齐”菜单选择项目。

将选中的图层间隔相同的间距。选项包括“顶边”、“垂直居中”、“底边”、“左边”、“水平居中”和“右
边”。可以同时设置多个图层的间距。对于要启用的选项，必须至少具有三个选中的图层。 要将图层隔离一定间
距，请选择该图层，按住 Shift，选择另一个图层，然后从“分布”菜单选择项目。

拷贝选区或图层

可以使用“移动”工具或“编辑”菜单中的“拷贝”、“合并拷贝”、“剪切”、“粘贴”或“贴入到选区”命令来拷贝和粘贴选
区。

切记，在不同分辨率的照片之间粘贴选区或图层时，粘贴的数据保持它的原始像素尺寸。这可能会使粘贴的部分
与新图像不成比例。在拷贝和粘贴之前，使用“图像”>“调整大小”>“图像大小”命令使源照片和目标照片的分辨率
相同。

剪切或拷贝的选区存储在剪贴板上。 一次只能将一个选区存储在剪贴板上。

使用移动工具拷贝选区

当在照片之间复制时，将选区从现用图像窗口拖入其他图像窗口中。将选区放入边框中时，边框会突出显示图像
窗口。

1. 选择要拷贝的图像部分。

2.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工具箱中的“移动工具” 。

3. 拖动要拷贝和移动的选区的同时，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

4. 要建立相同选区的其他拷贝，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将选区拖到新位置的同时，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

要偏移副本 1 个像素，请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并按箭头键。（此操作将移
动像素并拷贝像素，进而创建模糊效果。）

要偏移副本 10 个像素，请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 Shift 组合键并按箭头
键。（此操作将移动像素，而不是拷贝像素。）

将选区从一个图像拖至（按下 Shift 键）另一个图像时，选区粘贴在中心。

使用命令拷贝选区

1. 在“编辑”工作区中，使用选择工具选择要拷贝的区域。

2.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选择“编辑”>“拷贝”将选区拷贝到剪贴板。

选择“编辑”>“合并拷贝”将所选区域中的所有图层拷贝到剪贴板。

151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转到页首

注意:

将一个选区粘贴到另一个选区中

您可以使用“粘贴到选区”命令来粘贴剪贴板，或在选区中复制内容。 借助此命令，可以充分利用选中区域中的图
素，而且可以防止粘贴的图像看起来单调和不自然。 例如，可以使用不透明度为 85% 的“强光”混合模式保留一
副太阳镜中的倒影。 以这种方式使用混合模式时，需要创建新的图层并将选区粘贴到该图层中。

将选区从一个图像拷贝到另一个图像

A. 所选的原始照片的一部分 B. 要拷贝并粘贴到原始照片中的照片 C. 生成的图像 

1. 在“编辑”工作区中，使用“拷贝”命令来拷贝要粘贴的照片部分。（甚至可以从其他应用程序
中的照片进行拷贝。）

2. 在要将已拷贝照片粘贴到其中的照片中创建选区。

3. 选择“编辑”>“贴入到选区”。

拷贝的照片仅出现在选区边框内。可以在边框内移动拷贝的照片，但是如果将其完整
地移出边框，则该照片将不可见。

4. 当指针位于选区边框内时，将粘贴的图像拖至正确的位置。

5. 当您对结果感到满意时，取消选择粘贴的图像，以提交更改。

要在选择另一工具后激活“移动工具”，请按住 Ctrl（Mac OS 中的 Command）。（此方
法不适合于“抓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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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选区

返回页首

注意：

返回页首

返回页首

返回页首

移动选区边界

选区反相

添加到选区或从选区减去

选择与现有选区交叉的区域

通过特殊的像素值扩展或收缩选区

使用新的选区边界线框定现有选区

在选区中包含具有相似颜色的区域

从基于颜色的选区中删除零散的像素

选区去边

移动选区边框

移动选区边框只是调整边框，而不会改变照片。

1. 使用任何选择工具，单击选项栏中的“新建选区” ，并将指针置于现有选区边框内。指针将发生更改，表示可以移动选区 。

选择任何选择工具时，“新建选区”选项都会出现在选项栏中，但“选区画笔”工具除外。临时切换到其他选择工具（如有必
要），以选择此选项。

2.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拖动边框围住照片的不同区域。可以将选区边框拖过画布边界；但是这样一来就很难返回。还可以将选区边框拖动到另一个图
像窗口。

要以 1 个像素的增量移动选区，请使用箭头键。

要以 10 个像素的增量移动选区，请按住 Shift 并使用箭头键。

要将方向限制为 45 度的倍数，请开始拖动，然后在继续拖动时按住 Shift。

选区反相

选区反相将取消选择的区域更改为所选区域，保护以前选择的区域。

在带有现有选区边框的照片中，选择“选择”>“反选”。

可以使用此命令方便地选择要在纯色区域中出现的对象。使用魔棒工具选择纯色，然后选择“选择”>“反选”。

添加到选区或从选区减去

可以添加到现有选区或从现有选区减去，以对选区边框进行微调。例如，可以建立一个环形选区，方法是首先建立一个圆形选区，然后减去其中的一
个圆形选区。

选择一种选择工具，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按住 Shift（指针旁边会出现一个加号）以添加到选区，或按住 Alt（在 Mac OS 中按住 Option）从选区中减去（指针旁边会
出现一个减号）。然后选择要添加或减去的区域并建立另一个选区。

在选项栏中单击“添加到选区”  或“从选区中减去” ，建立另一个选区。（选择任何选择工具时，“添加到选区”和“从选区减
去”选项都会出现在选项栏中。）

选择与现有选区交叉的区域

可以限制选区影响的区域。例如，在积雪覆盖的山脉图片中，可以选择天空中的白云，而不选择白云下面的白色山脉部分，方法是选择整个天空，然
后使用魔棒工具（选择“与选区交叉”，而取消选择“连续的”）仅选择现有天空选区内包括的白色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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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矩形选框”工具选择天空和山顶（上图）。选择“与选区交叉”选项并使用魔棒工具选择云彩（中图）。增加云彩的亮度后生成的图像（下图）。

选择一种选择工具，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择选项栏中的“与选区交叉”  ，然后选择与现有选取交叉的区域。

按住 Alt（在 Mac OS 中按住 Option）+ Shift 组合键使十字线出现在指针旁边，并选择与现有选区交叉的区域。

按特定数量的像素扩展或收缩选区

可以使用“选择”菜单中的命令增大或减小现有选区的大小，并清除基于颜色的选区内外留下的零散像素。

1. 使用选区工具建立选区。

2. 选择“选择”>“修改”>“扩展”或“收缩”。
3. 对于“扩展量”或“收缩量”，输入一个 1 到 100 之间的像素值，然后单击“确定”。

选区边框以指定的像素数目向内外移动。选区边框中沿画布边缘分布的任何部分均不受影响。

用新选区边框框住现有的选区

“边框”命令用于创建柔化边缘且消除锯齿的选区边框。添加新的选区边框时，只选择两个选区边框之间的像素。

使用“边框”命令可以创建 4 个像素的边框选区（上图）。将选区拷贝到新的图层并填充，以建立图像外框（中图）。将选区填充到原始图像中，以在图
像周围创建外框（下图）。

1. 使用选区工具建立选区。

2. 选择“选择”>“修改”>“边界”。
3. 在“宽度”文本框中输入介于 1 到 200 个像素之间的置，并单击“确定”。

包括选区中颜色相近的区域

1. 使用选择工具进行选择，然后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选择“选择”>“扩大选取”，以包含所有位于选项栏中指定的容差范围内的相邻像素。（您可能必须切换到包括容差范围的选择工
具，如魔棒工具。） 如果容差值较高，则会添加范围更广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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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选择”>“选取相似”，以包含整个照片中位于容差范围内的像素，而不只是相邻的像素。

2. 要按增量增大选区，请多次选择其中一个命令。

无法在位图模式的照片上使用“扩大选择”和“选择相似”命令。

从基于颜色的选区中删除零散像素

“平滑”命令用于在每个所选像素周围搜索指定颜色范围内的其他像素，并选择这些像素。

1. 使用选择工具进行选择，并选择“选择”>“修改”>“平滑”。

2. 对于“取样半径”，输入 1 到 100 之间的像素值，然后单击“确定”。

选区去边

当移动或粘贴选区时，选区边框周围的一些像素也包含在选区内。这些额外的像素会在选区的边缘周围产生边缘或晕圈。“图层去边”命令用包含纯色
（不含背景色的颜色）的邻近像素的颜色替换任何边缘像素的颜色。例如，如果在蓝色背景上选择黄色对象，然后移动选区，则一些蓝色背景将随着
对象一起移动。“图层去边”用黄色像素替换蓝色像素。

选择并拷贝到新图像的狗的图像上可以看到来自深色背景的伪影（上图）。使用“图层去边”命令后的图像（下图）

1. 将选区拷贝并粘贴到新的图层或现有图层。
2. 选择“增强”>“调整颜色”>“图层去边”。
3. 在“去边”对话框中，键入要在对象周围替换的像素数目。值 1 或 2 应该足够了。
4.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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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和优化选区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3 中推出

添加到选区 (A)

从选区中减去 (B)

推动选区 (C)

平滑选区 (D)

大小 (E)

对齐强度 (F)

选区边缘 (G)

视图 (H)

不透明度 (I)

编辑选区

进行选择是编辑的重要组成部分。Photoshop Elements 13 包含一个名为“调整选区画笔”的新工具。此工具通过
自动检测边缘，可帮助您在选区中添加或删除区域。

工具的指针是一组两个同心圆。内圆是画笔的大小，外圆则指明要查找边缘的区域。

“选区编辑”工具箱提供用于优化选区的工具：

手动添加到当前选区

手动减去当前选区

 
将指针放在选区内部，可在外圆内扩展选区以对齐找到的第一个图像边缘

将指针放在选区外部，可在外圆内缩小选区以对齐找到的第一个图像边缘

平滑当前选区

设置选区指针大小

设置将选区边界与边缘对齐

设置选区边缘半径

帮助查看正在创建的选区的选项。选择以具有可设置不透明度或硬黑或白的叠加颜色。

设置在“视图”选项中选择的叠加的不透明度。

调整图像的选区：

1. 在“快速”/“专家”模式中打开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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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具有精细边缘的图像

2. 选择“调整选区画笔”工具 (A)。

3. 从可用的四个模式（添加、减去、推动、平滑）中，选择“添加”模式。

“添加”模式中的选区指针

4. 在您要在其上建立精确而优化的选区的图像上按住指针。指针同心圆内的选区开始扩大。注
意正在扩大的选区外围上的浅色区域。此选区边缘将帮助您建立精确选区。

选区边缘（下图中 B 和 C 区域之间封闭的区域）

选区边缘的大小由“选区边缘”滑块确定。试用此设置的硬度和柔软度以获得正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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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选区画笔”指针内不断扩大的选区（“添加”模式）

A - 指针的内圆，选区区域在这里开始扩大。自动选择内部的区域。
B - 选区边缘的外边缘。
C - 选区边缘的内边缘
D - 指针的外圆，如果您保持无限期按下鼠标，选区区域会在这里停止扩大。

您也可以使用指针“绘制”您想选择的区域。

5. “选区边缘”区域中的毛发、头发、小草等任何纹理都以精细细节捕捉。

要捕捉更多精细细节，将鼠标指针悬停在选区的边缘，直至指针变为“选区边缘”指针模式。
将此工具置于此模式后，单击并在包含精细细节的区域上绘图。

选区边缘指针

将指针的内深灰色部分悬停在选区边缘时，指针进入此模式。 同样，指针较暗部分的大
小也取决于“选区边缘”滑块设置。 设置越大，可在上面绘画的区域就越多。

6. 继续选择多个区域，调整选择的边缘，直到选中您要选择的区域。使用不同的叠加选项查看
您能够捕捉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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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选区边缘”光标，选择您的照片中捕捉的微小细节。

7. 继续试验并执行步骤 6，更改您的选区并使用“调整选区画笔”工具的“减去”、“推动”和“平
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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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消除锯齿和羽化功能使选区边缘变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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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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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消除锯齿平滑所选区域的边缘

通过羽化模糊所选区域的边缘

为选择工具定义羽化边缘

为现有选区定义羽化边缘

通过消除锯齿平滑所选区域的边缘

可以通过消除锯齿或羽化来平滑选区的硬边缘。消除锯齿通过柔化边缘像素与背景像素之间的颜色转换，使选区的锯齿状边缘平滑。由于只有边缘像
素发生变化，因此不会丢失细节。消除锯齿在剪切、拷贝和粘贴选区以创建复合图像时非常有用。

可以使用“套索”、“多边形套索”、“磁性套索”、“椭圆选框”和“魔棒”工具选择消除锯齿。要消除锯齿，必须在建立选区之前先选择“消除锯齿”选项；您无
法向现有选区中添加消除锯齿。

1.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套索、多边形套索、磁性套索、椭圆选框或魔棒工具。
2. 在选项栏中选择“消除锯齿”选项。
3. 在图像窗口中进行选择。

通过羽化模糊所选区域的边缘

 可以通过羽化来平滑选区的硬边缘。通过建立选区与周围像素之间的转换来羽化模糊边缘。该模糊边缘将丢失选区边缘的一些细节。
可以使用“椭圆选框”、“矩形选框”、“套索”、“多边形套索”或“磁性套索”工具来创建羽化选区。还可以使用“选择”菜单向现有选区添加羽化。在移动、剪
切、拷贝或填充选区时，羽化效果很明显。

原始图像（左图），以及建立羽化选区、应用“反选”命令和填充白色后的图像（右图）

为选择工具定义羽化边缘

1. 在“编辑”工作区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从工具箱中选择任何套索工具或选框工具，并在选项栏中输入羽化值，以定义羽化宽度。羽化在选区边框处开始。

选择“选区画笔”工具，然后从选项栏中的弹出式面板中选择柔化边缘的画笔。

2. 在图像窗口中进行选择。

为现有选区定义羽化边缘

1. 在“编辑”工作区中，使用工具箱中的选择工具进行选择。
2. 选择“选择”>“羽化”。
3. 在“羽化半径”文本框中键入介于 2 到 250 之间的值，并单击“确定”。羽化半径定义羽化边缘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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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选区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存储、载入或删除选区

修改存储的选区

使用存储的选区修改新的选区

存储、载入或删除选区

通过存储选区，可以在以后的时间编辑照片的所选区域。载入存储的选区之前，可以处理照片的其他部分。

存储选区（上图）、载入选区（中图）并使用要填充纯色的选区（下图）

1. 在“编辑”工作区中，在您的照片中建立选区。

2. 选择“选择”>“存储选区”。

3. 在“存储选区”对话框中，从“选区”弹出式菜单中选择“新建”。

4. 在“名称”框中输入选区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5. 要载入选区，请选择“选择”>“载入选区”，从“选区”菜单中选择已存储的选区，然后单击“确定”。

6. 要删除选区，请选择“选择”>“删除选区”，从“选区”菜单中选择已存储的选区，然后单击“确定”。

修改存储的选区

通过替换、添加到或从中减去，可以修改已存储的选区。

1. 在“编辑”工作区中，在您的照片中建立选区。

2. 选择“选择”>“存储选区”。

3. 在“存储选区”对话框中，从“选区”菜单中选择要修改的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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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选区

添加到选区

从选区减去

与选区交叉

转到页首

添加到选区

从选区减去

与选区交叉

4. 选择以下各项之一，然后单击“确定”：

将存储的选区替换为当前选区。

将当前选区添加到存储的选区。

从存储的选区中减去当前选区。

将存储的选区替换为当前选区与存储的选区之间的交叉选区。

还可以通过载入存储的选区并使用选择工具来修改该选区，以添加到其中（按住 Shift 并拖动）或从中减去（在 Windows 中，
按住 Alt 并拖动；在 Mac 中，按住 Option 并拖动）。（请参阅添加到选区或从选区减去。）

使用存储的选区修改新的选区

1. 在“编辑”工作区中，打开包含存储的选区的照片。

2. 在照片中建立新的选区。

3. 选择“选择”>“载入选区”。

4. 从“选区”菜单中选择一个存储的选区。

5. 选择以下操作之一：

将存储的选区添加到当前选区。

从当前选区中减去存储的选区。

将当前选区替换为当前选区与存储的选区之间的交叉选区。

6. 要使所选区域反相，请选择“反相”并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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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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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颜色

返回页首

返回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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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颜色

HSB 模型
RGB 模型
色轮

在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中，可以使用两个颜色模型来处理颜色。一种模型基于人眼看到颜色的方式 - 色相、饱和度和亮度 (HSB)，而其他
模型基于计算机显示器显示颜色的方式（以红色、绿色和蓝色或 RGB 的数量表示）。色轮是另一种可帮助您了解颜色之间关系的工具。 Photoshop
Elements 提供了四种确定图像中所显示颜色数量的图像模式：RGB、位图、灰度和索引颜色。

关于颜色

人类的眼睛以 3 种特性来感知颜色，即色相、饱和度和亮度 (HSB)，而计算机的显示器通过生成各种数量的红色、绿色和蓝色 (RGB) 光来显示颜色。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使用 HSB 和 RGB 颜色模型来选择和处理颜色。色轮可以帮助您了解颜色之间的关系。

HSB 模型
HSB 模型以人类对颜色的感觉为基础，描述了颜色的 3 种基本特性：

色相 从物体反射或透过物体传播的颜色。在 0 到 360 度的标准色轮上，按位置度量色相。在通常的使用中，色相由颜色名称标识，如红色、橙色或绿
色。

饱和度 颜色的强度或纯度。饱和度，有时称为色度，它表示色相中灰色量所占的比例，使用从 0%（灰色）至 100%（完全饱和）的百分比来度量。
在标准色轮上，饱和度从中心到边缘递增。

亮度 颜色的相对明暗程度，通常使用从 0%（黑色）至 100%（白色）的百分比来度量。
尽管可以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使用 HSB 模型在“拾色器”对话框中定义颜色，但是无法使用 HSB 模式来创建或编辑图像。

Adobe 拾色器中的 HSB 视图
A.  饱和度 B.  色相 C.  亮度

RGB 模型
绝大多数可见光谱可用红色、绿色和蓝色 (RGB) 光的不同比例和强度的混合来表示。这 3 种颜色称为加色原色。将红色、绿色和蓝色的光加在一起便
成了白光。在两种颜色重叠区域，会产生青色、洋红色或黄色。

加色原色用于光照、视频和显示器。例如，显示器通过红色、绿色和蓝色荧光粉发射光线产生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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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色 (RGB)。
A.  红色 B.  绿色 C.  蓝色 D.  黄色 E.  洋红色 F.  青色

色轮

色轮是了解和记住颜色之间关系的一种简单方法。红色、绿色和蓝色是加色原色。青色、洋红色和黄色是减色原色。直接贯穿每个加色原色的是它的
补色：红-青、绿-洋红和蓝-黄。

每个减色原色由两种加色原色形成，但不是它的补色。因此，如果您增加了图像中原色的数量，则应该减少其补色数量。例如，黄色由绿色和红色的
光形成，因此黄色中没有蓝色光。当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调整黄色时，更改蓝色通道中的颜色值。通过向图像中添加蓝色来减少图像中的黄色。

色轮。
A.  洋红色 B.  红色 C.  黄色 D.  绿色 E.  青色 F.  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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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和色调校正的基础知识

转到页首

快速

导向

专家

相机原始数据

转到页首

颜色校正概述

在“快速”模式中校正颜色
“快速”模式工具
在“专家”模式中校正颜色
自动纠正光照和颜色

关于直方图

查看直方图

颜色校正概述

Photoshop Elements 提供几种工具和命令，用于修复照片中的色调范围、颜色和锐化程度，以及去除污点或其
他瑕疵。根据您的经验和需要，您可以在 3 种工作区中的任何一种工作区中工作。

如果您对数码成像的了解有限，则最好使用“快速”模式来修复照片。还有很多基本工具，都可以用于校正
颜色和光照。

如果您刚开始学习数码成像和 Photoshop Elements，则可以使用“导向编辑”来指导您完成颜色校正任务。
这也是一种增加对工作流程的了解的好方法。

如果您以前处理过图像，您会发现“专家”模式提供了更灵活、功能更强大的图像校正环境。它还包含光照
和颜色校正命令，以及用于修复图像瑕疵、进行选择、添加文本以及在图像上绘画的工具。

当使用某些调整命令时，您可以直接调整图像像素。或者使用调整图层进行非破坏性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您
可以轻松调节直到调整好图像为止。在此模式中，“智能画笔”工具和“细节智能画笔”工具可为您所应用的校正自
动创建调整图层。请参阅应用“智能画笔”工具。

如果采用相机的原始数据格式拍摄数码图像，则可以在“相机原始数据”对话框中打开并校正原始
数据文件。由于相机尚未处理原始数据文件，您可以调整颜色和曝光以改进图像。通常，您可能不需要进行
Photoshop Elements 的其他调整。 要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相机原始数据文件，首先要以支持的文件
格式存储它们。

在“快速”模式中校正颜色

有关使用快速模式的视频，请参阅www.adobe.com/go/lrvid905_pse_cn。

“快速”模式为您方便地整理出 Photoshop Elements 中许多基本的照片修复工具。 在“快速”模式中工作时，限制
应用于照片的颜色和光照控件的数目。一般情况下，在照片中只能使用一个“自动”控件。如果该控件未达到您要
的效果，请单击“重置”按钮并尝试另一个控件。您还可以使用滑块控件来调整图像，无论您是否已使用“自动”控
件。最后在图像上执行锐化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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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修复

曝光度

对比度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打开照片后，单击“快速”。

在“快速”模式中，可以访问存储在照片箱中所有照片。

2. （可选）通过从主菜单（位于打开的图像上面的工具栏）中进行选择设置预览选项。可以设
置预览以显示修复前后照片呈现的外观，或并列显示这两个预览（水平或者垂直）。

3. （可选）使用工具箱中的工具缩放、移动和裁剪图像。也可以创建选区、修复红眼、美白牙
齿并向图像添加文本。

4. 要以 90°增量逆时针旋转图像（向左旋转），请单击任务栏中的“旋转”按钮。要顺时针方向
旋转图像，请单击“旋转”按钮旁边的箭头，然后单击向右旋转按钮。

5. 选择一个图像修复控件（例如，色阶、颜色、对比度）。 如果控件具有附加选项（例
如，“颜色”控件包含“饱和度”、“色相”、和“振动”选项卡），选择相应的选项卡修复图像的某
个方面。

6. 要应用修复，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使用滑块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预览对照片的调整，或在滑块旁边的文本框中输入值。

将鼠标悬停在缩览图上方可预览对照片所做的调整。单击缩览图可临时在图像上应用调
整。

若要使用预览作为起点微调图片，请在预览缩览图上单击并按住鼠标按钮，然后向右或
向左拖动。

注意：当您按顺序应用修复时，一旦您跳转到新的控件，所有之前的修复将会自动应
用。例如，如果您从“平衡”控件跳转到“曝光度”控件，您在“平衡”控件中执行的任何修
改将被自动应用。

7. 要还原修复或重置图片，请执行下列操作：

要在仍然处于同一个控件中时取消应用的修复，请按 Ctrl + Z，或在菜单栏中单击“编
辑”>“还原”。

注意：如果您执行了一系列修复（例如，曝光度、平衡、和对比度），则不可能撤销
修复“平衡”这一步骤中执行的更改。您只能撤销你目前所在的控件

要取消应用与图片的所有修复，请单击重置。图片还原到当前编辑会话的最初状态。

“快速”模式工具

若要使用预览作为起点微调图片，请单击并按住鼠标按钮，然后向右或向左拖动。

“快速”模式提供以下工具来精修您的照片：

调整光照和颜色。“智能修复”可校正总体色彩平衡并提高阴影和高光细节（如有必要）。
自动

自动调整图像以应用最佳的设置值。

调整总体图片亮度。 使用此控件以确保您正在查看的图像为想要的亮度。

调整图像的总体对比度，并且有时会影响它的颜色。如果图像需要更高的对比度且有色偏，则可以使用
以下两个选项：

自动色阶和自动对比度

“自动色阶和自动对比度”选项作用方式为单独映射每个颜色通道中的最亮像素和最暗像素到单色。要应用
设置，请单击上述任一选项旁边的“自动”按钮。（请参阅 关于色阶调整或调整色阶导向编辑。）

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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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

平衡

锐化

拖动滑块使照片最暗的区域变亮，而不影响高光。不影响纯黑色区域。

中间调

调整中间色调值（约介于纯白色和纯黑色之间的值）内的对比度。这不影响极端的高光和阴影。

高光

拖动滑块使照片最亮的区域变暗，而不影响阴影。不影响纯白色区域。

通过识别图像中而不是各个颜色通道中的阴影、中间调和高光来调整颜色。它使用一组默认值中和中间调
并修剪白色和黑色像素。单击“自动”按钮以应用此命令。
饱和度

拖动滑块使颜色更鲜明或更柔和，或者选择最符合您的要求的预览缩览图。

色相

转换图像中的所有颜色。此控件最适用于小幅度调整或要更改其颜色的选定对象。

自然饱和度

使具有较低饱和度的颜色变鲜明，而不允许剪切具有较高饱和度的颜色。此控件允许您改变肤色而不变得
过饱和。

调整图像的色彩平衡而不影响它的对比度。

色温

拖动滑块使颜色更暖（红）或者更冷（蓝）。使用此控件可以增强日落或肤色效果，或者在照相机设置的
色彩平衡关闭时使用。

色调

拖动滑块以加深绿色或者洋红色。使用“色温”控件后，请使用此控件对颜色进行微调。

调整图像的锐化程度。单击“自动”以使用默认的锐化量。
锐化

拖动滑块以改变锐化量。将预览缩放到 100%，从而获得正在尝试应用的锐化量的更准确的视图。

使用润色按钮修复照片

“快速”模式中可使用润色按钮，位于修改面板。这些按钮使您能够在所选图像部分应用校正和调整。红眼去除工
具、污点修复工具和修复画笔工具可修改相同的图层。美白牙齿工具可创建和使用新调整的图层。此外，文本工
具创建用于编辑的新图层。因此，部分工具不能永久地编辑图像图层上的信息。您可以随时更改调整设置，不用
担心会破坏原始图像。“美白牙齿”润色按钮应用在“智能画笔”工具中发现的调整。请参阅 使用智能画笔工具调整
颜色和色调和关于调整和填充图层。

1. 在“快速”模式中，执行下列任意操作：

单击“红眼去除”按钮以消除照片中的红眼。此工具可消除闪光照片中人物的红眼。在图
像中要修复的眼睛周围拖动工具，或单击选项栏中的“自动”按钮。请参阅精确去除红
眼。

单击“美白牙齿”按钮，在图像中应用美白牙齿。在要美白的牙齿所在的图像区域中拖
动。

2. （可选）如果您执行了“美白牙齿”调整，您可以执行以下任何操作：

要将调整添加到照片中的其它部分，请单击“添加到选区”按钮 ，并在图像中拖动。

要从一部分照片中删除调整，请单击“从选区中减去”按钮 ，然后在图像中拖动。

“快速”模式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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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放工具

抓手工具

快速选择工具

裁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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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预览图像的放大率。控件和选项的工作方式与工具箱中的缩放工具一样。（请参阅放大和缩
小。）

如果看不到整个图像，则在预览窗口中左右移动图像。当选中另一个工具时，按下空格键可访问抓手
工具。

根据您单击或拖动工具的位置，选择图像中的区域。（请参阅使用“快速选择”工具。）

去除图像的一部分。在预览图像中拖动工具，以选中要保留的部分，然后按 Enter。 （请参阅 裁剪图
像。）

在“专家”模式中校正颜色

如果您以前处理过图像，您会发现 Photoshop Elements 提供了更灵活、功能更强大的图像校正环境。它包含光
照和颜色校正命令，以及用于修复图像瑕疵、进行选择、添加文本以及为图像上色的工具。当使用某些调整命令
时，您可以直接调整图像像素。或者使用调整图层进行非破坏性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轻松调节直到调
整好图像为止。“智能画笔”工具 和“细节智能画笔”工具会在应用校正时自动创建调整图层。请参阅应用智能画笔
工具或关于调整和填充图层。

当您处理照片时，请执行适用于图像的以下任务。并非每个图像都需要所有任务，但是下表列出了通常推荐的工
作流程：

指定颜色管理选项。

指定颜色管理选项。

以 100% 的比例查看图像，也可根据需要进行裁剪。

进行任何颜色校正之前，请以 100% 的缩放百分比查看图像。在 100% 的比例下, Photoshop Elements 最准确
地显示图像。 还可以检查图像是否存在瑕疵，如污点和划痕。 如果您打算裁剪文件，则立即执行以减少内存要
求，确保直方图只使用相关的信息。 在裁剪图像之前，使用缩放工具缩小图像可以优化视图，以便裁剪正确居
中的选区。

检查扫描品质和色调范围。

查看图像的直方图，评价图像是否有足够的细节可以生成高品质的输出。

根据需要调整图像大小。

如果要在其他应用程序或项目中使用该图像，则将图像调整为所需的大小。如果要打印该图像或在
Photoshop Elements 项目中使用该图像，则通常不必调整其大小。（请参阅关于图像大小和分辨率。）

调整高光和阴影。

通过调整图像中极限高光和阴影像素的值（也称为色调范围）开始校正。设置总体色调范围可应用于整个图像中
尽可能多的细节。此过程称为设置高光和阴影或设置白场和黑场。（请参阅关于色阶调整或调整色阶导向编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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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智能修复

自动色阶

自动对比度

自动颜色校正

自动锐化

自动修复红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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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色彩平衡。

校正色调范围之后，可以调整图像的颜色平衡以去除不希望出现的色偏或校正过度饱和或不饱和的颜色。借助一
些 Photoshop Elements 自动命令，在一个步骤中同时校正色调范围和颜色。（请参阅调整饱和度和色调。）

进行其他特殊颜色调整。

校正了图像的整体色彩平衡之后，可以进行可选的调整以增强颜色。例如，您可以增加饱和度使图像中的颜色更
鲜明。

润饰图像。

使用润饰工具（如污点修复画笔）去除图像中的任何污点或瑕疵。（请参阅去除污点和细小的不完美处。）

锐化图像的清晰度。

作为最后一步，锐化图像中边缘的清晰度。该过程有助于恢复色调调整可能会减少的细节和锐化程度。（请参
见锐化概述。）

自动纠正光照和颜色

Photoshop Elements 在“快速”模式和“专家”模式中提供几种自动光照和颜色校正命令。您选择的命令取决于图像
的需要。

您可以体验每个自动命令。如果您不喜欢一个命令的效果，可以选择“编辑”>“还原”以还原该命令，然后尝试其他
命令。您很少需要使用多个自动命令来修复图像。

1. 若要调整特定的图像区域，请使用其中的一个选择工具选中该区域。如果不选择任何区域，
则调整会应用于整个图像。

2. 从“增强”菜单中选择下列命令之一：

校正总体色彩平衡并提高阴影和高光细节（如有必要）。

调整图像的总体对比度，并且可能会影响它的颜色。如果图像需要较高的对比
度，并且它有色偏，请尝试该命令。 “自动色阶”的工作方式是将每个颜色通道中的最亮和最
暗的像素映射为黑色和白色。

调整图像的总体对比度，而不影响它的颜色。如果图像需要较高的对比度，而
颜色看起来比较正常，请使用该命令。“自动对比度”将图像中最亮和最暗的像素映射为白色
和黑色，这样会使高光看起来较亮，而阴影看起来较暗。

通过识别图像中而不是各个颜色通道中的阴影、中间调和高光来调整对比度
和颜色。它使用一组默认值中和中间调并设置白场和黑场。

通过使边缘清晰化，以及添加色调调整可能减少的细节来调整图像的锐化程度。

自动检测并修复图像中的红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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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直方图

您可以使用直方图来分析图像的色调分布，以查看是否需要校正。直方图以柱形图显示图像的像素值分布。图表
的左侧显示图像阴影的值（从色阶为 0 开始），右侧显示高光的值（色阶为 255）。图表的纵轴表示给定色阶内
总的像素数。

可以在“直方图”面板中查看图像的直方图 (F9)。还可以在“色阶”对话框和“相机原始数据”对话框中访问直方图。
您可以在工作时更新直方图，以便查看您的调整如何影响色调范围。当出现缓存数据警告图标  时，单击该图
标可刷新直方图的数据。

直方图面板

A. “通道”菜单 B. 面板菜单 C. “不使用高速缓存的刷新”按钮 D. “高速缓存数据警告”图标 E. 统计 

如果很多像素聚集在图表的阴影或高光端，则可能表明阴影或高光中的图像细节可能会被剪切掉，从而显示为纯
黑色或纯白色。几乎没有方法可以恢复此类图像。如果您使用扫描的图像，则可以尝试重新扫描以生成更合适的
色调范围。如果您的数码相机可以显示图像直方图，则检查该直方图，看曝光是否正确，如有必要，调整曝光。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相机文档。

如果阴影和高光中没有某些像素，则直方图可能会显示图像未使用全部可用的色调范围。您可以使用“色阶”命令
或者“增强”>“自动” 命令之一来扩展色调范围，以便修复具有有限的色调范围的图像。

如何读取直方图

A. 具有剪切的高光的过度曝光照片 B. 具有全色调的正确曝光的照片 C. 具有剪切的阴影的曝光不足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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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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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图像

所选图层

复合图像调整

RGB

红色、绿色和蓝色

明度

颜色

平均值

标准偏差 (Std Dev)

中间值

像素

级别

数量

百分位

高速缓存级别

查看直方图

1. 如果面板箱中没有打开“直方图”面板，请选择“窗口”>“直方图”。

2. 从“源”菜单中选择直方图显示的来源：

显示整个图像的直方图，包括多层文档中的所有图层。

显示“图层”面板中所选图层的直方图。

显示在“图层”面板中选定的调整图层（包括调整图层下面的所有图层）的直
方图。

3. 若要查看一部分图像的直方图，请在图像中进行选择，然后从“通道”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显示的直方图为位于彼此顶部的各个颜色通道的组成成分。

显示各个颜色通道的直方图。

显示表示复合通道亮度或强度值的直方图。

显示各个颜色的复合 RGB 直方图。红色、绿色和蓝色表示这些通道中的像素。青
色、洋红色和黄色表示两个通道的直方图重叠的位置。灰色表示所有 3 个颜色通道直方图
重叠的区域。

灰度图像有单个通道选项： 灰色。

4. 要查看有关值范围的下列统计信息，请在直方图中拖动，并按住鼠标按钮以突出显示该范
围。要查看有关直方图特定区域的信息，请将指针置于该区域之上：

表示平均强度值。

表示亮度值的变化范围。

显示强度值范围内的中间值。

表示用于计算直方图的像素总数。

显示指针下面的区域的亮度级别。

显示指针下面强度级别的像素总数。

显示等于或低于指针下面级别的像素百分比。该值表示为图像中所有像素的百分
数，从最左侧的 0% 到最右侧的 100%。

显示图像缓存的设置。如果在“首选项”对话框中选中“对直方图使用缓存”，则
Photoshop Elements 更快速地显示直方图，但不太精确。要显示更精确的直方图，请取消
选择该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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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颜色、饱和度和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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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饱和度和色相

调整皮肤的颜色

调整单独区域的饱和度

更改对象的颜色

精确转换为黑白

自动转换为黑白

添加黑白转换的自定预设

向灰度图像中添加颜色

调整饱和度和色相

色相/饱和度命令会调整整个图像或图像中单个颜色组件的色相（颜色）、饱和度（纯度）和亮度。

使用“色相”滑块添加特殊效果，给黑白图像上色（类似棕褐色效果）或更改一部分图像的颜色范围。

使用色相/饱和度命令更改图像中的颜色

A. 原图 B. 使用“着色”选项将整个图像更改为棕褐色 C. 在“编辑”菜单中目标为洋红色，并且使用“色相”滑块更改 

使用“饱和度”滑块使颜色更鲜明或者更柔和。例如，您可以通过使风景画里面的色彩变饱和使其增添色彩冲击
感。或调暗过于显眼的色彩，如人像画中一件鲜红的毛衣。

调整颜色饱和度之前和之后

将“亮度”滑块与其他调整功能结合使用以使图像的一部分变亮或变暗。请注意，不要将其用于整个图像，该调整
会减小整个色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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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饱和度或色相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选择“增强”>“调整颜色”>“调整色相/饱和度”。

选择“图层”>“新调整图层”>“色相/饱和度”，或打开现有色相/饱和度调整图层。

在对话框中显示有两个颜色条，它们以各自的顺序表示色轮中的颜色。上面的颜色条显
示调整前的颜色；下面的颜色条显示调整如何在完全饱和状态影响所有色相。

2. 在“编辑”下拉菜单中，选择要调整的颜色：

选择“全图”可以一次调整所有颜色。

为要调整的颜色选择列出的其他一个预设颜色范围。调整滑块出现在颜色条之间，您可
以使用它来编辑任何范围的色相。

3. 对于“色相”，输入一个值，或拖动滑块，直至出现需要的颜色为止。

文本框中显示的值反映像素原来的颜色在色轮中旋转的度数。正值表示顺时针旋转，负值表
示逆时针旋转。值的范围从 -180 到 +180。

4. 对于“饱和度”，输入一个值，或将滑块向右拖动增加饱和度，向左拖动减少饱和度。值的范
围从 -100 到 +100。

5. 对于“亮度”，输入一个值，或将滑块向右拖动增加亮度，向左拖动减小亮度。值的范围从 -
100 到 +100。对整个图像使用该滑块时要小心。 它将减小整个图像的色调范围。

6. 单击“确定”。或者，要取消更改并重新开始，请按住 Alt（在 Mac OS 中按住 Option）并单
击“复位”。

修改色相/饱和度滑块的范围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选择“增强”>“调整颜色”>“调整色相/饱和度”。

选择“图层”>“新调整图层”>“色相/饱和度”，或打开现有色相/饱和度调整图层。

2. 从“编辑”菜单中选择单个颜色。

3. 执行下列任意操作来调整滑块：

拖动其中一个三角形以调整颜色衰减的数量，而不影响范围。

拖动其中一个浅灰色条以调整范围，而不影响颜色衰减数量。

拖动灰色中心部分以移动整个调整滑块，从而选择不同的颜色区域。

拖动深灰色中心部分旁边的其中一个垂直白色条以调整颜色组件的范围。增加范围可降
低颜色衰减，反之亦然。

要将颜色条和调整滑块条一起移动，请在按住 Ctrl 的同时拖动（在 Mac 中，按住
Command 的同时单击）颜色条。

调整滑块

A. 调整颜色衰减而不影响范围 B. 调整范围而不影响颜色衰减 C. 调整颜色组件的范围 D. 移
动整个滑块 

176



注意:

转到页首

注意:

棕褐色

玫瑰红

色温

如果您修改调整滑块，使它归入不同的颜色范围，则会反映在名称变化中。例如，如果
选择“黄色”并改变其范围以使其进入颜色栏的红色部分，则名称将变为“红色 2”。最多可
以将 6 个单独的颜色范围转换为同一颜色范围的变体（例如，“红色 1”到“红色 6”）。

默认情况下，在选择颜色组件时所选颜色范围是 30 度宽，即两头都有 30 度的衰
减。 衰减设置得过低会在图像中产生带宽。

4. 要通过从图像中选择颜色来编辑范围，请选择拾色器，然后单击图像。使用拾色器工具添加
到范围；使用拾色器工具从范围中减去。

当拾色器工具被选中时，您也可以按住 Shift 来添加到范围或按住 Alt（在 Mac OS 中按住
Option）从范围中减去。

调整皮肤的颜色

“调整皮肤的颜色”命令会调整照片中的整体颜色以呈现更自然的肤色。当您单击照片中皮肤的某个区
域，Photoshop Elements 将调整肤色以及照片中的所有其他颜色。您可以单独手动调整褐色和红色以获得最终
需要的颜色。

原图（上图）和调整肤色之后的图（下图）

1. 打开照片，然后选择需要校正的图层。

2. 选择“增强”>“调整颜色”>“调整皮肤的颜色”。

3. 单击皮肤区域。

Photoshop Elements 自动调整图像中的颜色。更改可能比较细小。

确保选中“预览”，以便可以看到颜色的变化。

4. （可选）拖动下列任何滑块对校正进行微调：

增加或减小肤色中褐色的级别。

增加或减小肤色中红色的级别。

更改肤色的整体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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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画笔

大小

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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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区

图像

5. 完成后，单击“确定”。要取消更改并重新开始，请单击“复位”。

调整单独区域的饱和度

海绵工具可更改区域的颜色饱和度。

通过用海绵工具擦除来增加饱和度

1. 选择海绵工具。

2. 在选项栏中设置工具选项:

增加或降低颜色饱和度。选择“加色”可增加颜色的饱和度。在灰度中，“加色”会增加对
比度。选择“去色”可减弱颜色的饱和度。在灰度中，“去色”会减小对比度。

设置画笔笔尖。单击取样画笔旁边的箭头，从“画笔”弹出式菜单选择画笔类别，然后
选择画笔缩览图。

以像素为单位设置画笔大小。拖动“大小”滑块或在文本框中输入大小。

设置饱和度更改速率。拖动“流量”弹出滑块或在文本框中输入值。

3. 拖动到要修改的图像部分上。

更改对象的颜色

“替换颜色”命令替换图像中的特定颜色。您可以设置替换颜色的色相、饱和度和亮度。

1. 选择“增强”>“调整颜色”>“替换颜色”。

2. 在图像的缩览图下面选择一个显示选项：

在预览框中显示蒙版，类似于黑白图像。

在预览框中显示图像。在使用放大的图像或仅有有限屏幕空间时，该选项非常有用。

3. 单击拾色器按钮，然后单击您想要改变的图像中或预览框中的颜色。使用拾色器 + 工具可
添加颜色，使用吸管 - 工具可去除颜色以使它们没有变化。

4. 拖动“模糊度”滑块可控制在选区中包含相关颜色的程度。

5.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指定新的颜色：

拖动“色相”、“饱和度”和“亮度”滑块（或在文本框中输入值）。

178



转到页首

注意:

转到页首

单击“结果”框并在“拾色器”中指定一个新颜色，然后单击“确定”。

6. 要取消更改并重新开始，请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并单击“复位”。

精确转换为黑白

有关此过程的视频，请参阅 www.adobe.com/go/lrvid2325_pse9_cn。

“转换为黑白”命令允许您选择特殊的转换样式应用于图像。这不同于“去除颜色”命令，该命令自动为您转换为黑
白。

在“转换为黑白”对话框中，可用的图像样式帮助您比较并选择不同的转换预设。选择一种样式，然后使用可用滑
块微调转换。

转换为黑白

A. 显示原图和效果图 B. 选择样式 C. 调整强度 

1. 打开图像，然后选择区域或图层进行转换。如果不选择区域或图层，则将转换整个图像。

要在保留原始照片的同时试用黑白转换，请转换复制图层。

2. 选择“增强”>“转换为黑白”。

3. 选择一个可反映图像内容的样式选项（例如“人像”或“风景”）。

4. 拖动“调整强度”滑块，以调整红色、绿色、蓝色或对比度。

与红色、绿色和蓝色对应的“调整强度”滑块不会为图像着色；它们仅在新的黑白图像
中包括原始颜色通道中的或多或少的数据。

5. 要转换图像，请单击“确定”。要取消更改并重新开始，请单击“复位”。要关闭“转换为黑
白”对话框，请单击“取消”。

自动转换为黑白

“去除颜色”命令通过为 RGB 图像中的每个像素指定相同的红色、绿色和蓝色值转换为黑白。每个像素的整体亮
度保持不变。此命令与在“色相/饱和度”对话框中将“饱和度”设置为 -100 的效果相同。

1. 若要调整特定的图像区域，请使用其中的一个选择工具选中该区域。如果不选择任何区域，
则调整会应用于整个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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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增强”>“调整颜色”>“去除颜色”。

添加黑白转换的自定预设

通过编辑特定的文本文件，可以向黑白转换器中手动添加自定预设。

为转换为黑白添加自定预设是高级用户的任务。

1. 关闭 Photoshop Elements，并且导航到包含 bwconvert.txt 文件的文件夹。

在 Windows 中，[Photoshop Elements 11 安装目录]\Required\bwconvert.txt

在 Mac 中，/Applications/Adobe Photoshop Elements/Support
Files/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Editor.app/Contents/Required/bwconvert.txt。按住 Command 键并单击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然后选择“显示打包内容”。导航到文件夹
Contents/Required。

2. 在纯文本编辑器（如“记事本”）中打开 bwconvert.txt 文件。

3. 按照该文件中已有的预设执行同名转换，从而添加新的预设并为其指定唯一名称。

4. 存储文件（保留原始文件名）。

5. 启动 Photoshop Elements 并选择“增强”>“转换为黑白”以查看预设。

向灰度图像中添加颜色

您可以为整个灰度图像上色，或选择区域用不同的颜色上色。例如，您可以选择一个人的头发并将其着色为褐
色，然后在进行其他选择之后为人物的脸颊添加粉红色。

如果您上色的图像处于灰度模式，请在编辑器中选择“图像”>“模式”>“RGB 颜色”将其转换为“RGB”模式。

1. 选择“增强”>“调整颜色”>“调整色相/饱和度”或“图层”>“新建调整图层”>“色像/饱和度”处理调
整图层。

2. 选择“着色”。如果前景色不是黑色或白色，则 Photoshop Elements 会将图像转换成当前前
景色的色相。 每个像素的亮度值不会改变。

3. 如果愿意，可以使用“色相”滑块选择一种新的颜色。使用“饱和度”滑块调整饱和度。 然后单
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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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相机原始数据图像文件

处理版本

打开和处理相机原始数据文件

调整相机原始数据文件中的锐度

减少相机原始数据图像中的杂色

存储对相机原始数据图像的更改

在“编辑”工作区中打开一个相机原始数据图像
设置和控件

关于相机原始数据图像文件

在数码摄影中，图片是由相机图像传感器捕捉到图像文件中。通常图像文件会先经过处理和压缩，然后再存储到
您的相机内存卡中。然而，相机也可以存储没有经过处理或压缩的图片 - 作为原始文件。可以将相机原始数据文
件视为照片负片。 您可以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原始数据文件，并进行处理和保存，而不是依赖相机来
处理该文件。使用相机原始数据文件时，可以设置适当的白平衡、色调范围、对比度、颜色饱和度和锐度。

要使用原始数据文件，需要设置相机，以便采用原始数据文件格式来存储文件。 从相机下载文件时，这些文件
的扩展名为 NEF、CR2、CRW 等其他原始格式。Photoshop Elements 只能从支持的相机中打开原始数据文
件。请访问 Adobe 网站查看所支持相机的列表。

Photoshop Elements 不会将您所做的更改保存至原始数据文件（非破坏性编辑）。在使用“相机原始数据文
件”对话框功能处理原始图像文件之后，您可以选择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处理过的原始数据文件。然后
可编辑文件，并以 Photoshop Elements 支持的格式保存该文件。原始数据文件保持不变。

处理版本

处理版本是对原始数据文件格式的一种译解方法。使用的默认版本是处理版本 2012。译解原始数据文件格式的
方法为您提供了使用原始数据文件格式中的最新改进功能的多种方法。Photoshop Elements 13 包含三个处理版
本（一个最新版本和两个旧版本）。 版本的完整列表为：

处理版本 2012（默认版本，从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11 开始使用）
处理版本 2010 (用于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10)
处理版本 2003 (用于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9 或更早的版本)

我的原始图像应用了哪种处理版本？

当您打开尚未使用 Photoshop Elements 早期版本打开过的原始数据文件时，将使用默认的 2012 处理版本。然
而，如果您打开已在 Photoshop Elements 的早期版本中打开过的原始数据文件，将使用较旧的处理版本。

要查看对您的原始数据图像所应用的处理版本，可在“Camera Raw 9.1”对话框中单击“相机校准”选项卡。“处
理”字段将显示当前使用的处理版本。

注意：如果未使用处理版本 2012，原始数据图像下将显示一个图标，说明使用了较旧的版本。

我可以在处理版本之间切换吗？

可以。在“Camera Raw 9.1”对话框中，单击“相机校准”选项卡，然后从“处理版本”下拉列表中选择希望使用的处
理版本。

哪个版本最适合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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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版本 2012 允许您以原始格式使用最新的增强功能。但如果您具有许多使用 Photoshop Elements 之前的版
本打开的原始数据图像（因此使用较旧的处理版本），您可以选择对较新的图像应用较旧的处理版本。这有助于
在处理之前和现在的图像时保持一致性，还有助于维护您较早的工作流。

处理版本之间有何不同？

“基本”选项卡。处理版本 2012 中，“高亮”、“阴影”和“白色”滑块代替了“恢复”、“填充光
线”和“亮度”滑块。
“细节”选项卡：
处理版本 2012 引入了“颜色细节”滑块。该滑块在修改颜色滑块之前一直处于禁用状态。
处理版本 2012 增加了“亮度细节”和“亮度对比”滑块。这些滑块在修改亮度之前一直处于
禁用状态。

注：切换到较早的处理版本时，与最新处理版本兼容的较新的滑块将被禁用。

“相机原始数据”对话框

A. 视图选项 B. 单击“基本”或“细节”选项卡以访问不同的控件。 C. RGB 值 D. 直方图 E. 图像设置 F. “更多”菜
单 G. 工具 H. 缩放级别 I. 位深度选项 

打开和处理相机原始数据文件

1.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文件”>“打开”。

2. 通过浏览选择一个或多个相机原始数据文件，然后单击“打开”。

“Camera Raw”对话框中的直方图显示当前设置的情况下图像的色调范围。 当您调整设置
时，直方图会自动进行更新。

3. （可选）使用在预览区域中显示剪切的控件（如缩放工具）或选项（如阴影和高光）调整图
像视图。 （请参阅相机原始数据控件。）

选择“预览”会显示设置更改后的图像预览。取消选择“预览”将显示当前选项卡的原始
设置与隐藏选项卡的设置相结合的相机原始数据图像。

4. 要将图像逆时针或顺时针旋转 90°，请单击“旋转图像”按钮  。

5. 要应用前一相机原始数据图像中使用的设置或相机的默认设置，请从“设置”菜单中选择选项
（设置菜单 > 上一次转换）。例如，如果您希望使用类似的光照条件快速处理图像，则使
用相同的选项非常有用。（请参阅设置自定相机设置。）

6. （可选）设置选项来调整白平衡。（请参阅相机原始数据文件的白平衡控件。）

可以在“Camera Raw”对话框中调整图像时监视其像素的 RGB 值。 将缩放工具、抓手工
具、白平衡工具或裁剪工具放在预览图像上，可以在指针正下方显示 RGB 值。

7. 使用“曝光”、“亮度”、“对比度”和“饱和度”滑块进行色调调整。（请参阅 相机原始数据文件
的色调和图像调整。）

要还原手动调整并进行自动调整，请选择“自动”。要将所有选项恢复为其初始设置，请按住

182

http://idiom-q-win-1/cn/photoshop-elements/using/processing-camera-raw-image-files.html#main-pars_header_1
http://idiom-q-win-1/cn/photoshop-elements/using/processing-camera-raw-image-files.html#main-pars_header_0
http://idiom-q-win-1/cn/photoshop-elements/using/color-camera-raw.html#white_balance_controls_for_camera_raw
http://idiom-q-win-1/cn/photoshop-elements/using/color-camera-raw.html#tonal_and_image_adjustments_in_camera_raw_files
http://idiom-q-win-1/cn/photoshop-elements/using/color-camera-raw.html#tonal_and_image_adjustments_in_camera_raw_files


注意: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Alt（Mac OS 中的 Option）并单击“复位”。

8.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相机原始图像文件（应用了相机原始数据文件设置）
的副本，请单击“打开图像”。您可以编辑该图像，并将其存储为 Photoshop Elements
支持的格式。原始的相机原始数据文件保持不变。

要取消调整并关闭该对话框，请单击“取消”。

要将所做调整存储到 DNG 文件，请单击“存储图像”。（请参阅 将更改保存至相机原始
图像。）

数字负片 (DNG) 格式是 Adobe 制定的相机原始数据文件的标准格式。DNG 文件可
用于归档相机原始数据图像，因为它们包含原始相机传感器数据及指定图像外观的数据。可
以将相机原始数据图像设置存储在 DNG 文件中，而不是附属 XMP 文件或相机原始数据数
据库中。

调整相机原始数据文件中的锐度

“锐化”滑块可以调整图像的锐化程度以提供所需的边缘清晰度。 锐化调整是 Adobe Photoshop 钝化蒙版滤镜的
变体。 此调整功能可以根据指定的阈值查找与周围像素不同的像素，并为像素的对比度增加指定的数量。在打
开相机原始数据文件时，相机原始数据增效工具根据相机型号、ISO 和曝光补偿来计算要使用的阈值。可以选择
将锐化应用于所有图像，或只应用于预览。

1. 将预览图像至少放大到 100%。

2. 单击“细节”选项卡。

3. 向右移动“锐化”滑块可增大锐化程度；向左移动可减小锐化程度。如果值为零，则会关闭锐
化。通常，为了使图像看起来更清晰，可将“锐化”滑块的值设低一些。

如果不准备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对图像进行很大的改动，可使用相机原始数据
的“锐化”滑块。 如果准备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对图像进行很大的改动，可以关闭
相机原始数据锐化。 完成所有其他编辑和调整大小的工作后，在最后一步使用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锐化滤镜对图像进行锐化。

减少相机原始数据图像中的杂色

“Camera Raw”对话框的“细节”选项卡包含用于减少图像杂色的控件，杂色是图像中多余的不自然的内容，它们
会降低图像品质。图像杂色包括亮度（灰度）杂色和单色（颜色）杂色，亮度杂色使图像呈现粒状，不够平滑，
单色杂色使图像颜色看起来不自然。如果拍摄时使用的 ISO 感光度高，或者数码相机不够精密，照片中可能会
出现明显的杂色。

向右移动“亮度平滑”滑块可减少灰度杂色，向右移动“杂色深度减低”滑块可减少色度杂色。

当调整“亮度平滑”或“杂色深度减低”时，最好采用 100% 预览图像以便获得最佳查看效果。

向右移动“亮度平滑”滑块可减少灰度杂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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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放工具

抓手工具

白平衡工具

裁剪工具

拉直工具

存储对相机原始数据图像的更改

可以存储对相机原始数据文件所做的更改。 “Camera Raw”对话框以 .dng 文件格式存储更改的相机原始数据图
像。 存储文件不会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自动将其打开。（要打开相机原始数据文件，只需像处理其他任何
文件一样，使用“打开”命令即可。 然后就可以像处理其他任何图像一样编辑和存储该文件）。

1. 在“Camera Raw”对话框中，对一个或多个相机原始图像应用调整。

2. 单击“存储图像”按钮。

3. 在“存储选项”对话框中，指定存储文件的位置，如果要存储多个相机原始数据文件，还要指
定所使用的文件命名方式。

其他选项：

嵌入快速加载数据：在 DNG 文件中嵌入了体积更小的原始图像的副本，以提高原始图
像的预览速度。

使用有损压缩：减小 DNG 文件的大小，但会造成质量损失。建议仅用于要被存档的原
始图像文件，切勿用于打印或生产（其他用途）。

4. 单击“存储”。

在“编辑”工作区中打开一个相机原始数据图像

在“Camera Raw”对话框中处理相机原始数据图像之后，您便可以在“编辑”工作区中打开并编辑该图像。

1. 在“Camera Raw”对话框中，对一个或多个相机原始图像应用调整。

2. 单击“打开图像”按钮。“相机原始数据”对话框关闭，照片在“编辑”工作区中打开。

设置和控件

相机原始数据文件控件

单击预览图像时，将预览缩放设置为下一预设缩放值。 按住 Alt 并单击 （在 Mac OS 中，按住
Option 并单击）即可缩小。在预览图像中拖动缩放工具可以放大所选区域。要恢复到 100%，请点按两次缩放工
具。

将预览图像的缩放级别设置为大于 100% 时，用于在预览窗口中移动图像。在使用另一个工具的同
时，可以按住空格键来使用抓手工具。双击抓手工具可使预览图像适合窗口大小。

将您单击的区域设置为中性灰色调以去除色偏并调整整个图像的颜色。“色温”和“色调”值的变化会反
映颜色的调整。

去除图像的一部分。在预览图像中拖动工具，以选中要保留的部分，然后按 Enter。

可以使用拉直工具在垂直或水平方向上重新对齐图像。此工具还可以重新调整或裁剪画布以容纳拉直
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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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眼去除

打开“首选项”对话框

“旋转”按钮

去除闪光照片中人物的红眼和动物照片中的绿眼或白眼。

打开“Camera Raw 首选项”对话框。

逆时针或顺时针旋转照片。

设置自定相机设置

当打开相机原始数据文件时，Photoshop Elements 读取文件中的信息以查看创建该文件的相机型号，然后将相
应的相机设置应用于图像。如果您总是进行类似的调整，则可以更改相机的默认设置。 还可以更改您拥有的每
个型号的相机的设置，但不可以更改同一型号的多个相机的设置。

1. 要将当前设置存储为创建该图像的相机的默认设置，请单击“设置”菜单旁边的三角形，然后
选择“存储新的 Camera Raw 默认值”。

2. 在“编辑”工作区中，打开相机原始数据文件并调整图像。

3. 要使用相机的 Photoshop Elements 默认设置，请单击“设置”菜单旁边的三角形，然后选
择“复位 Camera Raw 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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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和相机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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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平衡

注意：

色温

使用相机原始数据中的直方图和 RGB 值
相机原始数据的白平衡控制

相机原始数据文件中的色调和图像调整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进行编辑前，您可以在“相机原始数据”对话框中对图像执行预先调整和修改。启用“预览”选项后，您可以看到修改后的图像
外观。

可用的选项包括可修改图像属性的滑块。例如，您可以更改曝光度、亮度、透明度以及饱和度和振动。可用于修改图像的选项的数量取决于所用的过
程版本。例如，一些滑块在使用处理版本 2012 时会显示，但使用处理版本 2010 时则不会显示，如“阴影”和“白色”。同样地，“填充光线”滑块在使用处
理版本 2010 时会显示，但使用处理版本 2012 时则不会显示。

在相机原始数据中使用直方图和 RGB 值
“相机原始数据”直方图同时显示图像的所有三个通道（红、绿和蓝）。在“相机原始数据”对话框中调整设置时，直方图会自动发生变化。

当将缩放工具、抓手工具或白平衡工具移动到预览图像上时，您会看到位于该对话框右上角的 RGB 值。

图像的 RGB 值

相机原始数据的白平衡控件

数码相机将曝光时的白平衡记录为元数据，当您在“相机原始数据”对话框中打开文件时便可以看到该元数据。通常，该设置会生成正确的色温。如果白
平衡不完全正确，您可以对其进行调整。

Photoshop“相机原始数据”对话框中的“调整”选项卡有下列 3 个控件，用于校正图像中的色偏：

设置图像的色彩平衡，以反映拍摄照片时的光照条件。某些情况下，从“白平衡”菜单选择某种白平衡即可获得满意的效果。多数情况下，您可
能需要使用“色温”和“色调”调整来自定白平衡。

“相机原始数据”增效工具可以读取某些相机的白平衡设置。要使用相机的白平衡设置，请将“白平衡”设为“原照设置”。对于未识别其白平衡设置
的相机，选择“原照设置”等同于选择“自动”： “相机原始数据”增效工具读取图像数据，并自动调整白平衡。

将白平衡微调至自定色温。请使用 K 色温刻度设置色温。如果拍摄照片时光的色温较低，向左移动滑块可校正该照片；该增效工具增强图像的冷
色调（微带蓝色），以补偿较低的环境光色温（微带黄色）。相反，如果拍摄照片时光的色温较高，则向右移动滑块校正该照片；该增效工具增强图
像的暖色调（微带黄色），以补偿较高的环境光色温（微带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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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调

返回页首

曝光度

对比度

恢复

高光

阴影

白色

黑色

A. 向右移动“色温”滑块可校正光线色温较高时拍摄的照片。 B. 向左移动“色温”滑块可校正光线色温较低时拍摄的照片。 C. 调整色温之后的照片。

微调白平衡来补偿绿色或洋红色调。向左移动滑块（负值）可给照片添加绿色；向右移动滑块（正值）可添加洋红色。

提示：要快速调整白平衡，请选择白平衡工具，然后点按预览图像中应为中性灰色或白色的区域。“色温”和“色调”滑块将自动进行调整，以使所选的颜
色完全为中性色（如果可能）。如果要单击白色，请选择包含大量白色细节的高光区域，而不选择镜面高光区域。

使用“白平衡”单击中性白色区域和输出校正

相机原始数据文件中的色调和图像调整

调整图像的亮度或暗度。 将滑块向左移动可使图像变暗；向右移动可使图像变亮。该值的增量与光圈大小相等。调整 +1.50 的效果与将光圈
加宽 1.5 圈的效果一样。同样，-1.50 的调整与将光圈减小 1.5 圈一样。
提示：按住 Alt（Mac 中的 Option 键）的同时移动“曝光度”滑块，可以预览剪切高光的位置。（剪切是将像素值移至最高的高光值或最低的阴影值。
被剪切的区域要么完全为白色，要么完全为黑色，不带任何图像细节。） 移动滑块，直到完全剪切掉高光（不是镜面高光），然后再往回稍作调整。
黑色表示未剪切的区域，彩色表示只在一个或两个通道中剪切的区域。

按住 Alt（Mac 中的 Option 键）的同时移动“曝光度”滑块，可以显示剪切的高光。

调整图像的中间调。该值越大，图像的中间调对比度越高；该值越小，图像的对比度越低。通常可以在设置“曝光度”、“阴影”和“亮度”值之后，
使用“对比度”滑块调整中间调的对比度。

尝试从高光恢复细节。“相机原始数据”可以从将一个或两个颜色通道剪切为白色的区域中重建一些细节。

恢复图像中过度曝光的高光区域的细节。

恢复图像中曝光不足的阴影区域的细节。

调整图像的高光。

调整图像中的阴影和曝光不足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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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度

振动

饱和度

补光

黑色

亮度

锐化

减少杂色

相机配置文件

锐化图像中边缘的清晰度。 该过程有助于恢复可能由色调调整导致减少的细节和锐化程度。

调整饱和度，以便颜色接近完全饱和度时使剪切最小化，从而在对高饱和颜色的影响较小的情况下更改所有低饱和颜色的饱和度。振动还可以防
止肤色过饱和。

调整图像的色彩饱和度，范围从 -100（纯单色）到 +100（饱和度加倍）。

尝试从阴影恢复细节，而不用使黑色变亮。“相机原始数据”可以从将一个或两个颜色通道剪切为黑色的区域中重建一些细节。使用“补光”类似于
使用 Photoshop 的“阴影/高光”滤镜或 After Effects 的“阴影/高光”效果的阴影部分。

指定将在最终图像中映射为黑色的输入色阶。增加“黑色”可以扩展映射为黑色的区域。有时，这会使图像的对比度看起来更高。在阴影中进行的
更改最大，而在中间调和高光中进行的更改要小得多。使用“黑色”滑块类似于在使用 Photoshop 的“色阶”命令或 After Effects 的“色阶”效果时使用输入
色阶的黑场滑块。

调整图像亮度的效果与“曝光度”滑块的作用一样。当您向右移动滑块时，亮度压缩高光并扩展阴影。亮度不剪切图像高光（完全为白色、无细节
的区域）或阴影（完全为黑色、无细节的区域）。通常可以在通过“曝光度”和“阴影”滑块设置白场及黑场剪切之后，使用“亮度”滑块来调整总体亮度。

锐化可增强图像中的边缘定义。“细节”面板中的其他可用控件。 要查看这些控件的效果，请将缩放水平设置为 100% 或更大。

数量：调整边缘定义。增加“数量”值可增大锐化程度。如果值为零，则会关闭锐化。通常，为了使图像看起来更清晰，可将“数
量”值设低一些。调整功能可以根据指定的阈值查找与周围像素不同的像素，并为像素的对比度增加指定的数量。

半径：调整应用锐化的细节大小。具备精细细节的照片可能需要较低的半径设置。具备较高细节的照片可以使用较大的半径。使用
太大的半径通常会产生不自然的效果。

细节：调整在图像中锐化的高频信息量以及锐化处理强调边缘的程度。较低的设置主要锐化边缘，从而去除模糊。 对于使图像中
的纹理更加显著，较高的值非常有用。

蒙版：控制边缘蒙版。如果设置为零，则图像中的所有内容都会收到相同的锐化量。 如果设置为 100，则锐化大部分被限制到最
强边缘附近的区域。

调整图像的色彩饱和度，范围从 -100（纯单色）到 +100（饱和度加倍）。
亮度：调整灰度杂色。

亮度细节：控制亮度杂色阈值。对杂色照片有用。 较高的值可保留更多细节但可导致更多杂色效果。较低的值可使输出更整洁但
会去除一些细节。

亮度对比度：控制亮度对比度。对杂色照片有用。 较高的值可保留对比度但可导致杂色斑点或斑纹。较低的值可使输出更平滑但
对比度较低。

颜色：调整色度杂色。

颜色细节：控制颜色杂色阈值。较高的值可保护窄而精细的颜色边缘但会导致颜色斑点。较低的值可消除颜色斑点但会导致颜色出
血。

选择 Adobe Camera Raw (ACR) 配置文件。对于所支持的每种相机型号，Camera Raw 均使用配置文件来处理原始数据图像。要
从“相机校准”选项卡中提供的各种相机配置文件中进行选择，请选择 ACR 4.4、ACR 2.4 或 Adobe Standard。对于某些相机而言，版本号越高表示相
机配置文件越新越完善。您可能希望选择较低的版本号，以便与旧图像保持一致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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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色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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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去除色偏

使用色阶去除色偏

调整颜色曲线

自动去除色偏

色偏是照片中感觉不舒服的颜色变化。例如，未使用相机闪光灯而在室内拍摄的照片可能会有大量的黄色。“去
除色偏”命令会更改整体的颜色混合以去除图像中的色偏。

原图（左图）和去除绿色色偏之后的图（右图）

1. 选择“增强”>“调整颜色”>“去除色偏”。

2. 在图像中，单击应为白色、黑色或中性灰色的区域。根据您所选择的颜色，图像发生变化。

3. 要重新开始，并还原对图像所做的更改，请单击“复位”。

4. 单击“确定”以接受颜色更改。

使用色阶去除色偏

该技术需要颜色校正经验和某些 RGB 色轮的知识。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选择“增强”>“调整光照”>“色阶”。

选择“图层”>“新调整图层”>“色阶”，或打开现有色阶调整图层。

2. 从“通道”弹出式菜单中选择要调整的颜色通道：

“红色”可向图像中添加红色或青色。

“绿色”可向图像中添加绿色或洋红色。

“蓝色”可向图像中添加蓝色或黄色。

3. 向左或向右拖动中间输入滑块可增加或减少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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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对整体颜色满意，请单击“确定”。

您可以使用“色阶”对话框中的灰色拾色器快速去除色偏。双击拾色器并确保 RGB 值相等。关闭“拾色器”之
后，单击图像中应为中性灰色的区域。

调整颜色曲线

“调整颜色曲线”命令通过调整每个颜色通道中的高光、中间调和阴影改进色调。例如，此命令可以修复带有剪影
图像的照片（因强烈的逆光造成）或太靠近相机闪光灯而略为褪色的对象。

在“调整颜色曲线”对话框中，您可以比较并且选择不同的色调预设。 从“选择样式”框的样式列表中进行选择。 要
进行微调，请调整高光、中间调亮度和对比度，以及阴影。

调整图像中的颜色曲线

A. 选择样式（从预设选择） B. 调整滑快（自定选项）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图像。

2. 若要调整特定的图像区域或图层，请使用其中的一个选择工具选中该区域或图层。（如果不
选择任何区域或图层，则调整会应用于整个图像。）

要在试用色调调整的同时保留原始照片，请调整复制图层中的颜色曲线。

3. 选择“增强”>“调整颜色”>“调整颜色曲线”。

4. 选择一种样式（例如“逆光”或“曝光过度”）。

5. 调整与“高光”、“中间调亮度”、“中间调对比度”和“阴影”对应的滑块。

6. 要将调整应用于图像，请单击“确定”。要取消调整并重新开始，请单击“复位”。要关闭“调整
颜色曲线”对话框，请单击“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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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色彩管理

转到页首

关于色彩管理

设置色彩管理

转换颜色配置文件

关于色彩管理

色彩管理帮助您在各种数码相机、扫描仪、计算机显示器和打印机之间获得一致的颜色。这些设备中的每个设备
都会再现不同范围的颜色，称为色域。当将图像从数码相机移动到显示器，并最终移动到打印机时，图像的颜色
也会改变。发生这种改变的原因是每种设备都具有不同的色域，因此会重新生成不同的颜色。

不同设备和文档的色域

A. Lab 色彩空间（整个可见光谱）  B. 文档（工作空间） C. 设备 

色彩管理转换图像颜色，以便每种设备都可以采用相同的方式进行再现，并且显示器上看到的颜色会接近于所打
印的图像颜色。并非所有颜色都会精确匹配，原因是打印机可能无法再现与显示器相同范围的颜色。

使用配置文件管理颜色

A. 配置文件描述输入设备的色彩空间和文档。 B. 色彩管理系统使用配置文件的说明来标识文档的实际颜色。 C.
显示器的配置文件告知色彩管理系统如何将数值转换到显示器的色彩空间。 D. 色彩管理系统使用输出设备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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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设备

显示器

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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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色彩管理

始终优化计算机屏幕的颜色

始终优化打印

允许我选择

置文件，将文档的数值转换为输出设备的颜色值，从而打印实际颜色。 

配置设备

要使色彩管理有用，必须配置设备或使用设备制造商创建的 ICC 配置文件。

对于数码相机或扫描仪之类的捕捉设备，配置并不重要。然而，如果您想准确再现扫描透明度中的颜
色，并且减少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颜色校正工作量，则可能需要配置扫描仪。

校准和配置显示器非常重要。如果您使用膝上型电脑或其他 LCD 显示器，则可以使用制造商提供的配置
文件。如果您拥有色度计和相应的软件来创建配置文件，则可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使用这些配置文件。

通常，配置喷墨打印机效果较好，但是如果没有打印机配置文件，使用打印机驱动程序中的控件也可以
进行出色的打印。很多打印机制造商都在他们的网站上提供 ICC 打印机配置文件。每一种打印机、墨以及纸张
类型都需要不同的配置文件。您还可以为喜欢的墨和纸张组合创建配置文件。

当您处理照片并存储照片时，Photoshop Elements 可嵌入（标记）一个 ICC 配置文件，其在您的计算机显示器
或产生它的设备上反映颜色。在图像中嵌入配置文件会使其颜色便于移动，以便不同的设备可以转换其颜色值。
例如，如果将照片发送到喷墨打印机，则色彩管理系统会读取嵌入的配置文件并使用打印机的配置文件转换颜色
数据。打印机可以使用转换的颜色数据精确地将其颜色转换到所选媒体。

色彩管理任务

如果要使用色彩管理，则需要执行以下任务：

扫描或打印时，通过嵌入颜色配置文件设置色彩管理并使用设备配置文件。（请参阅设置色
彩管理。）

校准并配置计算机显示器。如果使用 LCD 显示器，则使用显示器附带的配置文件。有关说
明，请参阅 LCD 显示器文档。

从 Photoshop Elements 打印图像时，确保在“更多选项”对话框的“色彩管理”区域指定正确的
颜色配置文件。或者，如果没有打印机配置文件，请使用打印机驱动程序中的颜色控件指定
颜色。此外，为您的工作流程（如优化打印）选择合适的颜色设置。

设置色彩管理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选择“编辑”>“色彩设置”。

2. 选择下列色彩管理选项之一，然后单击“确定”。

保留图像的未标记状态。该选项将显示器配置文件用作工作空间。当打开图像
时会删除所有嵌入的配置文件，并且存储时不作标记。

使用 sRGB 作为 RGB 工作空间；“灰度”工作空间为“灰色
Gamma 2.2”。此选项保留嵌入的配置文件，并在打开未标记的文件时分配 sRGB。

将 Adobe RGB 用作 RGB 工作空间；灰度工作空间为网点扩大 20%。使用
该选项可在打开未标记的文件时保留嵌入的配置文件并指定 Adobe RGB。

允许您在打开未标记的文件时选择 sRGB（默认设置）或 Adobe R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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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配置文件

转换为 sRGB 配置文件

转换为 Adobe RGB 配置文件

3. 当存储文件时，在“存储为”对话框中选择“ICC 配置文件”。

转换颜色配置文件

通常您不需要更改文档的颜色配置文件。Photoshop Elements 自动根据您在“色彩设置”对话框中选择的设置分
配颜色配置文件。 但是，在准备用于不同输出目标的文档时需要手动更改颜色配置文件。还有一种情况需要更
改颜色配置文件：对一种不希望在文档中继续执行的策略行为进行校正时。只建议高级用户更改颜色配置文件。

选择“图像”>“转换颜色配置文件”，然后选择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删除配置文件，这样文档就不再有色彩管理。

在文档中嵌入 sRGB 配置文件。

在文档中嵌入 Adobe RGB 配置文件。

Adobe 还推荐下列文章
打印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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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图像模式和颜色表

返回页首

关于图像模式

将图像转换为位图模式

将位图模式图像转换为灰度模式

将图像转换成索引颜色

编辑索引颜色表中的颜色

为索引颜色表中的单个颜色指定透明度

使用预定义的索引颜色表

存储或载入索引颜色表

关于图像模式

一种图像模式，用于确定可以显示在图像中而且影响图像文件大小的颜色数量。Photoshop Elements 提供 4 种图像模式： RGB、位图、灰度和索引
颜色。

图像模式
A.  位图模式 B.  灰度模式 C.  索引颜色模式 D.  RGB 模式

位图模式 使用两种颜色值（黑色或白色）之一表示图像中的像素。位图模式下的图像由于其位深度为 1 而被称为 1 位图像。
灰度模式 使用高达 256 级的灰度。灰度图像为 8 位图像。灰度图像中的每个像素都有一个从 0（黑色）到 255（白色）之间的亮度值。 灰度值也可
以用黑色油墨覆盖的百分比来度量（0% 等于白色，100% 等于黑色）。
索引颜色模式 使用多达 256 种颜色。索引颜色图像为 8 位图像。 当转换为索引颜色时，Photoshop Elements 将构建一个颜色查找表 (CLUT)，用以
存储和索引图像中的颜色。 如果该表中没有原图像中的某种颜色，则程序将选择最接近的一种，或使用现有颜色来模拟该颜色。通过限制颜色面板，
索引颜色可以在保持视觉品质的同时减小文件大小，例如，网页。在这种模式下只能进行有限的编辑。要进一步进行编辑，应临时转换为 RGB 模
式。
当在“编辑”工作区中为图像选择一个不同的颜色模式（“图像”>“模式”>“[图像模式]）时，将永久更改图像中的颜色值。您可能由于以下原因要转换为其
他模式。 例如，您可能有一个旧的灰度模式扫描照片，并想在其中添加颜色，因此需要将其转换为 RGB 模式。 在转换图像之前，最好执行下列操
作：

尽可能在 RGB 模式中进行编辑。

在转换之前存储副本。请务必存储包含所有图层的图像副本，以便在转换后编辑图像的原版本。

在转换之前拼合文件。当模式更改时，图层混合模式之间的颜色相互作用也将更改。

注： 当您将其转换为位图或索引颜色模式时，将自动丢弃隐藏图层并拼合图像，原因是这些模式不支持图层。

RGB 颜色模式 新的 Photoshop Elements 图像以及来自您的数码相机的图像的默认模式。 在 RGB 模式中，为红色、绿色和蓝色成分分别指定每个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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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强度值，范围从 0（黑色）到 255（白色）。例如，亮红色的 R 值可能为 246，G 值为 20，而 B 值为 50。当所有这 3 个分量的值相等时，结果
是中性灰度级。当所有成分的值均为 255 时，结果是纯白色；当该值为 0 时，结果是纯黑色。

将图像转换为位图模式

要将图像转换为位图模式，您必须首先将其转换为灰度模式，简化图像中的颜色信息并减小其文件大小。转换为灰度模式将删除像素中的色相和饱和
度信息，而只保留亮度值。但是，由于可用于位图模式图像的编辑选项很少，因此通常最好先在灰度模式下编辑图像，然后再进行转换。

1. 选择“图像”>“模式”>“位图”。
2. 如果图像为 RGB 模式，则单击“确定”可将其转换为灰度模式。
3. 对于“输出”，为位图模式图像的输出分辨率输入一个值，并选择测量单位。默认情况下，当前图像分辨率同时作为输入和输出分辨
率。

4. 选择下列位图转换方法之一，然后单击“确定”：
50% 阈值 将灰色值高于中间灰阶 (128) 的像素转换为白色，将低于中间灰阶的像素转换为黑色。结果将是高对比度的黑白图
像。

原灰度图像（左图）和应用 50% 阈值转换方法后的图像（右图）。

图案仿色 通过将灰阶组织成白色和黑色网点的几何配置来转换图像。

扩散仿色 通过使用从图像左上角开始的误差扩散过程来转换图像。如果像素值高于中间灰阶 (128)，则像素将更改为白色；如果
低于该灰阶，则更改为黑色。因为原像素很少是纯白色或纯黑色，所以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误差。此误差将传递到周围的像素并在
整个图像中扩散，从而导致粒状、类似胶片的纹理。该选项对于在黑白屏幕上查看图像很有用。

图案仿色和扩散仿色转换方法

将位图模式图像转换为灰度模式

在转换之前，谨记在灰度模式下编辑过的位图模式图像在转换回位图模式后，看起来可能与原来不一样。例如，在位图模式下为黑色的像素，在灰度
模式下经过编辑后可能会转换为灰度级。如果像素的灰色值足够小，则转换回位图模式时，可能会变为白色。

1. 选取“图像”>“模式”>“灰度”。
2. 输入一个从 1 到 16 的大小比例值。

该大小比例是缩小图像的因子。例如，若要将灰度图像缩小 50%，则输入的大小比例为 2。如果输入的值大于 1，则程序将位图
模式图像中的多个像素平均，以生成灰度图像中的单个像素。通过该过程，您可以从经过 1 位扫描仪扫描的图像中产生多个灰度
级。

将图像转换成索引颜色

转换为索引颜色会将图像中的颜色数目减少到最多 256 种，这是 GIF 和 PNG-8 格式以及很多 Web 浏览器支持的标准颜色数目。该转换通过删除图
像中的颜色信息来减小文件大小。

注： 要转换为索引颜色，您必须从灰度或 RGB 图像开始。
1. 选取“图像”>“模式”>“索引颜色”。
2. 单击“确定”可拼合图层。
注： 这将拼合所有可见图层并丢弃隐藏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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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灰度图像，转换将自动进行。对于 RGB 图像，将出现“索引颜色”对话框。

3. 选择“索引颜色”对话框中的“预览”，以显示所做更改的预览效果。
4. 指定下列任一转换选项，然后单击“确定”。
调板 指定要应用于索引颜色图像的颜色调板。可用的 10 个颜色调板如下：
实际  使用 RGB 图像中显示的实际颜色创建面板，该选项只有在图像使用 256 种或更少的颜色时才可用。由于图像的面板包含图
像中的所有颜色，因此没有仿色。

系统 (Mac OS)  使用 Mac OS 的默认 8 位面板，该面板基于 RGB 颜色的平均取样。

系统 (Windows)  使用 Windows 系统的默认 8 位面板，该面板基于 RGB 颜色的平均取样。

Web  使用 216 色调板，Web 浏览器（与平台无关）使用此调板在限于 256 色的显示器上显示图像。在限于 256 色的显示器上
查看图像时，使用该选项可避免浏览器仿色。

平均  通过平均取样 RGB 颜色立方体中的颜色来创建面板。例如，如果 Photoshop Elements 采用红色、绿色和蓝色中每一种颜
色的 6 个均匀分隔的色阶，则此组合生成一个具有 216 种颜色（6 的三次方 = 6 x 6 x 6 = 216）的平均分布面板。图像中显示的
颜色总数对应于最接近的整数立方值（8、27、64、125 或 216），该值小于“颜色”文本框中的数值。

局部或全部可感知  通过优先考虑人眼对其较敏感的颜色来创建自定面板。局部可感知将该面板应用于各个图像；全部可感知将所
选的面板应用于多个图像（例如，进行多媒体制作）。

局部或全部可选择  创建一个与“可感知”颜色表类似的颜色表，但对大范围的颜色区域和保留 Web 颜色有利。该选项通常生成具
有最大颜色组合的图像。局部可选择将该面板应用于各个图像；全部可选择将所选的面板应用于多个图像（例如，进行多媒体制
作）。

局部或全部随样性  通过从色谱中对颜色进行取样以在图像中显示最多的颜色来创建面板。例如，只有绿色和蓝色的 RGB 图像生
成的面板也主要由绿色和蓝色组成。大多数图像的颜色集中在色谱的特定区域。要更精确地控制面板，首先选择包含要强调的颜
色的图像部分。Photoshop Elements 会增强对这些颜色的转换。局部随样性将该面板应用于各个图像；全部随样性将所选的面板
应用于多个图像（例如，多媒体制作）。

自定  使用“颜色表”对话框创建自定面板。编辑颜色表并存储以备将来使用，或者单击“载入”以载入以前创建的颜色表。该选项还
显示当前的随样性面板，该面板对预览图像中最常用的颜色非常有用。

上一步  使用上一次转换的自定面板，这使您可以方便地用同一自定面板转换多个图像。

颜色 针对“平均”、“可感知”、“可选择”或“随样性”面板，指定要包括在颜色表中的颜色数量（最多 256）。

强制 提供将某些颜色强制包括在颜色表中的选项。“黑色和白色”将纯黑色和纯白色添加到颜色表中；“原色”添加红色、绿色、蓝
色、青色、洋红色、黄色、黑色和白色；“Web”添加 216 种 Web 安全色；“自定”允许定义要添加的自定颜色。

透明度 指定在转换期间是否保留图像的透明区域。选择该项将为透明色在颜色表中添加一条专门的索引项。删除该选项将用杂边
颜色填充透明区域，或者用白色填充（如果未选择杂边颜色）。

杂边 指定用于填充与图像的透明区域相邻的消除锯齿边缘的背景色。如果选择了“透明度”，则将对边缘区域应用杂边，以帮助将
边缘混合成同一颜色的 Web 背景。 如果取消选择“透明度”，则将对透明区域应用杂边。如果已选择“透明度”，为杂边选择“无”将
生成硬边透明度，否则将用 100% 白色填充所有透明区域。

仿色 指定是否使用仿色图案。除非正在使用“实际”颜色表选项，否则颜色表可能不会包含图像中使用的所有颜色。若要模拟颜色
表中没有的颜色，可以采用仿色。仿色混合现有颜色的像素，以模拟缺少的颜色。
无  但是，不仿色却是使用最接近缺少的颜色的颜色。 这往往会导致图像中颜色阴影之间的突然转换，并造成色调分离的效果。

扩散  使用误差扩散方法，产生比“图案”选项结构更松散的仿色。若要防止图像中包含颜色表项目的颜色被仿色，应选择“保留实际
颜色”。这对存储 Web 图像的精细线条和文本很有用。

图案  使用类似半调的方形图案模拟颜色表中没有的任何颜色。

杂色  有助于减少边缘上的接缝图案。

数量 指定要仿色的图像颜色的百分比。该值越高，所仿颜色越多，但是可能会增加文件大小。

保留实际颜色 防止位于颜色表中的图像颜色被仿色。

编辑索引颜色表中的颜色

可以编辑颜色表中的颜色以产生特殊效果，或者将图像中的透明度指定给表中的单个颜色。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索引颜色图像。
2. 选择“图像”>“模式”>“颜色表”。
3. 在该表中单击或拖动以选择要更改的颜色或颜色范围。
4. 从拾色器中选择一种颜色，或从图像中取样颜色。

如果您正在更改颜色范围，Photoshop Elements 将在颜色表中创建起始和终止颜色之间的渐变。在拾色器中选择的第一种颜色为
范围的开始颜色。 单击“确定”时，拾色器将重新显示，这样您就可以选择该范围中的最后一种颜色。

在拾色器中选择的颜色将置于“颜色表”对话框中选择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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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预览”以查看对图像所做更改的结果。
6. 单击“颜色表”对话框中的“确定”，将新颜色应用到索引颜色图像。

为索引颜色表中的单个颜色指定透明度

1. 选择“图像”>“模式”>“颜色表”。
2. 选择吸管，并在表中或图像中单击所需的颜色。样本颜色即由图像的透明度替换。单击“确定”。

使用预定义的索引颜色表

1. 选择“图像”>“模式”>“颜色表”。
2. 从“表”菜单选择一个选项：
黑体 显示基于不同颜色的面板，这些颜色是黑体辐射物被加热时发出的，从黑色到红色、橙色、黄色和白色。

灰度 显示基于从黑色到白色的 256 个灰阶的面板。

色谱 显示基于白光穿过棱镜所产生的颜色的面板，从紫色、蓝色、绿色到黄色、橙色和红色。

系统 显示适合于 Mac OS 或 Windows 的标准 256 色系统面板。

存储或载入索引颜色表

要存储表，请单击“颜色表”对话框中的“存储”按钮。
要载入表，请单击“颜色表”对话框中的“载入”按钮。将颜色表载入图像后，图像的颜色将根据新颜色表中对应位置的颜色而变化。
注： 还可将已存储的颜色表载入“色板”面板。

更多帮助主题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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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图和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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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的快速模式

转到页首

效果

纹理

边框

应用效果、纹理或边框

快速模式在一个位置集合了基本的照片修复工具，可快速修复照片曝光、颜色、锐化和其他元素。在 Photoshop
Elements 12 中，除了校正照片外，您还可以将照片变换为看起来更专业的艺术作品。现在提供了三个新面板 -
“效果”、“纹理”以及“边框”。

这些面板位于“调整”面板旁边。每个面板有十个缩略图。每个缩略图均为实时预览。单击缩略图为您的图像应用
效果、纹理或边框。当鼠标悬停在这些缩略图上时，会显示这些效果、纹理或边框的名称。

效果

11 种可用效果各有 5 种变体。通过应用效果转变您的照片。可用“效果”的可单击缩略图为实时预览，用户可以
借此了解应用到图像上的效果，无需真正将效果应用到图像上。可用效果有黑白、复古外观以及跨流程预设。

以带图层蒙版的新图层形式应用效果。您可以在“专家”模式中编辑图层蒙版以删除/减少特定区域的效果。

以下列表提供了各个可用效果的简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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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智能外观

色调

季节

铅笔素描

玩具相机

黑白

平版画

分析可用的图像，并基于图像内容，提供应用了不同效果的选项。可用的变体：

自动1 
自动2
自动3
自动4
自动5

为图像提供色调（例如金色、棕褐色、绿色）。 可用的变体：
铜色

金色

棕褐色

绿色

蓝色

对图像应用季节效果。 可用的变体：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雪

应用一种效果使图像看起来像铅笔素描。 可用的变体：
软线条

铅笔素描

炭笔

点画

彩色铅笔

应用一种效果使图像看上去像是用玩具相机拍摄的照片。 可用的变体：
玩具相机

Lomo 蓝色
Lomo 对比度
Lomo 绿色
Holga

对图像应用黑白效果。 可用的变体：
简单的黑白

银色

旧学校

白金

黑色着色

对图像应用平版画效果。 可用的变体：
棕褐色

黑色

铜色

蓝色

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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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流程

拆分色调

复古

漏光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应用在用于不同类型胶片的化学溶液中处理摄影胶片的效果。可用的变体：

深蓝色

橙色水洗

蓝色水洗

绿色水洗

紫色水洗

应用将黑白图像中的高光着色一种颜色而将阴影着色另一种颜色的效果。可用的变体：

拆分色调

蓝色色调

红色色调

绿色色调

灰色调

对图像应用复古效果。 可用的变体：
老式泄漏

褪色复古

复古色

棕褐色亮光

深沉复古

应用图片底片光漏入相机暗盒中的效果。 可用的变体：
扩散颜色

燃烧边缘

柔和泄漏

白色泄漏

黄色条纹

纹理

使用“纹理”面板从要应用到照片的十种纹理中进行选择。纹理模拟各种可打印照片的表面或背景。例如，旧纸张
外观、剥落的油漆纹理、粗糙蓝色方格、铬黄外观。

以带图层蒙版的新图层形式应用纹理。您可以在“专家”模式中编辑图层蒙版以删除/减少特定区域的纹理（面
部/皮肤）。

边框

使用“边框”面板选择要应用到照片的十种可用边框。会自动以最适合的方式装上边框。您还可以移动或转换图像
和边框。使用移动工具并双击边框即可完成操作。在“专家”模式中，通过修改“颜色填充”图层可以更改背景颜
色，从白色改为其他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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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效果、纹理或边框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Editor 中打开照片，并切换到快速模式。

2. 除调整面板之外，提供了三个面板 - “效果”、“纹理”和“边框”。单击任意面板的图标。

3. 面板栏显示打开图像的实时预览缩略图。单击缩略图以应用“效果”、“纹理”或“边框”。

4. （可选）切换到“专家”模式以修改图像上使用的效果、纹理或边框。 在“快速”模式中应用的
修改在单独的图层中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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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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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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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吸管工具选择颜色

从工具箱中选择颜色

使用“色板”面板
使用 Adobe 拾色器

使用吸管工具选择颜色

使用“吸管”工具可以方便地拷贝颜色，而无需选择色板。它可以拷贝或取样照片中某个区域的颜色，以设置新的
前景色或背景色。您可以从现用图像、另一个打开的图像或计算机桌面中取样。

如果您希望该颜色始终可用，则可以将取样颜色添加到“色板”面板中。您还可以指定“吸管”工具取样的区域大
小。例如，可以设置吸管采集指针下 5 x 5 或 3 x 3 像素区域内的平均色样值。

使用吸管选择前景色

A. 取样点 B. 5 x 5 平均取样 

1. 在工具箱中选择吸管工具。

2. （可选）要更改吸管的取样大小，请从工具选项栏的“取样大小”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取样点”获取单击像素的精确值。

“3 x 3 平均”或“5 x 5 平均”在单击区域内获取指定数量的像素的平均值。

3. 在工具选项栏中，选择拾色器工具必须从中抽样的位置。 从所有图层或当前图层选择。

4. 要选择颜色，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从图像中选择新的前景色，请在图像中单击所需的颜色。要从计算机上的其他地方选
择颜色，请在图像中单击，并以单击点为起点将指针拖离图像。

要从图像中选择新的背景色，请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并在图像中单击所需
的颜色。

单击并拖动“吸管”工具时，前景颜色框发生改变。

5. 释放鼠标按钮，即可拾取新颜色。

在使用大多数绘画工具时，您可以暂时切换到“吸管”工具，从而让您可以快速更改颜色而不用选择其他工
具。只需按住 Alt 键（Mac OS 中的 Option 键）即可。一旦选定颜色，请释放 Alt 键（Mac OS 中的 Option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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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具箱中选择颜色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将前景色方框和背景色方框设置为黑色和白色，请单击“默认颜色”图标。

要切换两个方框中的颜色，请单击“切换颜色”图标。

要更改前景色，请单击工具箱中靠上的颜色框，然后从“拾色器”中选择一种颜色。

要更改背景色，请单击工具箱中靠下的颜色框，然后从“拾色器”中选择一种颜色。

使用“色板”面板

最好将图像中的常用颜色存储在“色板”面板（“窗口”>“色板”）中。您可以通过单击“色板”面板中的色板来选择前
景色或背景色。您可以添加或删除颜色以创建自定色板库、存储色板库以及重新载入色板库以便在其他图像中使
用它们。您可以通过从“更多”菜单中选择选项以更改缩览图在“色板”面板中的显示方式。

尽管您可以在“色板”面板中添加很多颜色，但您应该对其大小和组织进行管理以提高性能。创建色板库可以帮助
您编组相关的或特殊的色板并管理色板大小。

Photoshop Elements installation folder\Presets\Color Swatches（对于 Mac，Photoshop Elements installation
folder\Support Files\Presets\Color Swatches）文件夹包含各种色板库。创建自定义色板库时，将其存储到
Color Swatches 文件夹中可以使其在色板库弹出式菜单中自动显示。

使用“色板”面板选择颜色

1. 如果未打开“色板”面板，请选择“窗口”>“色板”。

2. （可选）在“色板”面板中，从“色板”菜单中选择色板库名称。

3.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选取前景色，请单击面板中的颜色。

要选取背景色，请在按住 Ctrl（Mac OS 中的 Command）的同时单击“色板”面板中的
颜色。

将颜色添加到“色板”面板

如果您经常使用某种颜色，则可以在“色板”面板中将其存储为色板。会将已存储的色板添加到面板的颜色库中。
要永久存储您的自定色板，您必须存储整个库。

1. 将工具箱中的前景色设置为您要添加的颜色。

2. 在“色板”面板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单击面板底部的“新建色板”按钮。将添加色板并自动将其命名为“色板 1”。

从“更多”菜单中选择“新建色板”。

将指针放在“色板”面板底行的空白处（指针会变成“油漆桶”工具），然后单击即可添加
该颜色。

使用“吸管”工具选择颜色，并将其添加为新的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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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新颜色的名称并单击“确定”按钮。

4. 如果提示存储色板库，请在“存储”对话框中输入新的名称，并单击“存储”。

存储和使用自定色板库

在“色板”面板中执行下列任一操作：

要存储色板库，请从“更多”菜单中选择“存储色板”。要使色板集显示在色板库的弹出菜单
中，请将文件保存至 Photoshop Elements\Presets\Color Swatches（对于 Mac，则为
Photoshop Elements\Support Files\Presets\Color Swatches）文件夹。

要查看菜单中的新色板集，必须重新启动 Photoshop Elements。

要选择并载入色板库，请从面板的“更多”菜单中选择“载入色板”。
要使用其他库替换当前色板库，请从面板的“更多”菜单中选择“替换色板”，然后选择一个
库。

将色板库复位为默认色板

1. 从“色板”面板的弹出式菜单中选择一个色板库。

2. 从“色板”面板的“更多”菜单中，选择“预设管理器”。

3. 从“预设管理器”对话框的“预设类型”菜单中选择“色板”。

4. 从“更多”菜单中选择“重置色板”，并在收到提示时确认操作。

从“色板”面板中删除颜色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将色板拖到面板中的“垃圾箱”按钮，然后单击“确定”以确认删除。

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 键）以将指针更改成剪刀图标，然后单击“色板”面板中
的颜色。

2. 如果提示存储色板库，请在“存储”对话框中输入一个名称，并单击“存储”。

要永久删除您删除的色板，则必须重新存储包含这些色板的色板库。

使用 Adobe 拾色器

您可以通过从色谱中选择或通过数字方式定义颜色，使用“Adobe 拾色器”来选择前景色或背景色。此外，您还可
以基于 HSB 或 RGB 颜色模型来选择颜色，或仅选择 Web 安全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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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Adobe 拾色器。

A. 调整后的颜色 B. 原稿颜色 C. HSB 颜色值 D. RGB 颜色值 E. 仅显示 Web 颜色 F. 色域 G. 颜色滑块 H. 十六
进制颜色值 

1. 单击工具箱中的前景色或背景色方框以显示“拾色器”。

2. 在色域内单击。在色域内单击时，一个圆形标记会指示颜色在色域中的位置以及数值更改以
反映新的颜色.

3. 沿滑块拖动白色三角形以移动到其他颜色。

4. 或者，要以可视化方式指定数字，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在 RGB 值下面的文本框中输入十六进制的颜色值。（Web 设计师通常使用十六进制颜
色值。）

在 RGB 颜色模式下，选择一个单选按钮并指定从 0 到 255（0 为无光，255 为最亮的
光）的成份值。

在 HSB 颜色模式下，选择一个单选按钮，以百分比形式指定饱和度和亮度，以 0 度到
360 度的角度（对应于色轮上的位置）指定色相。

5. 颜色滑块右侧的颜色矩形在矩形的上部显示新颜色。原来的颜色显示在矩形的下部。

6. 单击“确定”以开始使用新颜色进行绘画。

可以使用系统的内置拾色器或增效拾色器选择颜色。选择“首选项”>“常规”，然后选择拾色器。

Adobe 另外推荐
关于前景色和背景色

关于前景色和背景色

使用预设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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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画笔

转到页首

间距

渐隐

色相抖动

关于画笔选项

向画笔库中添加新的画笔

删除画笔

从图像创建自定画笔形状

设置压力传感输入板支持

在 Wacom 绘图板上使用 Elements Organizer

关于画笔选项

您可以通过设置画笔工具描边渐隐的速率来模拟实际的画笔描边。您可以指定随画笔描边的过程动态更改的选
项，包括散布、大小和颜色。 “工具选项”栏中的画笔缩览图反映了当您调整画笔动态选项时画笔的变化。

通过选择画笔工具，然后从“工具选项”栏中单击“画笔设置”（或针对某些工具单击“高级”）来设置动态画笔选项。

控制描边中两个画笔笔迹之间的距离。如果要更改间距，请键入数字，或使用滑块输入画笔直径的百分比
值. （“工具选项”栏中的画笔缩览图会动态变化以反映您的间距调整。）

增大间距可使画笔急速改变。

设置绘画流量渐隐至消失的步长数。较低的值会使绘画描边很快消失，而值为 0 则没有渐隐效果。 每个步
长等于画笔笔尖的一个笔迹。可能的取值范围为 0 到 9999。例如，输入“渐隐”步长数 10 会产生 10 个增量的渐
隐。对于较小的画笔，您可能要将此值设置为 25 或更大。如果描边渐隐太快，请增加此值。

步长为 40、60 和 80 的渐隐

设置描边颜色在前景色和背景色之间切换的速率。相对于较低的值，较高的值在这两种颜色之间的切
换会更频繁。（要设置颜色抖动选项使用的颜色，请参阅 关于前景和背景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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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度

散布

角度

圆度

不使用颜色抖动和使用颜色抖动的绘画描边

控制画笔硬度中心的大小。键入数字，或者使用滑块输入画笔直径的百分比值。

具有不同硬度值的画笔描边

画笔散布决定了画笔笔迹在描边上的分布方式。较低的值可产生较为密集、较少绘画散布的描边，较高的
值则会增加散布区域。

使用较低散布值和较高散布值的画笔描边

指定椭圆画笔的长轴偏移水平方向的角度。键入一个度数值，或拖动角度图标的箭头以标记所需的角度。

带角度的画笔创建雕刻状描边

指定画笔短轴和长轴之间的比率。输入一个百分比数值，或拖动角度图标中的圆点偏离或靠近箭头。100%
表示圆形画笔，0% 表示线性画笔，介于两者之间的值表示椭圆画笔。

调整圆度会影响画笔笔尖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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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选项可供可能具有画笔属性的特定工具使用，使您能够把当前所选设置设成默认设置。

向画笔库中添加新的画笔

1. 从工具箱的“绘制”部分，选择画笔工具。

2. 在“工具选项”栏中，单击画笔弹出菜单旁边的箭头以显示弹出面板；从画笔下拉列表中选择
类别，然后选择画笔进行修改。

3. 单击“画笔设置”，并使用滑块来修改原始画笔。

4. 在画笔弹出菜单中，单击弹出菜单，然后选择“存储画笔”。

5. 在“画笔名称”对话框中输入一个名称并单击“确定”。

新的画笔将在“工具”选项栏中选定，然后添加到画笔弹出式面板的底部。

删除画笔

1. 从工具箱的“绘制”部分，选择画笔工具。

2. 单击取样画笔旁边的箭头以在“工具”选项栏中显示画笔弹出式面板。

3.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按住 Alt 键（Mac OS 中的 Option 键）以使指针变为剪刀，然后单击要删除的画笔。

在弹出式面板中选择画笔，然后从面板菜单中选择“删除画笔”。

从面板菜单中选择“预设管理器”，从“预设类型”列表中选择“画笔”，从对话框的列表中选
择画笔，然后单击“删除”。

从图像创建自定画笔形状

您可以通过在照片中选择一个区域来创建自定画笔。画笔使用该选区的灰度版本在您的图像中应用前景色。 例
如，您可以选择一片树叶，然后使用秋天的颜色上色。也可以使用“画笔”工具绘制新的画笔形状。您可以使用整
个图层或选区创建自定画笔形状。自定画笔形状的大小最大可达 2500 x 2500 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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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狗的自定画笔。使用此画笔绘画时，您将绘制出狗。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使用图像的一部分作为自定画笔，请选择部分图像。

要使用整个图层作为自定画笔，请取消选择任何对象。

使用绘画工具绘制画笔形状并选择该形状。您可以使用硬边或柔边描边，或各种不透明
度的描边以实现柔边效果。

2. 选择“编辑”>“从选区定义画笔”。

3. 对画笔命名并单击“确定”。

设置压力传感输入板支持

Photoshop Elements 与大多数压力传感数字输入板兼容，如 Wacom® 输入板。 安装用于输入板的软件控制板
后，您可以根据所选的输入板选项以及对光笔应用的压力强度来设置不同的画笔工具属性。

选择工具箱中的“画笔”工具，然后设置“工具选项”栏中要使用钢笔压力控制的输入板选项。

在 Wacom 绘图板上使用 Elements Organizer

您现在可以在 Wacom 绘图板上使用 Elements Organizer。

Wacom 绘图板中的鼠标模式可与以下 Wacom 绘图板无缝兼容： Wacom Intuos3、Intuos 4、Bamboo Fun 和
Bamboo Touch。

在鼠标与画笔模式之间切换

1. 选择“开始”>“Wacom 绘图板属性”。

2. 选择您想切换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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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com 绘图板首选项设置

Adobe 还推荐下列文章
关于混合模式

使用预设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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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关于形状

绘制矩形、方形或圆角矩形

绘制圆形或椭圆

绘制多面形状

绘制直线或箭头

绘制自定形状

在同一图层中创建多个形状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形状是与分辨率无关的矢量图形（线条和曲线由其几何特征而非像素定义），可对
其进行移动、调整大小或更改，而不会丢失细节、降低清晰度或品质。 文本和形状都是在单独的图层中创建
的。

关于形状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形状是矢量图形，这意味着它们由通过其几何特征而非像素定义的线条和曲线组
成。 矢量图形与分辨率无关，也就是说，您可以将它们缩放到任意尺寸、按任意分辨率打印，而不会丢失细节
或降低清晰度。您可以对其进行移动、调整大小或更改，而不会降低图形品质。由于计算机显示器以像素网格显
示图像，因此矢量数据在屏幕上显示为像素。

形状是在形状图层中创建的。形状图层可以包含单个形状或多个形状，具体取决于所选择的形状区域选项。可以
选择在一个图层中包含多个形状。

通过编辑填充图层和应用图层样式，可以更改形状颜色。“形状”工具为创建按钮、导航栏和其他用于网页的内容
提供了方便的途径。

使用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形状工具创建的矢量对象

绘制矩形、方形或圆角矩形

1. 选择“矩形”工具或“圆角矩形”工具。 您也可以从“工具选项”栏中选择“矩形”和“圆角矩形”工
具。

按住 Alt/Option，然后单击形状工具以便在所有可用的工具中循环切换。

212



不受约束

正方形

固定大小

比例

半径

从中心

对齐

简化

转到页首

注意:

不受约束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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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2. （可选）在“工具选项”栏中，您可以设置以下选项：

允许通过拖动设置矩形的宽度和高度。

限制矩形为正方形。

以您在“宽度”和“高度”文本框中指定的实际大小绘制矩形。

按照指定的宽度和高度值比例绘制矩形。

指定圆角的半径。 更小的值会导致锐化角。

从绘图起点的中心位置绘制矩形（通常是从左上角绘制的矩形）。

将矩形的边缘对齐像素边界。

将绘制的形状转换为光栅图形。 转换为光栅形式后，收缩或扩展形状可能会导致出现
不平坦的边线和像素化的外观。

3. 在图像中拖动可绘制形状。

绘制圆形或椭圆

1.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椭圆工具” 。

按住 Alt/Option，然后单击形状工具以便在所有可用的工具中循环切换。

2. （可选）在“工具选项”栏中，您可以设置以下选项：

允许通过拖动设置椭圆的宽度和高度。

绘制标准圆代替椭圆。

以您在“宽度”和“高度”文本框中指定的实际大小绘制椭圆。

基于您在“宽度”和“高度”文本框中键入的数字绘制成比例的椭圆。

从绘图起点的中心位置绘制椭圆（通常是从左上角绘制的椭圆）

将绘制的形状转换为光栅图形。 转换为光栅形式后，收缩或扩展形状可能会导致出现
不平坦的边线和像素化的外观。

3. 在图像中拖动可绘制椭圆。

绘制多面形状

1. 选择“多边形”工具 或“星形”工具 。

按住 Alt/Option，然后单击形状工具以便在所有可用的工具中循环切换。

2. （可选）在“工具选项”栏中，您可以设置以下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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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进边依据

平滑缩进

简化

转到页首

箭头

箭头宽度和长度

凹度

简化

转到页首

用平滑拐角渲染多边形。

指定五角星缩进深度。此选项仅针对“星形”工具可用。

用平滑缩进渲染五角星。此选项仅针对“星形”工具可用。

将绘制的形状转换为光栅图形。 转换为光栅形式后，收缩或扩展形状可能会导致出现
不平坦的边线和像素化的外观。

3. 在“边数”框中，指定多边形的边数。

4. 在图像中拖动可绘制多边形。

绘制直线或箭头

1. 选择“直线”工具 。

2. （可选）在“工具选项”栏中，您可以设置以下选项：

使用箭头渲染直线。指定在其上进行箭头渲染的直线末端，并选择“在线条头绘制箭
头”、“在线条尾绘制箭头”或“在线条开头或结尾处绘制箭头”。

选择箭头的选项

指定箭头占直线宽度的百分比（宽度为 10% 到 1000%，长度为 10% 到
5000%）。

定义箭头最宽处（箭头和直线在此相接）的曲率。输入箭头的凹度值（从 -50% 到
+50%）。

将绘制的形状转换为光栅图形。 转换为光栅形式后，收缩或扩展形状可能会导致出现
不平坦的边线和像素化的外观。

3. 在“宽度”框中，按像素指定直线的宽度。

4. 在图像中拖动可绘制线条。

绘制自定形状

自定形状工具提供了许多不同的形状选项供您绘制。当您选择自定形状工具时，可以在选项栏中访问这些形状。

1. 选择自定形状工具 。

2. 在选项栏中，从“自定义形状”拾色器弹出式面板中选择一种形状。单击面板右上角的箭头列
出可供您选择的形状，以及形状的显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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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去 

交集 

差集 

3. （可选）在“工具选项”栏中，您可以设置以下选项：

允许通过拖动设置矩形、圆角矩形、椭圆或自定形状的宽度和高度。

基于创建自定形状时所使用的比例绘制自定形状。

基于创建自定形状时的大小绘制自定形状。

根据您在“宽度”和“高度”文本框中输入的值，将自定形状绘制为固定形状。

从中心绘制自定形状。

将绘制的形状转换为光栅图形。 转换为光栅形式后，收缩或扩展形状可能会导致出现
不平坦的边线和像素化的外观。

4. 在图像中拖动可绘制形状。

自定形状工具包含现成的框架，可在照片周围拖动。

在同一图层中创建多个形状

1. 在“图层”面板（“专家”模式）中选择形状图层，或新建一个形状图层。

2. 如果要创建不同类型的形状，请选择不同的形状工具。

3. 选择形状区域选项以确定形状应如何重叠，然后在图像中拖动以绘制新形状：

将其他形状添加到现有形状。组合形状将包含您使用“添加”选项绘制的形状的整个区
域。

删除形状重叠的区域。将保留其余的形状区域。

仅显示形状交叉的区域。将删除其他区域。

删除新形状和现有形状的重叠区域。

Adobe 还推荐下列文章
选择或移动形状

变换形状

将图层样式应用到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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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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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笔

印象派效果

关于图案

使用图案图章工具

向图案拾色器中添加自定图案

关于图案

您可以使用“图案图章”工具绘制图案，或使用您从图案库中选择的图案填充选区或图层。Photoshop Elements
有多种图案供您选择。

要自定图像，或制作独一无二的剪贴画册页面，您可以创建自己的图案。您可以将您所创建的图案存储在库中，
然后使用“预设管理器”或“图案”弹出式面板（该面板位于“图案图章”工具和“油漆桶”工具的“工具选项”栏中）载入
图案库。存储图案易于您在多个图像中使用图案。

创建自定图案

A. 用于定义图案的矩形选区 B. 在图案拾色器中自定图案 C. 使用自定图案填充的新图像 

使用图案图章工具

“图案图章”工具可使用通过您的图像、其他图像或预设图案定义的图案进行绘画。

1. 从工具箱的“增强”部分，选择“图案图章”工具。 （如果该项未显示在工具箱中，请选择“仿制
图章”工具，然后单击“工具选项”栏中的“图案图章”工具图标。）

2. 在“工具选项”栏中，从“图案”弹出式面板中选择一个图案。要载入其他图案库，请从面板菜
单中选择库名称，或选择“载入图案”并导航到存储库的文件夹。您还可以定义自己的图案。

3. 根据需要在“工具选项”栏中设置“图案图章”工具选项，然后在图像中拖动以进行绘画。

您可以指定以下任意“图案图章”工具选项：

设置画笔笔尖。单击画笔示例旁边的箭头，从“画笔”下拉菜单中选择画笔类别，然后
选择画笔缩览图。

使用绘画涂抹绘制图案以获得印象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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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像素设置画笔大小。拖动“大小”滑块或在文本框中输入大小。

设置您图案应用的不透明度。较低的不透明度设置会使像素低于显示的图案描
边。拖动滑块或输入不透明度值。

指定您应用的绘画与图像中现有像素混合的方式。（请参阅关于混合模式。）

将图案作为连续、统一的设计进行重复。 图案会按绘画描边进行对齐。如果取消选
择“对齐”，则在您每次停顿然后继续绘画时图案将以指针为中心排列。

向图案拾色器中添加自定图案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从图像的一部分创建图案，请将“羽化”设置为 0 像素，并选择矩形选区。

要使用整个图像创建图案，请取消选择任何对象。

2. 选择“编辑”>“从选区定义图案”。

3. 在“图案名称”对话框中输入图案的名称。

4. 要取消选择原选区，请选择“选择”>“取消选择”。

Adobe 还推荐下列文章
使用颜色或图案填充图层

使用预设管理器

使用颜色或图案填充图层

关于选区

使用预设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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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和滤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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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模式

润色

亮度和对比度导向编辑

校正肤色导向编辑

裁剪照片导向编辑

增强颜色导向编辑

色阶导向编辑

变亮或变暗导向编辑

完美人像导向编辑

去除色偏导向编辑

修复老照片导向编辑

旋转和/或拉直导向编辑
润色照片导向编辑

锐化导向编辑

照片效果

高色调导向编辑

线条画导向编辑

暗色调导向编辑

老照片导向编辑

饱和正片效果导向编辑

相机效果

景深效果

Lomo 相机效果导向编辑
应用奥顿效果

移轴导向编辑

晕影效果导向编辑

缩放爆炸效果导向编辑

照片播放

出界导向编辑

波普艺术导向编辑

拼图效果导向编辑

重新组合导向编辑

反射导向编辑

注意：可用的“导向编辑”功能可能视您的 Photoshop Elements 版本而有
所不同。

转到页首

导向模式为您提供了导向编辑，其界面类似于向导界面，可完成特定的预定义效果。 每个导向编辑都有关联的图像，当您将鼠标指针置于其上时，该
图像将显示应用的效果。

导向模式功能分为三个类别：

润色

亮度和对比度导向编辑

使用“亮度和对比度”导向编辑调整图像的亮度或对比度。

您可以仅查看效果图，或以垂直或水平方式查看原图和效果图。

有关调节亮度和对比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调整阴影和亮度。

校正肤色导向编辑

使用“校正肤色导向编辑”校正图像中的肤色（褐色、红晕和光亮）。

您可以仅查看效果图，或以垂直或水平方式查看原图和效果图。

有关校正色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调整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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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裁剪照片导向编辑

使用“裁剪照片”导向编辑裁剪图像。

您可以仅查看效果图，或以垂直或水平方式查看原图和效果图。

有关裁剪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裁剪。

增强颜色导向编辑

使用“增强颜色”导向编辑增强图像的色相、饱和度和明亮度。

您可以仅查看效果图，或以垂直或水平方式查看原图和效果图。

有关增强颜色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调整颜色饱和度和色相。

色阶导向编辑

有关使用色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关于色阶调整。

变亮或变暗导向编辑

使用“变亮或变暗”导向编辑使图像变亮或变暗。

您可以仅查看效果图，或以垂直或水平方式查看原图和效果图。

有关将图像变亮或变暗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调整阴影和亮度。

完美人像导向编辑

在“导向编辑”中，通过删除瑕疵和使用便于使用的工具增强各部分图像来创建完美照片。

1. 在导向模式下的“润色”部分中，单击“完美人像”。

2. 增强皮肤纹理。

a. 单击“特殊模糊”使外观平滑并去除褶皱。有关特殊模糊控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特殊模糊。

b. 单击“显示原图”。在模糊皮肤下显示原始皮肤后，使用“模糊”画笔对需要进行处理的平滑皮肤进行粉刷。

c. 单击“增加对比度”来添加清晰度。

3. 增强面部功能。

a. 单击“污点修复工具”来修复小的瑕疵。要使用污点修复画笔，请参阅去除污点和小瑕疵。

b. 单击“红眼去除”工具以精确去除红眼。请参阅精确去除红眼。

c. 单击“加亮眼睛”以使眼睛变亮。

d. 单击“使眉毛变暗”以使睫毛和眉毛变暗。请参阅快速变亮或变暗隔离区域。

e. 单击“美白牙齿”工具使牙齿变白。

4. 添加特殊修饰功能

a. 单击“添加发光”。调整滑块直到达到理想效果。

b. 单击“瘦身”。

每次单击都会强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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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色偏导向编辑

使用“去除色偏”导向编辑校正图像的色偏。

您可以仅查看效果图，或以垂直或水平方式查看原图和效果图。

有关色偏校正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色偏校正。

修复老照片导向编辑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2 中推出

由于天气、纸质或保护不当的影响，照片会随时间推移而损坏。对损坏照片数字化后，可以使用多种工具修复照片，去除上面的裂痕、褪色、污点和
其他瑕疵。修复老照片导向编辑可引导您逐步完成此过程，为您提供修复照片过程中所需的所有工具。

1. 使用裁剪 (C) 工具和旋转裁切帧确定要修复的照片部分。

2. 使用污点修复工具修复较小污点、线条和裂缝。

3. 使用修复画笔工具利用同张照片上未损坏的部分修复照片上损坏的部分。按住 Alt 单击照片上的合适部分，然后拖动此部分至照
片上损坏的部分。

4. 使用仿制图章工具将照片的一部分复制到另一部分。要修复照片的某些部分，请按住 Alt + 单击源区域，然后在损坏的区域上拖
动。

5. 使用模糊工具，可消除照片上的颗粒。

6. 使用去尘工具，可修复较小的线条、尘印和其他瑕疵.

7. 使用可用的按钮应用与色阶、对比度和颜色相关的校正。只需单击即可将照片转换为黑白图像。

8. 使用锐化工具增强最终效果照片的清晰度。

旋转和/或拉直导向编辑

使用“旋转和/或拉直照片”导向编辑以 90 度增量旋转图片或在图像上绘制一条贯穿直线将其重新对齐。

您可以仅查看效果图，或以垂直或水平方式查看原图和效果图。

有关旋转图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旋转或翻转项目。

有关拉直图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拉直图像。

锐化导向编辑

使用“锐化照片”导向编辑锐化图像。

您可以仅查看效果图，或以垂直或水平方式查看原图和效果图。

有关锐化图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锐化概述或锐化图像。

相机效果

景深效果

“景深”效果允许您通过模糊图像的剩余部分来聚焦于图像中的选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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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方法

在该方法中，将创建背景图层的副本并对其应用统一模糊。选择要关注的选定区域。 您可以自定义应用到图像剩余部分的模糊度。

1. 在导向模式的“照片效果”中，单击“景深”。

2. 单击“简单”。

3. 单击“添加模糊”。将会对整个图像应用统一程度的模糊效果。

4. 要定义聚焦区域，请单击“添加聚焦区域”，然后在您要聚焦的图像区域上拖动光标。

5. 要自定义图像剩余部分的模糊程度，拖动“模糊”滑块直到您获得了所需的模糊效果。

自定义方法

使用此方法时，您可以使用快速选择工具选择要聚焦的对象。模糊效果将会被应用到图像中的未选中区域。您可以自定义应用到图像剩余部分的模糊
度。

1. 在导向模式的“照片效果”中，单击“景深”。

2. 单击“自定义”。

3. 单击“快速选择”工具，然后移动到您要聚焦的图像区域上面。

4. 单击“添加模糊”。统一的模糊效果将被应用到图像的剩余部分。

5. 要自定义图像剩余部分的模糊程度，拖动“模糊”滑块直到您获得了所需的模糊效果。

Lomo 相机效果导向编辑

在“导向编辑”中，应用 Lomo 相机的效果。

1. 在照片效果中，选择“Lomo 相机效果”。

2. 单击“交叉处理图像”。

3. 单击“应用晕影”。

每次单击“交叉处理图像”或“应用晕影”时，Photoshop Elements 都会强化上次应用的效果。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单击“复位”删除所有应用的效果并
恢复原始图像。

应用奥顿效果

奥顿效果可为照片添加梦幻般的效果。

1. 在“导向”模式的“照片效果”中，单击“景深”。

2. 在“创建奥顿效果”面板中，单击“添加奥顿效果”。

3. 根据您的要求编辑以下参数：

增加模糊度

指定散焦图层中的模糊量。

增加噪度

添加杂色到变模糊的图层。

应用亮度

增加模糊图层的亮度。

使用编辑器中的缩放选项确定如何将效果应用到照片中的不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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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轴导向编辑

应用移轴效果，以强调您照片上某个方面或某个对象，同时有选择性地取消对照片中其他事物的关注。移轴效果也可产生要在照片上形成的伪微型画
效果。

应用移轴效果（左）之前和之后的图片

1. 打开照片，在“导向编辑”面板中单击“照片效果” > “移轴”。

2. 单击“添加移轴”将基本效果应用到照片。 照片将模糊显示。

3. 单击“修改关注区域”，然后在图像上单击并拖动，以指定要在锐聚焦中显示的区域。

4. 要试验更多的效果，请单击“调整效果”并修改：

模糊：增加应用到照片的模糊强度。

对比度：增加或减少照片的对比度级别。

饱和度：增加或减少照片的颜色饱和度级别

5. 单击“完成”以应用效果，或单击“取消”返回到“导向编辑”面板。

晕影效果导向编辑

使用晕影效果处理您的照片，以强调位于照片中心的人、组或对象的重要性。

应用晕影效果（左）之前和之后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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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照片，在“导向编辑”面板中单击“照片效果” > “晕影效果”。

2. 选择“黑色”或“白色”，以指定要应用的晕影的颜色。

3. 使用强度滑块来指定所需的晕影强度（暗或亮）。

4. 单击“调整形状”以微调晕影的边缘（羽化滑块）和大小（圆度）。对于羽化滑块，较小的像素值表示更硬更尖锐的边缘，较大的值
表示更柔软更宽的边缘。对于圆度滑块，负值会产生夸大的晕影效果，正值会产生可见度较小的晕影效果。

5. 单击“完成”以应用晕影，或单击“取消”返回到“导向编辑”面板。

缩放爆炸效果导向编辑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2 中推出

缩放爆炸效果可以产生一种运动错觉，将注意力引至照片的中心对象。通常，在快门打开时，手动放大对象可以产生此效果。

1. 使用裁剪工具，通过某种方式裁剪您的图像使聚焦主要对象。

2. 使用缩放爆炸按钮，以将选定的径向模糊效果应用到图像上。此效果可产生一种运动错觉。

3. 使用添加聚焦区域按钮，以添加图像的聚焦区域。此按钮还提供渐变工具。将渐变工具拖动到图像上聚焦的部分。

如果您希望照片中有多个部分在聚焦中显示，请添加更多焦点区域。

4. 使用应用晕影按钮自动应用晕影效果。这有助于强化导向编辑的外观。

照片效果 

高色调导向编辑

将飘渺的梦幻效果应用到照片中，以使其产生愉悦且积极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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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高色调效果（左）之前和之后的图片

1. 打开照片，在“导向编辑”面板中单击“照片效果”>“高色调”。

对在光线过强的环境下拍摄的图片或曝光过度的图片应用高色调效果时，图片将会褪色。暗度较低的图像将会产生更好的
效果。

2. 单击“颜色”或“黑白”，以选择是要使用彩色效果还是要使用黑白高色调效果。

将添加高色调效果。

3. 使用“添加扩散亮光”按钮，以通过将亮光添加到图像的更明亮部分中来强调高色调效果。多次单击此按钮，以便继续对图片添加扩
散亮光。

4. 单击“完成”以应用效果，或单击“取消”返回到“导向编辑”面板。

线条画导向编辑

有关在此导向编辑中使用的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精确转换为黑白模式，关于色阶调整，添加杂色，以及调整饱和度和色相。

暗色调导向编辑

强调阴影、高亮边缘，并通过应用低色调效果对您的照片添加明显的润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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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暗色调效果（左）之前和之后的图片

1. 打开照片，在“导向编辑”面板中单击“照片效果” > “低色调”。

2. 单击“颜色”或“黑白”，以选择是要使用彩色效果还是要使用黑白低色调效果。

将添加低色调效果。较深的颜色会变得更暗，明亮的对象似乎会稍微有些曝光过度。对比度较高。

3. 使用“背景画笔”和“减少效果”按钮找到想要应用到照片的精确效果。

4. 单击“完成”以应用效果，或单击“取消”返回到“导向编辑”面板。

老照片导向编辑

有关此“导向编辑”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此效果面板，指定图层的不透明度，以及 关于色阶调整。

饱和正片效果导向编辑

有关饱和度调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调整饱和度与色调。

照片播放

出界导向编辑

“导向编辑”中的“出界”选项可帮助您为图像添加相框，并显示相框以外图像的选中部分。

A. 原始图像 B. 添加帧之后 C. 选择要延长的部分之后 D. 最终图像

1. 在“导向编辑”面板中，单击“照片播放”，并选择“出界”。

2. 单击“添加相框”为图像添加相框。

3. 拖动相框各角可保留相框外部的部分主要主题。

4. 通过按“Control + Alt + Shift”（在 Mac OS 中按“Command + Option + Shift”）和拖动相框手柄来添加透视。单击“确认”。

5. 通过拖动边界来调整相框边框的宽度。单击“确认”。

6. 使用快速选区工具选择要使其扩展出相框外的图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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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 A

样式 B

7. 单击“出界效果”。

8. （可选）添加阴影。

9. （可选）单击“添加背景渐变”。

波普艺术导向编辑

在“导向编辑”中，通过三个简单步骤即可将图像转换为波普艺术。而且，您可以选择两种样式。

1. 单击“照片播放”，然后选择“波普艺术”。

2. 选择一种样式，然后根据屏幕说明进行操作：

转换图像模式，添加颜色，以及复制具有不同流行色的图像。

分离图像色调，添加霓虹灯光，以及复制具有不同流行色的图像。

拼图效果导向编辑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2 中推出

新的拼图效果导向编辑功能可产生一种视觉效果，使照片看起来由多个小拼图拼接而成。使用导向编辑，您可以从拼图插槽中抽出几个，并来回移动
抽出的拼图以模拟拼图未完成的感觉。

拼图效果导向编辑使您可以空出几块拼图，从而呈现逼真的拼图视图。

1. 单击“小”、“中”或“大”以选择照片要分割的图块大小。

2. 要使拼图看起来更逼真，可以将几块拼图从其原有位置移除。单击“选择拼图块”按钮，然后单击拼图上的图块。 选定图块。

3. 单击“提取块”以移位选定的图块。会自动选定“移动”工具 。

4. 在画布上来回拖动选定图块或使用手柄旋转或调整其大小。

重复步骤 2、3 和 4，抽出多个图块来回移动。

5. （可选）单击“橡皮擦工具”以移除在应用此导向编辑时引入的不必要的人为因素。

重新组合导向编辑

有关“重新组合照片”导向编辑中所使用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重新组合。

反射导向编辑

在“导向编辑”中，选取预定义反射效果，并通过几个步骤将其应用于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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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为了获得最佳效果，请勿跳过某个步骤或以随机顺序执行步骤。

1. 在导向模式的“照片播放”部分，单击“反射”。

2. 单击“添加反射”创建反相重制层。

3. 单击“吸管”工具，选择用于反射的背景颜色。

4. 选取图像中的一种颜色并单击“填充背景”。

5. 单击以下按钮之一以应用反射类型：

地板反射

玻璃反射

水中倒影

 

6. （可选）调整反射强度。

7. （可选）单击“添加扭曲”以更真实的方式扭曲反射。

8. （可选）单击“裁剪工具”移除不必要的区域。

9. （可选）单击“渐变工具”并将渐变线从反射底部拖动到图像底部。

22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help.adobe.com/zh_CN/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helpx.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cn


调整滤镜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应用“色调均化”滤镜
应用“渐变映射”滤镜
应用“反相”滤镜
应用“色调分离”滤镜
应用“阈值”滤镜
应用“照片”滤镜

应用“色调均化”滤镜

“色调均化”滤镜重新分布图像中像素的亮度值，以便它们更均匀地呈现所有范围的亮度级别。当您应用此命令
时，Photoshop Elements 寻找合成图像的最亮值和最暗值。 然后将其重新分布，使最亮值呈现为白色，最暗值
呈现为黑色。然后，Photoshop Elements 均化亮度，即在整个灰度上均匀分布中间像素值。

1. 选择图像、图层或区域。

2. 选择“滤镜”>“调整”>“色调均化”。

3. 如果已选择一个图像区域，则在该对话框中选择要均化的内容，然后单击“确定”:

“仅色调均化所选区域”只会均匀地分布选区的像素。

“基于所选区域色调均化整个图像”基于选区中的像素均匀分布所有图像的像素。

应用“渐变映射”滤镜

渐变映射滤镜将图像灰度范围映射到指定的渐变填充色。

使用渐变映射滤镜模拟棕褐色调

1. 选择图像、图层或区域。

2.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选择“滤镜”>“调整”>“渐变映射”。

使用“图层”面板或“图层”菜单，创建一个新的渐变映射调整图层，或打开一个现有的渐
变映射调整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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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要使用的渐变填充：

若要从渐变填充列表中选择，请单击显示在“渐变映射”对话框中的渐变填充右边的三角
形。单击选择所需的渐变填充，然后在对话框的空白区域中单击以取消该列表。

若要编辑当前显示在“渐变映射”对话框中的渐变填充，请单击该渐变填充。然后修改现
有的渐变填充或创建一个新的渐变填充。

默认情况下，图像的阴影、中间调和高光分别映射到渐变填充的起始（左端）颜色、中点和
结束（右端）颜色。

4. 选择“渐变选项”中的一个、两个或不选择：

“仿色”添加随机杂色以平滑渐变填充的外观并减少带宽效果。

“反向”切换渐变填充的方向以反向渐变映射。

5. 单击“确定”。

应用“反相”滤镜

“反相”滤镜反相图像中的颜色。例如，您可以使用该命令将黑白正片图像转换为负片或者使扫描的黑白正片图像
转换为负片。

注意：由于彩色打印胶片的基底中包含一层橙色掩膜，“反相”命令无法从扫描的彩色负片中得到精确的正片图
像。当在幻灯片扫描仪上扫描胶片时，务必使用正确的彩色负片设置。

在对图像进行反相时，每个像素的亮度值都会转换为 256 级颜色值刻度上相反的值。 例如，正片图像中值为
255 的像素更改为值为 0。

1. 选择图像、图层或区域。

2. 选择“滤镜”>“调整”>“反相”。

应用“色调分离”滤镜

“色调分离”滤镜使您可以在图像中指定每个通道的色阶数量（或亮度值）。然后将像素映射到最近的匹配色阶。
例如，在 RGB 图像中选择两个色调级可以产生六种颜色，即两种红色、两种绿色、两种蓝色。

在照片中创建特殊效果，如创建大的无层次区域时，此命令非常有用。当减少灰度图像中灰度级别数量时，它的
效果最明显。但是，它还在彩色图像中产生有趣的效果。

如果想在图像中使用特定数量的颜色，请将图像转换为灰度并指定需要的色阶数。然后将图像转换回以前的
颜色模式，并使用想要的颜色替换不同的灰色调。

1. 选择图像、图层或区域。

2.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选择“滤镜”>“调整”>“色调分离”。

从“图层”面板或“图层”菜单中，创建一个新的色调分离调整图层，或打开一个现有的色
调分离调整图层。

3. 使用滑块得到正确的效果，或输入您想要的色阶值，然后单击“确定”。

应用“阈值”滤镜

“阈值”滤镜将灰度或彩色图像转换为高对比度的黑白图像。 您可以指定某个色阶作为阈值。所有比阈值亮的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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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温滤镜 (85) 和冷却滤镜 (80)

转换为白色；而所有比阈值暗的像素转换为黑色。“阈值”命令对确定图像的最亮和最暗区域很有用。

1. 选择图像、图层或区域。

2.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选择“滤镜”>“调整”>“阈值”。

从“图层”面板或“图层”菜单中，创建一个新的阈值调整图层，或打开一个现有的阈值调
整图层。

“阈值”对话框显示当前选区中像素亮度级的直方图。

3. 选择“预览”，然后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将图像更改为黑白图像，请拖动直方图下面的滑块，直到所需的阈值级别出现在该对
话框顶部为止，然后单击“确定”。拖动时，图像将发生变化以反映新的阈值设置。

要识别代表性高光，请将滑块向右端拖动，直到图像变成纯黑色为止。然后拖回该滑
块，直到图像中出现某些纯白色区域。

要识别代表性阴影，将滑块向左端拖动，直到图像变成纯白色为止。然后拖回该滑块，
直到图像中出现某些纯黑色区域。

4. （可选）要返回到默认设置，请按住 Alt（在 Mac OS 中按住 Option）并单击“复位”。

5. （可选）若不想将更改应用于图像，请单击“取消”关闭“阈值”对话框。

应用“照片”滤镜

“照片滤镜”命令模仿在相机镜头前面加彩色滤镜的技术。  彩色滤镜调整通过镜头传输的光的色彩平衡和色温，
使胶片曝光。“照片滤镜”命令还允许您选择预设的颜色，以便向图像应用色相调整。如果您希望应用自定颜色调
整，则“照片滤镜”命令允许您使用 Adobe 拾色器来指定颜色。

原图（左图）和应用了 60% 浓度的加温滤镜 (81)（右图）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选择“滤镜”>“调整”>“照片滤镜”。

选择“图层”>“新建调整图层”>“照片滤镜”。在“新建图层”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2. 要选择滤镜颜色，请在“照片滤镜”对话框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用于调整图像中的白平衡的颜色转换滤镜。如果图像是使用
色温较低的光（微黄色）拍摄的，则冷却滤镜 (80) 使图像的颜色更蓝，以便补偿色温较低
的环境光。 相反，如果照片是用色温较高的光（微蓝色）拍摄的，则加温滤镜 (85) 会使图
像的颜色更暖，以便补偿色温较高的环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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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温滤镜 (81) 和冷却滤镜 (82)

个别颜色

这些滤镜是光平衡滤镜，它们适用于对图像的颜色品质进行
较小的调整。加温滤镜 (81) 使图像变暖（变黄），冷却滤镜 (82) 使图像变冷（变蓝）。

根据所选颜色预设给图像应用色相调整。所选颜色取决于如何使用“照片滤镜”命
令。如果您的照片有色偏，则可以选择补色来中和色偏。您还可以应用颜色以获得特殊颜色
效果或增强。例如，水下颜色模拟在水下拍摄时产生的稍带绿色的蓝色色偏。

选择“滤镜”选项，然后从“滤镜”菜单中选择一个预设。

选择“颜色”选项，单击该颜色方块，并使用 Adobe 拾色器为自定颜色滤镜指定颜色。

确保选中“预览”，以便查看使用颜色滤镜的结果。

如果您不希望通过添加颜色滤镜来使图像变暗，请确保选中了“保留亮度”选项。

3. 要调整应用于图像的颜色数量，请使用“浓度”滑块或者在“浓度”文本框中输入一个百分
比。“浓度”越大，应用的颜色调整越大。

4.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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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亮光

置换

应用置换滤镜

玻璃

液化

海洋波纹

挤压

极坐标

波纹

切变

球面化

旋转扭曲

波浪

水波

扩散亮光

扩散亮光滤镜将图像渲染成像是透过一个柔和的扩散滤镜来观看的。此滤镜向图像中添加透明的白杂色，并从选
区的中心向外渐隐亮光。

置换

“置换”滤镜使用名为置换图的图像确定如何扭曲选区。 例如，使用抛物线形的置换图创建的图像看上去像是印在
一块两角固定悬垂的布上。

该滤镜要求采用 Photoshop 格式存储由拼合图像组成的置换图，或者采用位图模式存储图像。 您可以使用自己
的文件，或使用 Photoshop Elements 8/Plug-Ins/Displacement Maps 文件夹或 Photoshop Elements
8/Presets/Textures 文件夹中附带的文件。

应用置换滤镜

1. 在“编辑”或中，选择图像、图层或区域。

2. 从“滤镜”菜单中，选择“扭曲”>“置换”。

3. 要定义置换的数量，请在“水平比例”和“垂直比例”文本框中输入一个介于 -999 和 999 之间
的值。

当水平比例和垂直比例都为 100% 时，最多置换 128 个像素（因为中间的灰色不生成置
换）.

4. 如果置换图与选区的大小不同，请选择希望图适合图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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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

湍流

顺时针旋转扭曲

逆时针旋转扭曲

重新调整图的大小。

通过重复图案中的图填充选区。

5. 选择如何填充图像中由滤镜创建的空间，然后单击“确定”。

使用图像另一边的内容填充空间。

在指定的方向上沿着图像的边缘扩展像素的颜色。

6. 选择并打开置换图。Photoshop Elements 将此图应用于图像。

玻璃

“玻璃”滤镜使图像看起来像透过不同类型的玻璃来观看一样。 可以选择玻璃效果或创建您自己的玻璃表面作为
Photoshop 文件并应用该文件。可以调整缩放、扭曲和平滑度设置。当将表面控制与文件一起使用时，请按“置
换”滤镜的指导操作。

液化

“液化”滤镜使操纵图像的区域更加便利，就好像这些区域已融合在一起一样。可以使用当前图层的预览图像、使
用特殊工具变形、旋转扭曲、扩展、收缩、偏移或反射图像的区域。可以进行少量更改以修饰图像或进行大量扭
曲以创建艺术效果。

使用液化滤镜

1.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图像、图层或区域。

2. 选择“滤镜”>“扭曲”>“液化”。

3. 要放大或缩小图像预览，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从位于对话框左下角区域的弹出式菜单中选择缩放级别。

从对话框中的工具箱选择“缩放工具”，并单击图像以放大，或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的同时单击以缩小。还可以使用“缩放”工具在要放大的预览区域上拖动。

从工具箱中选择一个工具。

4. 从工具箱中选择以下工具之一：

拖动时向前推像素。

平滑地增加像素并创建火、云彩、波浪以及类似的效果。要调整平滑度，请拖动“工具
选项”部分中的“湍流抖动”弹出滑块，或在文本框中输入介于 1 和 100 之间的值。较高的值
可以增加平滑度。

按住鼠标按钮或拖动时顺时针旋转像素。

按住鼠标按钮或拖动时逆时针旋转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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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住鼠标按钮或拖动将像素移向画笔区域的中心。

按住鼠标按钮或拖动时使像素朝着离开画笔区域中心的方向移动。

将像素垂直移动到描边方向。拖动可向左移动像素，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的同时拖动可向右移动像素。

将像素拷贝到画笔区域。拖动以反射与描边方向垂直的区域（描边以左或以下的区
域)。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的同时拖动，以反射描边区域反方向的区域（例
如，位于向下的描边上方的区域）。使用重叠描边可创建类似于水中倒影的效果。

完全或部分颠倒所做的更改。

5. 在“工具选项”部分中，根据需要调整工具的画笔大小和压力：

要更改画笔大小，请拖动弹出滑块，或输入从 1 到 600 像素的画笔大小值。

要更改画笔压力，请拖动弹出滑块，或输入从 1 到 100 的画笔压力值。

较低的画笔压力会进行更多的渐变更改。

如果使用光笔输入板，请选择“光笔压力”。

要创建在单击的当前点和上一个点之间拖动直线的效果，请按住 Shift 并单击“变
形”、“偏移像素”或“反射”工具。

6. 要将预览图像中的更改应用于实际图像，请单击“确定”。

7. （可选）要恢复到上一个状态，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选择“重建”工具 ，然后按住鼠标按钮或在失真区域上拖动。 在画笔中心快速产生恢
复。按住 Shift 并单击以在单击的当前点和上一个点之间的直线中重建。

要将整个预览图像恢复为其打开对话框时的状态，请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
并单击“复位”。或者，单击“恢复”以恢复原始图像并将工具复位为其以前的设置。

海洋波纹

“海洋波纹”滤镜向图像的表面随机添加一段时间的波纹，从而使图像看起来像是在水下。

挤压

挤压滤镜向内或向外挤压选区或图层。

应用挤压滤镜

1.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图像、图层或区域。

2. 从“滤镜”菜单中，选择“扭曲”>“挤压”。

3. 向右拖动滑块成为正值可向其中心向内挤压选区；向左拖动滑块成为负值可向外偏移选区。
然后单击“确定”。

极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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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坐标”滤镜根据选中的选项，将选区从平面坐标转换到极坐标，或将选区从极坐标转换到平面坐标。可以使用
此滤镜创建圆柱变体（18 世纪流行的艺术），当在镜面圆柱中观看圆柱变体中扭曲的图像时，图像是正常的。

波纹

“波纹”滤镜在选区上产生起伏的图案，像水池表面上的波纹。要进一步进行控制，请使用“波浪”滤镜。选项包括
波纹的数量和大小。

切变

“切变”滤镜沿曲线扭曲图像。

应用切变滤镜

1.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图像、图层或区域。

2. 从“滤镜”菜单中，选择“扭曲”>“切变”。

3. 要定义扭曲曲线，请在“切变”对话框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单击垂线任何一侧的任意位置。

单击垂线，然后拖动新的曲线点。

可以沿曲线拖动任何点以调整扭曲，也可以添加其他曲线点。

4. 在“未定义区域”选项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然后单击“确定”：

用图像另一边的内容填充图像中的新空间。

扩展像素的颜色。如果边缘像素颜色不同，则可能产生条纹。

可以单击“默认”重新开始并将曲线返回为直线。

球面化

“球面化”滤镜通过折回选区或在球面形状内，扭曲和拉伸图像来提供 3D 效果。

应用球面化滤镜

1.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图像、图层或区域。

2. 从“滤镜”菜单中，选择“扭曲”>“球面化”。

3. 对于“数量”，输入正值可将图像向外拉伸，就好像它是围绕球面包裹一样。输入负值可将图
像向内压缩，就好像它是包裹在球面内一样。

4. 对于模式，选择“正常”、“水平”或“垂直”，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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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回

重复边缘像素

转到页首

旋转扭曲

“旋转扭曲”滤镜旋转图像或选区，中心比边缘更明显。指定角度时可生成旋转扭曲图案。可以向右拖动滑块成为
正值以顺时针旋转扭曲图像，向左拖动滑块成为负值可逆时针旋转扭曲图像，或输入介于 -999 和 999 之间的
值。

波浪

波浪滤镜在图层或选区上创建起伏的图案。

应用波浪滤镜

1.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图像、图层或区域。

2. 从“滤镜”菜单中，选择“扭曲”>“波浪”。

3. 在“类型”部分中选择波浪类型：正弦（创建翻滚波浪图案）、三角形或正方形。

4. 要设置波浪发生器的数量，请拖动滑块或输入一个介于 1 和 999 之间的值。

5. 拖动最小和最大的“波长”滑块可设置一个浪尖到下一个浪尖的距离。将两个滑块设置为相同
的值可创建一致的浪尖图案。

6. 拖动最小和最大“振幅”滑块可设置波长。

7. 拖动水平和垂直的“比例”滑块可设置波浪效果的高度和宽度。

8. 要基于对话框中的值组应用随机结果，请单击“随机化”。可多次单击“随机化”获得更多结
果。

9. 选择以下各项之一，然后单击“确定”：

用图像另一边的内容填充图像中的空间。

在指定的方向上沿着图像的边缘扩展像素的颜色。

水波

水波滤镜根据选区中像素的半径将选区径向扭曲。

应用水波滤镜

1.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图像、图层或区域。

2. 从“滤镜”菜单中，选择“扭曲”>“水波”。

3. 拖动“数量”滑块可设置扭曲的级别和方向。

4. 拖动“起伏”滑块可设置从中心到选区边缘的反方向水波的数量。

5. 从“样式”菜单中选择一个置换选项，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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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中心

从中心向外

水池波纹

围绕选区的中心旋转像素。

产生朝向或远离选区中心的波纹效果。

产生向左上角或右下角扭曲选区的波纹效果。

Adobe 还推荐下列文章
关于滤镜

拼合图像

关于滤镜

关于滤镜

关于滤镜

关于滤镜

关于滤镜

关于滤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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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导向编辑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3 中推出

黑白导向编辑

黑白色波普导向编辑

黑白选区导向编辑

黑白导向编辑

使用黑白导向编辑功能从彩色图像创建黑白图像。您可以应用各种黑白预设以创建轮廓鲜明的黑白照片，或是向
照片添加扩散亮光效果以实现超现实的梦幻效果。

1. 打开照片，在“导向”模式中，选择“黑白”。

原始图像

2. 选择您要应用于选定照片的预设。

如果您不喜欢预设的效果，可以选择其它预设。在此步骤中，Photoshop Elements 不会
重复应用多个预设。每次选择预设后，选定照片会重置回初始状态，并且重新应用预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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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片应用预设

3. （可选）如果有中心主体或是要突出照片中的一部分，可以应用扩散亮光效果。单击“扩散
亮光”按钮以对照片应用最低程度的亮光效果。要更改应用到照片特定部分的扩散亮光效
果：

1. 单击“添加”（应用扩散亮光）或“移除”（移除扩散亮光效果）。
2. 选择在应用操作时要使用的画笔大小。
3. 通过滑动“不透明度”控件选择亮光的强烈与柔和程度。
4. 在照片所有部分上涂绘。

应用可选扩散亮光

4. （可选）要增加高光区域和照片其他部分之间的对比度，请单击“增加对比度”按钮。

多次单击“增加对比度”按钮以提升对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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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对比度以使效果更生动

5. 单击“下一步”以转至“共享”面板。

或是单击“取消”以放弃所有当前更改。

6. 在“共享”面板中，从下列选项选择：

存储/存储为：以任何可用格式保留新创建的全景图。
继续编辑 - 在“快速/专家”模式中：选择您要继续处理的全景图部分 - 在“快速”模式或“专
家”模式中。
共享 - Facebook / Flickr / Twitter / SmugMug Gallery：选择通过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社交或共享服务之一将全景图发布到网上。

最后，单击“完成”以应用效果。

黑白色波普导向编辑

使用“黑白色波普导向编辑”突出显示图像中的一种色彩，降低其它色彩的饱和度。您可以选择使用默认颜色（红
色、黄色、蓝色或绿色），或是使用可用选项来调整效果。

1. 打开照片，在“导向”模式中，选择“黑白色波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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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图片

2. 选择您要在照片上保留的颜色。如果您发现图像中的色彩具有多种色调，请单击“选择自定
义颜色”，然后使用颜色拾取器在照片中单击提取色彩样本。

隔离牛仔裤上的蓝色阴影

当您完成此步骤后，具有您所选的相同颜色的区域色彩变得饱和。其余照片开始变得像黑白
照片。

3. 要包括较少或较多的选定颜色色调，请将“颜色容差”滑块向左或向右移动。

使用“颜色容差”滑块来选择照片中的多个色调和蓝色阴影

4. （可选） 单击“调整效果”，然后在照片各部分添加或取消黑白色波普效果。 “大小”滑块允许
您调整画笔大小，“不透明度”滑块用于确定应用的效果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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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调整效果”按钮以调出查看原始色彩图像部分的选项。在这种情况下，已使用“添加”按
钮恢复转轮控件，并且不透明度被设置为 100%。

5. 单击“增加饱和度”以增强选定颜色的生动效果。这使得具有该颜色的对象可以在相对黯淡的
黑白照片中变得突出。 

单击“增加饱和度”以增强选定颜色的生动效果

6. 单击“下一步”以转至“共享”面板。

或是单击“取消”以放弃所有当前更改。

7. 在“共享”面板中，从下列选项选择：

存储/存储为：以任何可用格式保留编辑的图像。
继续编辑 - 在“快速/专家”模式中：选择您要继续处理的已编辑图像部分 - 在“快速”模式
或“专家”模式中。
共享 - Facebook / Flickr / Twitter / SmugMug Gallery：选择通过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社交或共享服务之一将已编辑图像发布到网上。

最后，单击“完成”转到选区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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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选区导向编辑

使用“选择性黑白导向编辑”降低您选择的照片部分的饱和度。降低照片中部分区域的饱和度时，其它区域的饱和
度会自动提高。进行选择之后，可以微调您的选择。 

1. 打开照片，在“导向”模式中，选择“黑白选区”。

原始图像

2. 单击“黑白选区画笔”。从可用选项中，选择“添加”或“减去”您要转换为黑白的区域。使用“画
笔大小”滑块确定笔触在照片中划过时影响的区域。

如果您要围绕具有多个纤细边缘的对象（例如头发），单击“调整边缘”以微调您的选
区。

选择要转换为黑白的部分

3. 要有选择性地向照片中的多个部分添加黑白效果或移除效果，请单击“黑白细节画笔”，选择
一种操作和画笔大小，然后涂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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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调选区以确保所需部分不会被转换为黑白

4. 要完全反转效果，请单击“反转效果”。

检查具有反向效果的相同照片

5. 单击“下一步”以转至“共享”面板。

或是单击“取消”以放弃所有当前更改。

6. 在“共享”面板中，从下列选项选择：

存储/存储为：以任何可用格式保留新创建的全景图。
继续编辑 - 在“快速/专家”模式中：选择您要继续处理的全景图部分 - 在“快速”模式或“专
家”模式中。
共享 - Facebook / Flickr / Twitter / SmugMug Gallery：选择通过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社交或共享服务之一将全景图发布到网上。

最后，单击“完成”以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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渲染滤镜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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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云彩

分层云彩

纤维

镜头光晕

纹理填充

云彩

“云彩”滤镜使用工具栏中在前景色和背景色之间变化的随机值生成柔化云彩的图案。

要生成完全的云彩图案，请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并选择“滤镜”>“渲染”>“云彩”。

分层云彩

“分层云彩”滤镜使用工具箱中在前景色和背景色之间变化的随机生成的值产生云彩图案。第一次选择此滤镜时，图像的某些部分被反相为云彩图案。应
用此滤镜几次之后，会创建出与大理石的纹理相似的凸缘与叶脉图案。

纤维

“纤维”滤镜使用前景色和背景色创建编织纤维的外观。可以使用“差异”选项控制颜色变化的方式（较低的值创建较长的颜色条纹，较高的值会使纤维非
常短，具有更多变化的颜色分布）。“强度”选项控制每根纤维的外观。较低的设置创建展开的纤维，较高的设置会产生较短的丝状纤维。“随机化”更改
图案的外观；在找到喜欢的图案之前，请勿选择此选项。当您应用“纤维”滤镜时，现用图层上的图像数据会替换为纤维。

添加渐变映射调整图层来对纤维进行着色。（请参阅关于调整和填充图层。）

镜头光晕

“镜头光晕”滤镜模拟亮光照射到像机镜头所产生的光的折射。可以设置光晕亮度、光晕位置和光晕形状（镜头类型）。在预览窗口中，单击对话框可设
置光晕位置。

纹理填充

Photoshop Elements 12 中没有纹理填充滤镜。

“纹理填充”滤镜使用灰度 Photoshop 图像作为图像的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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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和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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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文本

转到页首

注意:

转到页首

关于文本

添加文本

形状上的文本

选区上的文本

自定义路径上的文本

创建和使用蒙版文字

可以向图像添加具有不同颜色、样式和效果的文本和形状。使用“横排文字”和“直排文字”工具创建和编辑文本。
您可以创建单行文本或段落文本。

关于文本

使用“横排文字”( ) 和“直排文字”( ) 工具创建和编辑文本。您键入的新文本输入到新文本图层中。 您可以创建
单行文本或段落文本。您输入的单行文本的每一行都是独立的，也就是说，当您编辑文本时，行的长度会随着之
增加或减少，但不会换行。要创建新文本行，请按 Enter。段落文本会在您制定的段落边界处换行。

单行文本（图像顶部）和段落文本（图像底部）

您可以使用文字蒙版工具（按住 Alt/Options 键并单击“文字”工具以更改当前的工具）在文本区内建立一个选
区。然后可以创建不同的文本效果和裁剪文本。

使用文字工具单击图像会使工具进入编辑模式，从而可以输入和编辑文本。必须先确认对文字的更改才能执行其

他操作，如选择菜单命令。当文本下方显示“确认”按钮  和“拒绝”按钮  时，文字工具处于编辑模式。

向处于索引颜色模式中的图像添加文本时，Photoshop Elements 不创建新的文本层。 您键入的文本显示
为蒙版文本。

添加文本

1. 在工具栏中，选择“横排文字”工具  或“直排文字”工具 。

2.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创建单行文本，请单击图像以设置文字插入点。

要创建段落文本，请拖出一个矩形，以创建用于文字的文本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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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系列

字型

字体大小

“颜色”菜单

“行距”菜单

仿粗体 

仿斜体 

下划线 

删除线 

对齐文本

切换文本方向

变形文字 

消除锯齿 

横穿 I 形标的短线标记了文字基线的位置。对于横排文字，基线标记了文字所在的行；对于
直排文字，基线标记了文字字符的中轴。

3. （可选）在“工具选项”栏中选择文本选项，如字体、样式、大小和颜色。

4. 键入所需的字符。如果未创建文本框，请按 Enter 新建一行。

文本在自己的图层中显示。要查看图层，请在“专家”模式中按 F11。

5. 通过执行下列操作之一来提交文本图层：

单击“提交”按钮 。

按数字键盘上的 Enter。

单击图像中文本框以外的区域。

选择工具箱内的另一个工具。

文字工具选项

在选项栏中，设置下列文字工具选项：

将字体系列应用于新文本或现有文本。

将字体样式应用于新文本或现有文本，如粗体。

将字体大小应用于新文本或现有文本。

将颜色应用于新文本或选定文本。

设置新文本行或选定文本行之间的空间。

将粗体样式应用于新文本或现有文本。如果您的字体不含可以从“字体样式”菜单中选择的真粗体样式，
则使用此选项。

将斜体样式应用于新文本或现有文本。如果您的字体不含可以从“字体样式”菜单中选择的真斜体或倾斜
样式，则使用此选项。

将下划线应用于新文本或选定的现有文本。

让一条直线贯穿新文本或选定的现有文本。

指定文本的对齐方式。如果是横排文本，则允许您按左、中、右对齐文本。如果是直排文本，则允许
您按上、中、下对齐文本。

将直排文本转换为横排文本，或将横排文本转换为直排文本。

选定图层上的变形文字

应用消除锯齿，使文本显示较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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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消除锯齿

A. 消除锯齿关闭 B. 消除锯齿开启 

形状上的文本

您可以使用“形状上的文本”工具添加文字到形状。

1. 选择“形状上的文本”工具 。要快速更改当前文本工具，按“选项”并单击当前工具。

形状上的文本

2. 从可用的形状中，选择您要对其添加文字的形状。在图像上拖动光标来创建形状。

3. 要添加文字到图像，当光标图标变为描述文字模式时，将鼠标悬停在路径上。单击要添加文
字的位置。

像修改一般文字那样修改它们。

单击“输入文字”

4. 添加文字后，单击“提交” 。对于一些形状，文字必须写入形状内部。可在单击并拖动鼠
标时按住 Cmd（文字显示在小箭头中），围绕路径或在内部/外部移动文字。您可以将该光
标拖入所选区域，在区域内部/外部设置文本路径。

选区上的文本

在从选区创建的路径轮廓上添加文字。当您确认选区时，选区会被转换为可以在其中键入文字的路径。

1. 在形状工具上选择文本 。要快速更改当前文本工具，按“选项”并单击当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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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区上的文本

2. 将光标放在图像中的对象上，并拖动光标直至获得所需选区。 您可以使用“偏移”滑块调整选区大小。

建立选区

在您确认选区后，选区被转换为路径。

3. 要添加文字到图像，当光标图标变为描述文字模式时，将鼠标悬停在路径上。单击要添加文字的位置。

添加文字

在添加文字后，您可以像修改一般文字那样修改它们。

4. 完成添加文字后，单击“提交”。取消以再次启动您的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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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路径上的文本

您可以沿着自定义路径绘制和添加文本。

1. 选择“自定义路径上的文本”工具 。要快速更改当前文本工具，按“选项”并单击当前工具。

自定义路径上的文本

2. 在图像上绘制一条自定义路径。您可以提交/取消绘制路径以便从工具选项栏重新绘制。

3. 要修饰或重画路径，请单击工具选项栏中的“修改”。使用显示在路径上的节点来修改它。

4. 在您完成创建路径后，在路径上的任意位置点单击鼠标以添加文字。像修改一般文字那样修
改它们。

添加文字

5. 添加文字后，单击“提交” 。

创建和使用蒙版文字

横排文字蒙版工具和直排文字蒙版工具可以创建文本形状的选区。您可以从文本选框中得到许多乐趣：将文本从
图像中剪切出去以显示背景，或将选定文本粘贴到新图像中。试用不同选项以个性化您的图像和合成。

用于创建填充选区的横排文字蒙版。

1. 在“专家”模式中，选择希望选区出现在其上的图层。要获得最佳效果，请不要在文本图层上
创建文字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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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横排文字蒙版工具 或直排文字蒙版工具 。

3. 选择其他文字选项（请参阅文字工具选项）并输入您的文本。

文字选框将出现在图像中的现用图层上。

Adobe 还推荐下列文章
向图像中添加风格化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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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图层

调整图层

文字图层和形状图层

了解图层

关于“图层”面板
添加图层

创建和命名新的空白图层

从另一图层的一部分创建新图层

将背景图层转换为常规图层

使某个图层成为背景图层

了解图层

使用图层，可以向图像中添加组件，并且一次使用其中的一个图层，而无需永久更改原始图像，因此图层非常有
用。 可以针对每个图层，调整颜色和亮度、应用特殊效果、调整图层内容的位置、指定不透明度和混合值等。
还可以重新排列堆叠顺序、链接图层以便同时对其进行处理，以及借助图层创建 Web 动画。

图层就像堆叠在一起的透明玻璃片，您可以在上面绘图。可以透过图层的透明区域看到下面的图层。可以分别处
理每个图层，从而创建出您想要的效果。在组合（合并）图层之前，每个图层都保持独立状态。位于“图层”面板
中最底部的图层（即“背景”图层）始终为锁定状态（受保护），这意味着您无法更改其堆叠顺序、混合模式或不
透明度（除非您将其转换为常规图层）。

透过图层上的透明区域可以看到下面的图层。

在“图层”面板中管理图层。每当在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中操作时，都使此面板可见是一个好主意。您一
眼就可以看到现用图层（即正在编辑的选定图层）。您可以链接多个图层，使其能够整体移动，从而有助于管理
图层。因为一幅图像中有多个图层会增加文件大小，所以可以通过合并编辑完的图层来减小文件大小。编辑照片
时，“图层”面板是重要的信息来源。还可以使用“图层”菜单来处理图层。

普通图层是基于像素（图像）的图层。还有其他几种图层类型可以用来创建特殊效果：

包含颜色渐变、纯色或图案。

使您能够微调色彩、亮度和饱和度，而不对您的图像进行永久更改（直至拼合或折叠调整图层）。

允许您创建基于矢量的文本和形状。

您可以在调整图层的蒙版上绘画，但不可以在调整图层上绘画。要在填充图层或文字图层上绘画，必须先将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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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为常规图层。

关于“图层”面板

“图层”面板（“窗口”>“图层”）列出图像中的所有图层，从顶部图层到底部的背景图层。在专家模式中，如果您正
在自定义工作区中工作，则可以将图层面板拖出，并使用其他面板对其进行标记。

突出显示现用图层或您正在使用的图层以便易于识别。对图像进行处理时，最好检查哪个图层是现用图层，以确
保执行的调整和编辑影响正确的图层。例如，如果您选择了一个命令，但似乎并未发生任何变化，请检查以确保
您所看到的图层为现用图层。

使用面板中的图标可以完成很多任务，如创建、隐藏、链接、锁定和删除图层。除了某些例外情况之外，更改仅
影响选定图层或突出显示的现用图层。

“图层”面板

A. 混合模式菜单 B. 显示/隐藏图层 C. 将图层链接到另一个图层 D. 图层的预览  E. 突出显示的图层为现用图
层 F. 锁定的图层 G. 应用了样式的图层 

在图层列表中，面板会显示缩览图、标题以及提供每个图层信息的一个或多个图标：

 此图层可见。单击此眼睛图标可显示或隐藏某个图层。当图层隐藏时，图标为 。 不打印隐藏的图层。

 此图层链接至现用图层。

 此图层已锁定。

 图像包含图层组并从 Adobe Photoshop 导入。Photoshop Elements 不支持图层编组并将其显示为折叠状态。
必须对图层编组进行简化以便创建可编辑的图像。

在面板中使用按钮来执行动作：

 创建新图层。

 创建新填充或调整图层。

 删除图层。

 锁定透明像素。

顶部还有面板“混合模式”菜单（正常、溶解、变暗等）、“不透明度”文本框以及显示图层命令和面板选项菜单
的“更多”按钮。

添加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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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层”面板中，新添加的图层显示在选定图层之上。可以使用以下任何一种方法向图像添加图层：

创建新的空白图层或者将选区变为图层。

将背景图层转换为常规图层，反之亦然。

将所选对象粘贴到图像中。

使用文字工具或形状工具。

复制一个现有图层。

一个图像最多可以创建 8000 个图层，每个图层都有自己的混合模式和不透明度。但是，内
存空间上的限制会降低此图层数量。

创建和命名新的空白图层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执行以下其中一项操作：

要创建具有默认名称和设置的图层，请单击“图层”面板中的“新建图层”按钮。生成的图层
使用“正常”模式和 100% 的不透明度，并根据其创建顺序进行命名。（要重命名此新图
层，请双击该图层并键入一个新名称。)

要创建图层并指定名称和选项，请选择“图层”>“新建”>“图层”，或从“图层”面板菜单中选
择“新建图层”。指定名称和其他选项，然后单击“确定”。

新图层会自动选定，并在面板中出现于上次选定的图层之上。

从另一图层的一部分创建新图层

可以将某幅图像上某个图层的一部分移到新建的图层上，而保持原图层完好无损。

1. 选择现有的图层，并建立选区。

2.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图层”>“新建”>“通过拷贝的图层”将选区拷贝到新图层中。

“图层”>“新建”>“通过剪切的图层”剪切选区并将其粘贴到新图层中。

在新图层中，选定区域会出现在相对于图像边界的同一位置上。

通过拷贝另一图层的一部分并将其粘贴到新图层来创建一个新图层

将背景图层转换为常规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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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图层位于图像的底层。其他图层都堆叠在背景图层的上面，背景图层通常（但不总是）包含照片的实际图像
数据。为保护图像，背景图层始终处于锁定状态。如果要更改其堆叠顺序、混合模式或不透明度，则必须先将其
转换成常规图层。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在“图层”面板中双击背景图层。

选择“图层”>“新建”>“背景图层”。

选择“背景”图层， 并从“图层”面板飞出菜单中选择“复制图层”，以保持背景图层完好并
创建副本作为新图层。

无论您如何转换图层，都可以创建被转换“背景”图层的复制图层；只需选择被转换的“背
景”图层，然后从“更多”菜单中选择“复制图层”即可。

2. 命名新图层。

如果将“背景橡皮擦”工具拖至背景图层，它会自动转换为常规图层，并且擦除的区域会
变为透明区域。

使某个图层成为背景图层

如果图像已有背景图层，则无法将某个图层转换为背景图层。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先将现有背景图层转换为常规
图层。

1. 在“图层”面板中选择图层。

2. 选取“图层”>“新建”>“图层背景”。

原始图层中的所有透明区域便填充为背景色。

Adobe 另外推荐
关于调整图层和填充图层

关于图层剪贴蒙版

锁定或解锁图层

关于图层中的不透明度和混合选项

关于调整图层和填充图层

关于图层中的不透明度和混合选项

简化图层

关于文本

关于形状

删除图层

将图层从一幅图像拷贝到另一幅图像

删除图层

复制图像内的图层

指定图层的混合模式

指定图层的不透明度

复制图像内的图层

关于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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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图像内的图层

将一个或多个图层复制到另一个图像中

将图层从一幅图像拷贝到另一幅图像

移动图层中的内容

更改图层的堆叠顺序

链接和取消链接图层

合并图层

将图层合并到另一个图层中

拼合图像

复制图像内的图层

您可以复制图像内的所有图层，包括背景图层。

在图层面板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图层，然后执行以下其中一项操作，以便进行复制：

要复制和重命名该图层，请选择“图层”>“复制图层”，或从“图层”面板的“更多”菜单中选
择“复制图层”。命名复制的图层，然后单击“确定”。

要复制图层而不进行命名，请选择该图层并将其拖至“图层”面板中的“新建图层”按钮。

右键单击该图层的名称或缩览图，然后选择“复制图层”。

将一个或多个图层复制到另一个图像中

您可以获取一幅图像中的任何图层（包括背景图层），然后将其复制到另一个图像中。切记，目标图像的像素大
小决定复制图层的打印副本的大小。另外，如果两幅图像的像素大小不同，则复制的图层可能会大于或小于您的
期望值。

1. 打开源图像。如果准备将某个图层拷贝到现有图像（而非新的图像），还要打开目标图像。

2. 在源文档的“图层”面板中，选择要复制的图层的名称。要选择多个图层，请按住 Ctrl 键
（Mac OS 中的 Command 键）并单击每个图层的名称。

3. 选择“图层”>“复制图层”，或从“图层”面板的“更多”菜单中选择“复制图层”。

4. 在“复制图层”对话框中键入所复制图层的名称，并为该图层选择一个目标文档，然后单击“确
定”：

要在现有图像中复制该图层，请从“文档”弹出式菜单中选择一个文件名。

要为该图层创建新文档，请在“文档”菜单中选择“新建”，然后输入新文件的名称。通过
复制图层创建的图像没有背景。

将图层从一幅图像拷贝到另一幅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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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将任何图层（包括背景图层）从一个图像拷贝到另一个图像。切记，目标图像的分辨率决定图层的打印副
本的大小。另外，如果两幅图像的像素大小不同，则拷贝的图层可能会大于或小于您的期望值。

1. 打开要使用的两个图像。

2. 在源图像的“图层”面板中，选择要拷贝的图层。

3.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选择“选择”>“全部”以选择图层中的全部像素，然后选择“编辑”>“拷贝”。然后让目标图像
处于活动状态，并选择“编辑”>“粘贴”。

将图层名称从原始图像的“图层”面板拖至目标图像。

使用移动工具（选择工具箱选项），将图层从源图像拖动到目标图像。

拷贝的图层会出现在目标图像中，位于“图层”面板中的现用图层之上。如果您拖动的图
层大于目标图像，则仅能看见该图层的一部分。可以使用移动工具拖动该图层的其他部
分以供查看。

按住 Shift 的同时拖动图层可将其拷贝到其在源图像中的相同位置（如果源图像与目标图
像的像素大小相同），也可将其拷贝到目标图像的中心（如果源图像与目标图像的像素
大小不同）。

将竹子图层拖动到另一幅图像

移动图层中的内容

图层就像窗玻璃上堆叠的图像。您可以在堆栈中相对于某个图层的上下“滑动”该图层，来改变其所显示的内容部
分。

1. 要同时移动多个图层，请在“图层”面板中通过选择图层然后单击任一图层的“链接图层”图
标，将图层链接到一起。

2. 从“工具”面板的“选择”部分，选择移动工具。

3.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在图像中拖动以将所选图层滑动到所需位置。

按键盘上的箭头键以 1 个像素的增量移动图层，或按住 Shift 的同时按箭头键以 10 个
像素的增量移动图层。

按住 Shift 的同时进行拖动可将图层直接向上或向下、向任何一侧或 45°对角线的方向
移动。

更改图层的堆叠顺序

堆叠顺序决定一个图层是出现在其他图层的前面还是出现在其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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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背景图层必须位于堆栈的底部。要移动背景图层，首先需要将其转换为常规图层。

将某个图层拖动到另一图层之下会更改堆叠顺序

1. 在“图层”面板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图层。要选择多个图层，请按下 Ctrl，然后单击每个图
层。

2. 要更改堆叠顺序，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在“图层”面板中将图层向上或向下拖动到新位置。

选择“图层”>“排列”，然后选择“置为顶层”、“前移一层”、“后移一层”或“置为底层”。

链接和取消链接图层

当图层已链接时，可以一起移动其内容。还可以同时对所有链接的图层进行拷贝、粘贴、合并和应用变换。有
时，您可能想编辑或移动一个已链接的图层。只需取消图层的链接，即可每次处理一个图层。

1. 要链接图层，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择一个图层后，单击其他图层的“链接”图标。

选择要链接的图层。 要选择多个图层，请按住 Ctrl （在 Mac OS 中为 Command），
然后单击要选择的图层。单击任一图层的链接图标。

选定多个图层之后，右键单击并选择“链接图层”选项。

2. 要取消图层链接，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要取消链接一个图层，请单击图层的链接图标。

要取消链接多个图层，请选择多个图层，右键单击并且选择“取消链接图层”选项。

合并图层

图层会大大增加图像文件的大小。而合并图像中的图层会减小文件大小。只有处理完图层创建想要的图像之后，
才应对其进行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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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示例

可以选择仅合并链接的图层、仅合并可视图层、仅合并某个图层和其下面的图层或仅合并选定图层。还可以将所
有可视图层的内容合并到一个选定图层中，但不删除其他可视图层（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减小文件大小）。

完成处理某幅图像后，可以对其进行拼合。拼合图像会合并所有可视图层，而扔掉所有隐藏图层，并用白色填充
透明区域。

1. 转到“图层”面板并确保您要合并的每个图层旁边都显示有眼睛图标（未被横划）。

2.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合并选定的图层，请按住 Ctrl 键（Mac OS 中的 Command 键）并单击每个图层以选
择多个图层。 右键单击并选择“合并图层”。

要与下面的图层合并图层，选择两者中的顶层图层，并从“图层”菜单或“图层”面板飞出
菜单中选择“向下合并”。

如果两者中的底层图层为形状图层、文字图层或填充图层，则必须对其进行简化。如
果这两个的底层是调整图层，则不能选择“向下合并”。

要合并所有可见图层，请隐藏所有不想合并的图层，然后从“图层”菜单或“图层”面板弹
出菜单中选择“合并可见图层”。

要合并所有可见的链接图层，请选择其中一个链接的图层，然后从“图层”菜单或“图
层”面板弹出菜单中选择“合并链接图层”。

如果最底层合并的图层为文字图层、形状图层、纯色填充图层、渐变填充图层或图案
填充图层，则必须先对其进行简化。

将图层合并到另一个图层中

如果想要合并的图层保持完整无缺，请使用此步骤。结果是一个新合并的图层以及所有原始图层。

1. 单击您不想合并的图层旁边的眼睛图标（图标上显示有一条横划线），并确保您要合并的图
层的眼睛图标是可见的（没有横划线）..

2. 指定要将所有可视图层合并到的目标图层。可以创建一个新图层，用作合并的目标图层，还
可以在“图层”面板中选择一个现有图层。

3. 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然后从“图层”菜单或“图层”面板的“更多”菜单中选择“合
并可见图层”。Photoshop Elements 会将所有可视图层的副本合并到选定图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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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合图像

拼合图像时，Photoshop Elements 会将所有可视图层合并到背景图层，这样极大地减小了文件大小。拼合图像
时将扔掉所有隐藏的图层，并用白色填充所有的透明区域。多数情况下，要在编辑完各图层之后，才拼合文件。

1. 请确保要在图像中保留的图层均处于可视状态。

2. 请从“图层”菜单或“图层”面板的“更多”菜单中选择“拼合图像”。

通过在图像窗口底部的状态栏弹出式菜单中选择“文档大小”，可以查看图像在分层时的
文件大小以及拼合后文件大小之间的差别。

Adobe 还推荐下列文章
了解图层

了解图层

关于图像大小和分辨率

了解图层

关于图像大小和分辨率

了解图层

了解图层

将背景图层转换为常规图层

了解图层

关于图层剪贴蒙版

合并调整图层

简化图层

了解图层

合并调整图层

了解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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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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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图层

显示或隐藏图层

调整图层缩览图的大小或隐藏图层缩览图

锁定或解锁图层

重命名图层

简化图层

删除图层

从所有可视图层中进行颜色取样

选择图层

您对图像所做的任何更改仅影响现用图层。如果您在处理某幅图像时达不到所需效果，请确保选中了正确的图
层。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在“图层”面板中，选择图层的缩览图或名称。

要选择多个图层，请按住 Ctrl（Mac OS 中的 Command）并单击每个图层。

显示或隐藏图层

在“图层”面板中，某个图层旁边最左列上的眼睛图标表示该图层处于可视状态。表示图层是不可视。

1. 如果“图层”面板尚未打开，请在图层面板中选择“窗口”>“图层”。

2. 执行以下其中一项操作：

要隐藏某个图层，请单击眼睛图标。在带有横划线的眼睛图标出现时，图层将不可见。
再次单击眼睛列可显示此图层。

在眼睛列中拖动可显示或隐藏多个图层。

要只显示一个图层，请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并单击该图层的眼睛图标。再
次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并单击眼睛列可显示所有图层。

调整图层缩览图的大小或隐藏图层缩览图

1. 从图层弹出菜单中选择“面板选项”。

2. 选择新的大小，或选择“无”来隐藏缩览图。然后单击“确定”。

锁定或解锁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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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全部或部分地锁定图层以保护其内容。锁定某个图层后，将在该图层名称的右边显示一个锁定图标，将无法
编辑或删除该图层。除了背景图层之外，您可以将锁定的图层移动到“图层”面板的堆叠序列中的不同位置。

选择图层面板中的图层，然后执行以下其中一项操作：

单击图层面板中的锁定所有像素图标可锁定所有图层属性。再次单击该图标可将其解
锁。

单击“图层”面板中的“锁定透明区域”图标可锁定图层的透明区域，这样便无法在上面进行
绘画。再次单击该图标可解锁。

对于文字图层和形状图层，默认情况下会锁定透明区域，如果没有首先简化图层，将
无法解锁。

重命名图层

在将图层添加到图像时，根据图层的内容重命名这些图层非常有用。使用描述性的图层名称以便可以轻松识
别“图层”面板中的图层。

除非将“背景”图层更改为常规图层，否则将无法重命名“背景”图层。

执行以下其中一项操作：

在“图层”面板中，双击图层名称，然后输入新名称。

右键单击图层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重命名图层”。

简化图层

您可以通过将智能对象、帧图层、文字图层、形状图层、纯色图层、渐变图层或图案填充图层（或从 Photoshop
导入的图层编组）转换为图像图层，来对其进行简化。 需要先简化这些图层，然后才能对其应用滤镜或使用绘
画工具对其进行编辑。但是，您将无法再对简化的图层使用文字编辑和形状编辑选项。

1. 在“图层”面板中，选择类型图层、形状图层、填充图层或 Photoshop 图层组。

2. 简化图层或导入的图层编组：

如果选中了一个形状图层，请单击工具选项栏中的“简化”。

如果选中了文字图层、形状图层、填充图层或 Photoshop 图层组，请从“图层”菜单
或“图层”面板弹出菜单中选择“简化图层”。

删除图层

删除不再需要的图层可以减小图像文件的大小。

1. 在“图层”面板中选择图层。

2. 执行以下其中一项操作：

单击“图层”面板底部中的“删除图层”图标，然后在确认删除对话框中单击“是”。要绕过此
对话框，请在单击“删除”图标时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

从“图层”菜单或“图层”面板的“更多”菜单中选择“删除图层”，然后单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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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有可视图层中进行颜色取样

默认情况下，当使用某些工具时，仅会从现用图层中对所应用的颜色进行取样。借助这种默认的行为，您可以在
一个图层（即使可以看见其他图层）中涂抹或取样，也可以从一个图层中取样，在另一个图层中绘画。

如果想要使用来自所有可视图层的取样数据进行绘画，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拾色器工具、魔棒工具、油漆桶工具、涂抹工具、模糊工具、锐化工具或仿制图章工
具。

2. 在工具选项栏中，选择“所有图层”。

Adobe 还推荐下列文章
了解图层

选择图层中的所有不透明区域

使用移动工具拷贝选区

关于“图层”面板

关于“图层”面板

关于“图层”面板

了解图层

关于“图层”面板

将背景图层转换为常规图层

关于调整图层和填充图层

了解图层

了解图层

创建和命名新的空白图层

了解图层

关于绘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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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透明度和混合模式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关于图层中的不透明度和混合选项

指定图层的不透明度

指定图层的混合模式

选择图层中的所有不透明区域

自定透明网格

关于图层中的不透明度和混合选项

图层的不透明度决定它遮蔽或显示其下方图层的程度。具有 1% 不透明度的图层几乎透明，而具有 100% 不透明
度的图层则完全不透明。无论不透明度如何设置，透明区域仍会保持透明。

请使用图层混合模式来确定图层与其下面图层中的像素进行混合的方式。使用混合模式，您可以创建各种特殊效
果。

对于图层和绘画工具来说，两者的不透明度和混合模式会相互影响。例如，某个图层使用 50% 不透明度的“溶
解”模式，而您使用设置为 100% 不透明度的“正常”模式的画笔工具在此图层上绘画，则将以 50% 不透明度的“溶
解”模式显示绘画。同样，如果图层使用 100% 不透明度的“正常”模式，而您使用 50% 不透明度的橡皮擦工具，
则在抹除时仅有 50% 的绘画会从该图层消失。

混合图层。

A. 竹子图层和边界图层 B. 具有 100% 不透明度和“颜色加深”模式的竹子图层 C. 具有 50% 不透明度和“颜色加
深”模式的竹子图层 

指定图层的不透明度

1. 在“图层”面板中选择图层。

2. 在“图层”面板中，为“不透明度”输入介于 0 和 100 之间的值，或者单击“不透明度”框右侧的
箭头，然后拖动出现的“不透明度”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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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图层的混合模式

1. 选择您已在“图层”面板中添加的图层。

2. 在“混合模式”菜单中选择选项。

(Windows) 选择一种混合模式后，可以按键盘上的向上或向下箭头键来尝试菜单中其他
的混合模式选项。

选择图层中的所有不透明区域

您可以快速选择图层中的所有不透明区域。如果希望从选区中排除透明区域，此步骤非常有用。

1. 在“图层”面板中，按住 Ctrl（Mac OS 中的 Command）并单击图层缩览图。

2. 要向现有选区中添加像素，请按 Ctrl+Shift 组合键（Mac OS 中的 Command+Shift 组合
键）并单击“图层”面板中的图层缩览图。

3. 要从现有选区中移除像素，请按 Ctrl+Alt 组合键（Mac OS 中的 Command+Option 组合
键）并单击“图层”面板中的图层缩览图。

4. 要载入像素和现有选区的交集，请按 Ctrl+Alt+Shift 组合键 (Mac OS 中的
Command+Option+Shift 组合键)，并单击“图层”面板中的图层缩览图。

自定透明网格

棋盘网格可标识图层中的透明度。您可以更改该网格的外观；但是，请勿将其更改为纯白色，因为这样您将会消
除不透明区域（白色）和透明区域（棋盘网格）之间的视觉差异。

1. 在 Windows 中，选择“编辑”>“首选项”>“透明度”。在 Mac 中，选择“Photoshop
Elements”>“首选项”>“透明度”。

2. 在“网格大小”菜单中选择一个图案大小。

3. 在“网格颜色”菜单中选择一个图案颜色。要改为选择一种自定颜色，请单击“网格颜色”菜单
下面的两个框之一，并在“拾色器”中选择一种颜色。

Adobe 还推荐下列文章
了解图层

关于混合模式

关于绘画工具

关于选区

关于“图层”面板

使用 Adobe 拾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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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共享和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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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机打印或共享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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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机打印照片

设置联机打印的服务提供商首选项

在线共享照片 | Photoshop Elements 12
照片共享服务提供商

私人 Web 相册
Flickr
Twitter
Smugmug 画廊
Facebook

联机打印照片

您现在可以使用 Photoshop Elements Editor 从联机服务提供商处整理照片、相册、贺卡和日历。下面列出了当
前支持 Photoshop Elements 的联机服务提供商：

联机打印服务提供商仅在部分国家/地区提供服务。

区域 照片打印 相册 贺卡 日历

美国和加
拿大

（英寸）
Costco    

英国

(mm)
Photoworld

Photoworld

276 x 211

Photoworld

195 x 105

Photoworld

303 x 216

法国

(mm)
Service Photo
Online

Service Photo
Online

276 x 211

Service Photo
Online

195 x 105

Service Photo
Online

303 x 216

德国

(mm)
联机 Foto 服务

Service Photo
Online

276 x 211

Service Photo
Online

195 x 105

Service Photo
Online

303 x 216

世界其他
地区

不可用 不可用 不可用 不可用

设置联机打印的服务提供商首选项

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共享和打印服务提供商。要查看最新的可用服务，可以在 Editor 中更新合作伙伴服务。 

如果您已更改所在地区，请设置 Photoshop Elements 的新地区。只可以从 Photoshop Elements
Organizer 中选择此设置。如果您从德国搬到美国，则请更改 Elements Organizer 中的地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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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选，如果更改了地区）在 Organizer 中，单击“首选项”>“Adobe 合作伙伴服务”>“地
区”>“选择”，选择一个新地区，然后重新启动 Organizer。

2. 在 Editor 中，打开“首选项”对话框 (Ctrl / Cmd + K)，转至“Adobe 合作伙伴服务”，然后单
击“刷新”。

3. 单击“自动检查服务”复选框，以确保 Editor 会自动刷新合作伙伴服务。选中此复选框后，重
新启动 Photoshop Elements 后，将会每隔 24 小时刷新服务。

在线共享照片 | Photoshop Elements 12

您可以使用诸如 Revel（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私人 Web 影集”）、Flickr、Twitter、SmugMug 和
Facebook 之类的网站，或直接从 Photoshop Elements Editor 共享图像。您可以使用 Photoshop Elements 中
的“共享”下拉菜单可用的照片。

Photoshop Elements Editor 中新的共享下拉菜单

照片共享服务提供商

联机服务提供商列表：

在某些地域支持多个服务提供商。

位置 服务提供商

美国和加拿大

私人 Web 相册
Flickr
Twitter
Smugmug
Facebook

中国 Flickr

世界其他地区

私人 Web 相册
Flickr
Twitter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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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 Web 相册

1. 在 Editor 中，单击“共享”下拉菜单，然后选择私人 Web 相册。如果当前打开的照片尚未保
存，则会提示您自动保存文件。单击“确定”以继续。

2. （首次使用）如果您之前未与 Revel 共享过内容，则需授权 Photoshop Elements 12 配合
使用 Revel。按照屏幕说明登录 Revel 帐户，并授权 Photoshop Elements 联机发布照片。

3. 在“私人 Web 影集”对话框中，选择要将照片上传到的库和相册。单击照片预览区域下面的
减号 (-) 以从要上传的影集中删除照片。

单击“开始共享”。  

要创建新的相册，请单击相册下拉菜单旁的 + 按钮，并为新相册命名。

4. 上传时，私人 Web 相册对话框会显示两个链接：

URL。单击此链接，可查看在默认 Web 浏览器中上传的照片。您可以从浏览器窗口复
制此链接。

电子邮件链接。 单击此链接以开始编写新电子邮件，其中包含链接到上传的相册的
URL。

单击“完成”。

Flickr

1. 在 Editor 中，单击“共享”下拉菜单，然后选择 Flickr。 如果当前打开的照片尚未保存，则会
提示您自动保存文件。单击“确定”以继续。

2. （首次使用）如果您之前未与 Flickr 共享过内容，则需授权 Photoshop Elements 12 配合
使用 Flickr。按照屏幕上的说明授权 Photoshop Elements 将照片发布到 Flickr 帐户。

3. 在 Flickr 对话框中，指定要上传的照片或照片批次选项：

添加/删除照片。单击照片项区域上面的加号 (+) 或减号 (-) 符号，以添加或删除要上传
到 Flickr 的照片。 
批次。 您可以按批次上传批量照片。 这有利于 Flickr 中幻灯片放映。单击“按批次上
传”复选框，然后修改“批次”选项。您可以选择现有批次，或新建批次。为批次命名或提
供说明。

访客。 使用“谁可以查看这些照片？”来控制或限制批次对外部用户的可见性部分。
标签. 提供一组关键字以相应地标记相册。

4. 上传完照片后，Flickr 对话框会显示两个按钮：

访问 Flickr。单击此按钮以查看在您的 Web 浏览器中上传的照片。您可以将此 URL 从
Web 浏览器复制到 Flickr 照片。
完成. 单击“完成”关闭对话框。

Twitter

通过 Twitter 共享照片时只能选择一张图像。 此外，请确保图像的大小小于 3 MB（兆字节）。

1. 在 Editor 中，单击“共享”下拉菜单，然后选择 Twitter。 如果当前打开的照片尚未保存，则
会提示您自动保存文件。单击“确定”以继续。

2. （首次使用）如果您之前未与 Twitter 共享过内容，则需授权 Photoshop Elements 12 代表
您向 Twitter 发布内容。按照屏幕说明登录 Twitter 帐户，并授权 Photoshop Elements 联机
发布照片。

3. 在“编辑器”中，在 Twitter 对话框中键入消息，然后单击“推送”。

4. 如果您的消息已成功推送，则 Twitter 对话框中会显示两个按钮：

访问 Twitter。单击此按钮可以在 Web 浏览器中查看您推送的内容。
完成. 单击“完成”关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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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ugmug 画廊

1. 在 Editor 中，单击“共享”下拉菜单，然后选择Smugmug 画廊。 如果当前打开的照片尚未保
存，则会提示您自动保存文件。单击“确定”以继续。

2. 打开一张或多张照片后，从“共享”下拉菜单中，选择“SmugMug 画廊”。

3. 在 SmugMug 画廊（步骤 1，共 3 步）对话框中，输入您的 SmugMug 帐户凭据，然后单
击“登录”。

4. 在 SmugMug 画廊（步骤 2，共 3 步）对话框中，选择一个画廊以上传照片。

单击“创建画廊”以创建新画廊，将照片上传到其中。

5. 成功上传照片后，SmugMug 画廊（步骤 3，共 3 步）对话框会显示按钮：

查看画廊。单击此按钮可以在 Web 浏览器中查看您上传的照片。
完成. 单击“完成”关闭对话框。
注销。 单击此按钮以结束与 Smug Mug 的会话。此对话框将返回到步骤 1（共 3
步）登录屏幕。

Facebook

1. 在 Editor 中，单击“共享”下拉菜单，然后选择 Facebook。 如果当前打开的照片尚未保存，
则会提示您自动保存文件。单击“确定”以继续。

2. （首次使用）如果您之前未与 Facebook 共享过内容，则请执行此步骤。按照屏幕上的说明
授权 Photoshop Elements 12 代表您向 Facebook 上传内容。

3. 在 Facebook 上传对话框中，选择以下详细信息以确定照片上传的位置以及可以查看它们的
人群：

添加/删除照片。单击预览区域下面的加号 (+) 或减号 (-) 符号，以添加或删除要上传到
Facebook 的照片。
相册：选择要将照片上传到现有相册，或在本对话框（提供名称、位置、说明以描述新
相册中的照片）中新建相册。

访客。 使用“谁可以查看这些照片？”下拉菜单控制相册的可见性。
上传品质。对于高品质照片（通常尺寸较大），选择是否要按高品质上传照片。 如果选
择标准，则会压缩照片且上传费时少。

单击“上传”。

4. 上传完照片后，Facebook 对话框会显示两个按钮：

访问 Facebook。单击此按钮以查看在您的 Web 浏览器中上传的照片。您可以将此
URL 从 Web 浏览器复制到 Facebook 照片。
完成。 单击“完成”关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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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照片打印

转到页首

注意:

转到页首

打印概述

使用“照片打印”
打印图像目录清单

打印图片包

打印概述

Photoshop Elements 提供了多个用于打印照片的选项。您可以通过 Adobe Photoshop 服务让联机提供商进行专
业照片打印，也可以在家庭打印机上打印照片。（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还可选择要打印的视频剪辑，但
系统只打印第一帧。）可以打印单张照片、图像目录清单（每张选定照片的缩览图）和图片包（以不同大小打印
的一张或多张照片的页面）。甚至可以沿水平方向翻转图像以打印 T 恤衫转印。

要打印 PDF 文件，您的计算机上必须安装 Adobe Acrobat。

最后，可以打印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创建的项目，如影集、卡和日历。某些项目可通过联机打印服务订
购。

不同的打印选项

A. 单张照片 B. 图像目录清单 C. 图片包 

打印照片之前，务必向 Photoshop Elements 提供有关您的打印作业的一些基本信息，如使用的纸张大小和页面
方向等。在“页面设置”对话框中设置这些选项。您可能还需要在“首选项”对话框中指定度量单位。

使用“照片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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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

注意: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可以使用“照片打印”选项打印照片。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照片。

按住 Ctrl 键单击可从照片箱中选择多张照片。

可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选择照片，并选择“显示来自 Elements Organizer 的文
件”选项。这些照片将显示在照片箱中。

2. 选择“创建”>“照片打印”。

3.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单击“使用本地打印机打印”以使用计算机上配置的打印机打印照片。“打印”对话框即会
启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从“编辑”工作区打印照片。

单击“打印图片包”。

在 Windows 中，选择此选项会打开 Elements Organizer 中的“打印”对话框。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打印图片包。

单击“打印联系表”。

在 Windows 中，选择此选项会打开 Elements Organizer 中的“打印”对话框。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打印图片包。

选择“从 Shutterfly 订购照片”。

申请成为 Shutterfly 会员以使用其服务。

4.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打印照片。

打印图像目录清单

使用图像目录清单可在一页上显示一系列缩览图图像，以便您轻松预览一组图像。可以从 Elements Organizer
中打印图像目录清单。然而，您可以从 Photoshop Elements 启动该过程。从“打印”对话框中选择“图像目录清
单”。Elements Organizer 随即会打开，使您能够打印所需的图像目录清单。有关从 Elements Organizer 打印图
像目录清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打印图像目录清单》指南。

示例图像目录清单

打印图片包

使用“图片包”可将一张或多张照片的多个副本放在一页上，与艺术摄影通常采用的方式类似。可从各种尺寸和位
置选项中选择以自定图片包版面。可以从 Elements Organizer 中打印图片包。然而，您可以从 Photoshop
Elements 启动该过程。从“打印”对话框中选择“图片包”。Elements Organizer 随即会打开，使您能够打印所需的
图片包。有关从 Elements Organizer 打印图像目录清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打印图
片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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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种尺寸组成的图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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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照片

注意:

注意:

单个打印

图片包

图像目录清单

使用本地打印机打印照片

选择此选项以便使用在您的计算机上配置的打印机打印照片。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照片。

在照片箱中选择照片（ ）。按住 Ctrl 键并单击（在 Mac OS 中按住 Command 并单
击）以便从照片箱中选择多张照片。

可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选择照片，并选择“显示在 Organizer 中选择的文件”选
项。这些照片将显示在项目箱中。

2. 选择“文件”>“打印”。

您可以在“打印”对话框中向打印作业添加照片。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打印”对
话框添加照片。

3. 从“选择打印机”下拉列表中选择打印机。

4. （仅限 Windows）单击“更改设置”按钮，修改打印机设置。可在“更改设置”对话框中更改以
下设置：

打印机

纸张类型

纸盒

纸张大小

打印质量

高级设置 - 使用此按钮打开打印机驱动程序选项。

5. 从“选择打印尺寸”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纸张尺寸。单击“纵向”或“横向”以指定方向。

6. （仅 Windows）从“选择打印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单张照片”。

打印单个照片

使用各种布局和相框（单个照片的边框）排列照片

在单列或多列布局中自动排列选定照片。

7. 选择照片的打印大小。如果计划使用自定义打印大小选项，请参阅在“打印”对话框中缩放图
像。

8. 要使各个图像适合指定的打印版面，请选择“裁剪以适合”。将缩放图像，并根据需要将其长
宽比裁剪至适合打印版面。如果不想裁剪照片，请取消选择此选项。

9. 在“打印份数/每页”文本框中选择或输入一个数字。

10. 要在特定位置置入图像，请取消选择“图像居中”复选框并指定“上对齐”和“左对齐”值。如果
要图像显示在中心，则保留选中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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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当前位于浏览器中的照片

整个目录

影集

关键字标签

仅显示带评分等级的照片

还显示隐藏照片

如果您在照片架中平移图像，或拖动照片架，“图像居中”复选框将自动被取消选定。

可以从预定义单位列表中选取任何其他单位。

11. 单击“更多选项”可更改其他设置（可选）。

12. 单击“打印”。

如果不是以特定大小打印照片，请在打印之前将其调整到所需的指定尺寸。

使用“打印”对话框添加照片

1. 在“打印”对话框中，单击“添加”按钮（）。

2. 在“添加照片”对话框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显示媒体浏览器中当前可见的照片。

显示目录中的所有照片。

显示来自特定影集的照片。使用菜单选择影集。

显示带有特定标签的照片。使用菜单选择标签。

仅显示标有“收藏夹”标签的照片。

显示标记为隐藏的照片。

3. 单击一个或多个缩览图，或者单击“全选”，然后单击“添加所选照片”。

4. 单击“完成”。

图像和照片架旋转

可以在“打印”对话框中旋转图像。照片架和图像都可以旋转。

单击“旋转图像”按钮以旋转照片架。

选中“仅图像”以仅旋转图像。照片架不旋转。

您可以使用滑块放大或缩小图像。

图像照片架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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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选项

注意:

自定打印尺寸

打印尺寸

色彩管理

颜色处理

打印机配置文件

渲染方法

A. 旋转图像 B. 缩放滑块 

“打印”对话框中的更多打印选项

当您单击“打印”对话框中的“更多选项”时，将显示下列选项：

您可以指定以下设置：

照片详细信息

您可以通过选择下列选项来打印日期、题注和文件名：

显示日期

显示题注

显示文件名

边框

您可以为边框指定以下详细信息：

厚度（单位：英寸、毫米或点）。

边框颜色

背景色

热转印

选择“翻转图像”可将图像用于 T 恤衫转印。

一些打印机有反相图像选项。如果您的打印机有此选项，请确保使用打印机驱动程序设置或“反相图像”选
项来反相图像。同时选中两个选项将水平翻转图像两次。

裁切线

选中“打印裁剪标记”（照片所有四条边上的参考线）以便轻松地裁切照片。

您可以指定以下设置：

您可以指定宽度和高度，单位为英寸、厘米和毫米。选中“缩放以适合介质”，对图像进行缩放
以适合页面。

显示图像的颜色配置文件。图像色彩空间显示了照片文件中嵌入的色彩空间。（“打印”对话框中的打
印预览不进行色彩管理，而且在您选择配置文件时不进行更新。）可以使用以下选项更改打印的配置文件：

您可以选择通过打印机或者 Photoshop Elements 管理颜色。

设置自定打印机配置文件，以将图像颜色转换为打印机的色彩空间，或关闭颜色转换。
如果您有打印机的 ICC 配置文件和纸张组合，请从菜单中选择它。确保您已关闭了打印机驱动程序的色
彩管理。

当某些颜色在打印空间中不可用时，指定如何从图像的源色彩空间中转换颜色。

在打印对话框中缩放图像

在“打印”对话框中缩放图像可更改打印图像的大小和分辨率（图像的文件大小不会发生更改）。

选择“文件”>“打印”。在“打印”对话框中单击“更多选项”。选择“自定打印尺寸”选项，然后执行
下列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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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缩放以适合介质”，对图像进行缩放以适合页面。

从“单位”菜单指定度量单位并输入“高度”和“宽度”值，用数字重新缩放图像。尺寸是受约
束的，意味着更改一个尺寸时会按比例同时更改其他尺寸。

打印多层图像

如果图像（PSD 或 TIFF）具有多个图层，则可以使用“图层”面板从视图中暂时隐藏图层，避免它们被打印。

1. 在“专家”模式下，打开多层的图像。

2. 在“图层”面板中，单击眼睛图标 使图层不可见。

3. 只有您希望打印的图层可见时，选择“文件”>“打印”。随即将打开“打印”对话框，只有可见图
层显示在缩览图预览中。

4. 设置打印选项并单击“打印”。

Adobe 还推荐下列文章
了解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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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和导出图像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BMP

CompuServe GIF（图形交换格式）

JPEG（联合图像专家组）

Photoshop (PSD)

照片作品格式 (PSE)

关于存储图像和文件格式

用于存储的文件格式

以不同的文件格式存储更改

了解文件压缩

设置文件存储首选项

关于存储图像和文件格式

有关此过程的视频，请参阅 www.adobe.com/go/lrvid2321_pse9_cn。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编辑图像后，确保您已存储图像。 为确保存储所有图像数据，请使用 Photoshop
(PSD) 格式存储常规图像。多页作品总是会被存储为照片作品 (PSE) 格式。这些格式不会压缩您的图像数据。

除非您打算共享照片或在网页中使用这些照片，否则请以 PSD 格式（而非 JPEG 格式）存储照片。每次存储为
JPEG 格式时，都会压缩图像数据，这可能导致一些数据丢失。您可能注意到了，经过 2 到 3 次将文件存储为
JPEG 后，图像品质将会有所下降。存储为 PSD 格式的缺点就是文件大小会显著增加，因为文件没有经过压
缩。

Photoshop Elements 可以多种文件格式存储图像，具体取决于您计划的使用方式。如果您正在使用 Web 图
像，“存储为 Web 所用格式”命令将提供多个用于优化图像的选项。要将多个图像转换成相同文件格式，或相同
的大小和分辨率，可以使用“处理多个文件”命令。

用于存储的文件格式

Photoshop Elements 可采用以下文件格式存储图像：

标准 Windows 图像格式。可以为图像指定 Windows 或 OS/2 格式和位深度。对于使用 Windows 格式的
4 位和 8 位图像，还可以指定 RLE 压缩。

常用于显示网页中的图形和小动画。GIF 是一种压缩格式，目的在于将文
件大小控制到最小、传输时间控制到最短。GIF 仅支持 8 位颜色图像（256 色或更少）。您也可以使用“存储为
Web 所用格式”命令将图像存储为 GIF 文件。

用于存储图像，JPEG 格式保留图像中的所有颜色信息，但通过有选择地扔掉数据来
压缩文件大小。您可以选择压缩级别。压缩级别越高，图像品质越低，文件大小也越小；压缩级别越低，图像品
质越高，但文件大小也越大。JPEG 是在 Web 上显示图像的标准格式。

标准 Photoshop Elements 图像格式。您通常应对已编辑图像使用此格式以存储您的工作并
将所有图像数据和图层保留在单页面文件中。

标准 Photoshop Elements 多页面创建格式。 您通常应使用此格式创建照片以存储您的工
作并将所有图像数据和图层保留在多页面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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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p PDF（便携式文档格式）

注意:

Pixar

PNG（便携网络图形）

TIFF（标记图像文件格式）

转到页首

注意:

文件名

格式

包含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

与原稿一起存储在版本集中

图层

作为副本

ICC 配置文件

缩览图

一种跨平台和跨应用程序的文件格式。PDF 文件准确显示并保留字体、
页面布局以及矢量和位图图形。

PDF 和 PDP 相同，只不过 PDP 是用 Adobe Photoshop® 打开的，而 PDF 是用 Acrobat 打开的。

用于与 Pixar 图像计算机交换文件。Pixar 工作站专为高端图形应用程序而设计，例如用于制作三维图像
和动画的应用程序。Pixar 格式支持 RGB 和灰度图像。

用于无损压缩和在 Web 上显示图像。 与 GIF 不同，PNG 支持 24 位图像并产生无锯齿
状边缘的背景透明度；但是，某些 Web 浏览器不支持 PNG 图像。PNG 保留灰度和 RGB 图像中的透明度。

用于在应用程序和计算机平台间交换文件。TIFF 是一种灵活的位图图像格式，绝大
多数绘图、图像编辑和页面排版应用程序都支持这种格式。大部分桌面扫描仪都可生成 TIFF 文件。
此外，Photoshop Elements 还可以多种其他旧格式打开文件：Pixel Paint、Portable Bit Map、SGI RGB、Soft
Image、Wavefront RLA 和 ElectricImage。

以不同的文件格式存储更改

您可以设置存储图像文件的选项，例如格式，以及是否将存储的文件包括在 Elements Organizer 目录中或保留
图像中的图层。根据您选择的格式，还可以设置其他一些选项。

更改文件存储选项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选择“文件”>“存储”。

2. 要更改文件存储选项（例如文件名或格式），请选择“文件”>“存储为”，设置以下任何文件存
储选项，然后单击“存储”。

一些文件格式会打开另外一个具有其他选项的对话框。

指定用于存储图像的文件名。

指定用于存储图像的文件格式。

在您的目录中包括存储的文件，以便它显示在照片浏览器
中。请注意，Elements Organizer 中不支持“编辑”工作区中支持的一些文件格式。如果您将
文件存储为这些格式中的一种（例如 EPS），此选项将不可用。

存储文件，然后在照片浏览器中将其添加到版本集，以组织图
像的不同版本。 除非选择了“包含在管理器中”，否则此选项不可用。

保留图像中的所有图层。如果此选项被停用或不可用，则说明图像中没有图层。“图
层”复选框上的警告图标表示图像中的图层将被拼合或合并为选定格式。在一些格式中，所
有图层都会被合并。要保留图层，请选择另外一种格式。

存储文件拷贝，同时保持当前文件的打开状态。副本会被存储到包含当前打开的
文件的文件夹中。

在图像中嵌入某些格式的颜色配置文件。

存储文件的缩览图数据。当在“首选项”对话框中设置了“图像预览”的“存储时询问”选
项时，此选项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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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小写扩展名

注意:

正常

交错

注意:

基线（“标准”）

基线已优化

连续

使文件扩展名为小写。

UNIX 文件服务器通常用于帮助在网络和 Internet 上发送信息。一些服务器无法识别
大写扩展名。为确保您的图像能够到达目的地，请使用小写扩展名。

用 GIF 格式存储文件

1. 选取“文件”>“存储为”。

2. 指定文件名和位置，然后从格式列表中选择“CompuServe GIF 格式”。

您的图像会作为副本存储在指定目录中（除非它已处于索引颜色模式下）。

3. 如果您正在创建动画 GIF，请选择“将图层存储为帧”选项。 最终文件中的每个图层都将成为
动画 GIF 中的一个帧。

4. 单击“存储”。如果原始图像是 RGB，则会出现“索引颜色”对话框。

5. 必要时，请在“索引颜色”对话框中指定索引颜色选项，并单击“确定”。

6. 在“GIF 选项”对话框中，选择 GIF 文件的行序，并单击“确定”：

仅当图像全部下载完毕后才在浏览器中显示图像。

在将整个图像文件下载到浏览器的同时显示一组低分辨率版本的图像。“交错”可使下
载时间感觉更短，并使浏览者确信正在进行下载。但是，“交错”也会增加文件大小。

用 JPEG 格式存储文件

1.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文件”>“存储为”，然后从格式列表中选择 JPEG。

您无法以 JPEG 格式存储索引颜色或位图模式图像。

2. 指定文件名和位置，选择文件存储选项，然后单击“存储”。

“JPEG 选项”对话框即会打开。

3. 如果图像包含透明度，请选择“杂边”颜色模拟背景透明的外观。

4. 通过从“品质”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拖动“品质”滑块或输入一个介于 1 到 12 之间的值，以
指定图像压缩和品质。

5. 选择格式选项：

使用对大多数 Web 浏览器可识别的格式。

优化图像的颜色品质并生成较小的文件。并非所有的网络浏览器都支持本选
项。

创建一种在下载到 Web 浏览器的过程中逐渐显示的图像。连续 JPEG 文件在大小上
稍微大一点，查看时需要更多 RAM，而且不是所有应用程序和 Web 浏览器都支持这种文
件。

6. 单击“确定”。

1.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文件”>“存储为”，然后从格式列表中选择 Photoshop EPS。

2. 指定文件名和位置，选择文件存储选项，然后单击“存储”。

3. 在“EPS 选项”对话框中，设置下列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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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交错

4. 要将图像中的白色区域显示为透明，请选择“透明白色”。该选项只适用于位图模式的图像。

5. 如果要对打印低分辨率图像应用消除锯齿，请选择“图像插值”。

6. 单击“确定”。

用 Photoshop PDF 格式存储文件

1.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文件”>“存储为”，然后从格式列表中选择 Photoshop PDF。

2. 指定文件名和位置，选择文件存储选项，然后单击“存储”。

3. 在“存储 Adobe PDF”对话框中，选择一种压缩方法。（请参阅了解文件压缩。）

4. 从“图像品质”菜单中选择选项。

5. 要查看 PDF 文件，请选择“存储后查看 PDF”，以启动 Adobe Acrobat 或 Adobe®
Reader（取决于您计算机上安装的应用程序）。

6. 单击“存储 PDF”。

如果您对 Acrobat Touchup 文件进行了更改，但打开该文件时没有反映出更改，请检查“存储文件”首选项对
话框。 选择“编辑”>“首选项”>“存储文件”，然后从“首次存储时”菜单中选择“存储并覆盖当前文件”。

用 PNG 格式存储文件

1.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文件”>“存储为”，然后从格式列表中选择 PNG。

2. 指定文件名和位置，选择文件存储选项，然后单击“存储”。

3. 在“PNG 选项”对话框中，选择“交错”选项，并单击“确定”。

仅当图像全部下载完毕后才在 Web 浏览器中显示图像。

在将整个图像文件下载到浏览器的同时显示低分辨率版本的图像。“交错”可使下载时
间感觉更短，并使浏览者确信正在进行下载。但是，“交错”也会增加文件大小。

用 TIFF 格式存储文件

1.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文件”>“存储为”，然后从格式列表中选择 TIFF。

2. 指定文件名和位置，选择文件存储选项，然后单击“存储”。

3. 在“TIFF 选项”对话框中，选择选项：

图像压缩

指定压缩复合图像数据的方法。

像素顺序

选择“隔行”以便能够将照片添加到 Elements Organizer 中。

字节顺序

大多数最近的应用程序可以都使用 Mac 或 Windows 字节顺序读取文件。但是，如果您不
知道文件可能在哪种程序中打开，则可以选择用来读取文件的平台。

存储图像金字塔

保留多分辨率信息。Photoshop Elements 不提供用于打开多分辨率文件的选项；图像在文
件内以最高分辨率打开。 但是，Adobe InDesign® 和一些图像服务器提供对打开多分辨率
格式的支持。

存储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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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页首

RLE（行程长度编码）

LZW (Lemple-Zif-Welch)

JPEG

CCITT

ZIP

转到页首

首次存储时

图像预览

文件扩展名

存储至原始文件夹

忽略相机数据 (EXIF) 配置文件

在其他应用程序中打开文件时，将透明度保留为附加 Alpha 通道。（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重新打开文件时，始终保留透明度。）

图层压缩

指定压缩图层像素数据（与复合数据相反）的方法。

许多应用程序无法读取图层数据，因此在打开 TIFF 文件时将跳过该数据。Photoshop
Elements 可读取 TIFF 文件中的图层数据。 尽管包含图层数据的文件比不包含该数据的文
件大，但存储图层数据可以不必另外存储和管理一个单独的 PSD 文件来存储图层数据。

了解文件压缩

很多图像文件格式都压缩图像数据以减少文件大小。无损压缩可以保留所有图像数据而不会删除细节；有损压缩
会删除图像数据，并丢失一些细节。

下面是常用的压缩方法：

无损压缩技术，可压缩具有多个图层的图像的每个图层中包含的透明部分。

无损压缩，在压缩包含大面积纯色区域的图像时可以提供最佳结果。

有损压缩，在压缩图像时可以提供最佳结果。

用于黑白图像的无损压缩技术系列。

无损压缩技术，在压缩包含大面积纯色区域的图像时非常有效。

设置文件存储首选项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编辑”>“首选项”>“存储文件”，并设置以下选项：

使您能够控制存储文件的方式：

在您首次编辑并存储原始文件时，“若为原稿则询问”（默认值）会打开“存储为”对话框。
所有的后续存储都会覆盖以前的版本。如果您在“编辑”工作区中打开已编辑的副本（从
Elements Organizer 中），则第一次保存以及所有后续保存都会覆盖先前的版本。
在您首次编辑并存储原始文件时，“始终询问”会打开“存储为”对话框。所有的后续存储都
会覆盖以前的版本。如果您在“编辑”工作区中打开已编辑的副本（从 Elements
Organizer 中），则第一次保存会打开“另存为”对话框。
“存储并覆盖当前文件”不会打开“存储为”对话框。第一次存储将覆盖原始文件。

存储带有预览图像的文件。选择“总不存储”以存储文件而不带预览，选择“总是存
储”与指定的预览一起存储文件，或选择“存储时提问”基于每个文件指定预览。

指定文件扩展名的选项，文件扩展名表示文件格式，它包含三个字符： 选择“使
用大写”或“使用小写”，前者使用大写字符追加文件扩展名，后者使用小写字符追加文件扩展
名。一般情况下，建议将此选项设置为“使用小写”。

指定默认情况下在“存储为”对话框中打开的文件夹位置。如果清除此选
项，“另存为”对话框将总是打开您上次保存文件的文件夹。 如果选定此选项，“另存为”对话
框将总是打开您上次打开文件的文件夹。 在“首选项”>“保存文件”中可用。

选择此选项以自动扔掉数码相机使用的任何颜色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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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最大兼容 PSD 文件

注意:

近期文件列表包含: _ 个文件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使用的颜色配置文件与图像一起存储。

将复合图像以分层的 Photoshop 文件的形式存储，以便该图像可以由
多种应用程序导入或打开。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选择“从不”以跳过此步骤
选择“总是”以自动存储复合图像
如果您希望在每次存储文件时都获得提示，则选择“询问”。

如果设置为询问，将会显示一个对话框，提示您确认最大化 PSD 兼容性。 对话框包
含“不再显示”复选框。如果选定，则此确认对话框将不会再显示，最大 PSD 文件兼容性首选
项将被设置为“总是”。

指定“文件”>“打开最近编辑过的文件”子菜单中可以有多少个文
件。输入 0 到 30 之间的一个值。默认值为 10。

Adobe 还推荐下列文章
使用存储为 Web 所用格式对话框

处理多个文件

优化 Web 的文件格式

关于透明度和杂边的 Web 图像

关于 JPEG 格式

优化 Web 的文件格式

关于 GIF 格式

将图像转换成索引颜色

关于 PNG-8 格式

关于 PNG-24 格式

关于版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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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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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础知识

  Twitter™ 和 Facebook 帖子不在 Creative Commons 条款所涵盖的范围内。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政策

注意：

使用 Elements Organizer 和 Photoshop Elements 可以方便快捷地获得创意照片。您可以使用您的照片创建相册、贺卡、日历、拼贴画和 CD/DVD 外
套，以及其他项目。您可以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完成部分项目。对于其他项目，您可以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选择要使用的照片，然后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完成项目。

单击“创建”以查看项目列表，它将指导您完成通过专门设计的模板来创建您个人独特的项目这一整个流程。完成项目后，您可以将其联机共享，在家庭
计算机上打印或通过专业打印服务进行打印。

您的项目会显示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已在本地硬盘驱动器上创建包含每个项目的文档或网页文件的项目文件及相关子文件夹。要保持这些项目
文件、子文件夹和页面文件之间的链接，请勿使用资源管理器 (Windows) 或 Finder (Mac) 移动它们。请使用 Elements Organizer 中的“移动”命令。

您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共享项目。 例如，您可以刻录幻灯片到 CD 上。 还可以通过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联机服务对项目进行专业打印。

Photoshop Elements 早期版本的项目可能无法在当前版本中打开。 您可能必须使用早期版本打开某些项目。

Elements Organizer 项目概述

创建幻灯片（仅限 Windows）

使用联机服务共享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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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照片项目

返回页首

注意：

注意：

返回页首

大小

主题

用选定的图像自动填充

返回页首

关于照片项目

设置照片项目选项

照片项目的类型

关于幻灯片放映

制作照片拼贴画、标签、CD 和 DVD 封套

关于照片项目

照片项目包括相册、照片日历、照片拼贴画、贺卡以及 CD/DVD 外套和标签。 Photoshop Elements 窗口右上角的“创建”按钮，列出了 Photoshop
Elements 中可用的照片项目。

注意：相册是为联机打印专门设计的。 可以在本地打印相册，但展开的每一面都被视为单独的一页。

照片项目以照片项目格式 (.pse) 保存。 与通常的图像格式要求单独打开和编辑每张图像不同，PSE 格式可以打印多达 30 页。

由于多页文件可能非常大，建议使用至少具有 1 GB RAM 的计算机以便获得最佳性能。

在开始照片项目时，可指定大小、打印选项（本地或通过服务提供商）以及项目类型的主题。例如，与“照片拼贴画”模板相比，CD 封套模板有不同的
尺寸选项。 然而，两者都提供与大多数项目相同的版面和主题选项。此时，还可指定是否使用“用选定的图像自动填充”和“页数”选项（如果适用）。

指定这些重要选项后，将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照片项目。应用程序右下方的页面、版面和图形按钮允许您添加或修改相框、背景和图层样
式。例如，您可以使用“图形”选项卡给相册的每个页面应用独特的背景，而不是默认背景。

完成项目之后，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共享。例如，可打印或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贺卡或照片拼贴画（从 Elements Organizer）。如果在您的区域中
可用，也可以使用联机服务专业打印您的项目。

如果照片项目丢失文件，则项目将能保存但无法打印。

设置照片项目选项

“创建”下拉列表是制作新照片项目的起始点。在选择照片项目（即相册）时，可指定大小、打印选项和主题。各打印选项仅支持有限数量的大小。您也
可以选择“用选定的图像自动填充”，以便一次性添加“照片箱”中已打开的所有图像，而不用在稍后手动添加。

例如，如果单击“创建”选项卡中的“照片拼贴画”，照片项目对话框将会提供以下选项：

提供每个项目的预设页面大小。选定的大小会成为该项目中所有页的默认大小。每个项目类型提供不同的大小选项。例如，贺卡模板大小小于影
集模板大小。

提供各种预设设计以使用预设相框和背景来完善您的图像。所选的主题和相框将成为项目中所有页面的默认值，但以后可以在“版面”和“图形”面
板中对其进行修改。例如，可能希望对剪贴簿的每一页面应用不同的背景。

将所选图像按其在照片箱中排列的顺序自动放入项目中。 可以选择已打开的文件、影集或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选定的文
件，以自动填充项目。还可打开“照片箱”中的图像并通过“照片箱”上下文菜单选项稍后对项目进行自动填充。要按照特定顺序排列图像，请在启动项目
之前在照片箱中重新排列图像。 要稍后重新排列图像，请从照片箱中拖动，或直接从其文件夹位置添加。

照片项目类型

关于照片拼贴画
使用照片拼贴画，您可以创建大型图片项目，如照片拼贴画或独特的照片打印。您可以使用家庭打印机打印照片拼贴画、在线订购、将其存储到您的
硬盘驱动器中或用电子邮件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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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拼贴画示例

关于贺卡
贺卡使您可以向图像添加各种版面和设计，并允许在一个页面上添加多达 22 张照片。您可以使用家庭打印机打印贺卡、将其存储到您的硬盘驱动器中
或用电子邮件发送。可通过部分地区的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联机服务联机定购贺卡。

照片贺卡示例

关于 CD 和 DVD 封套
Photoshop Elements 允许您为 CD 或 DVD 盒创建光盘封套（封皮）。您可以使用家庭打印机打印、将其存储到您的硬盘驱动器中或以 PDF 格式在
电子邮件中发送。

CD 和 DVD 封套示例

关于 CD 和 DVD 标签
Photoshop Elements 允许您创建 CD 和 DVD 的粘性光盘标签，或创建用于可使用喷墨打印机打印的 CD 和 DVD 标签。 您可以使用家庭打印机打
印、将其存储到您的硬盘驱动器中或以 PDF 格式在电子邮件中发送。

CD 和 DVD 标签示例

关于幻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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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是一种有趣的共享媒体文件的方式。借助 Photoshop Elements，可以自定义带有音乐剪辑、剪贴画、文本、甚至语音旁白的幻灯片。在幻灯片
中不显示 PDF 格式的图像。

您完成幻灯片之后，有几种方式进行分享。

Mac OS 中不提供“幻灯片”选项。

有关幻灯片的视频，请参阅www.adobe.com/go/lrvid913_pse_cn

制作照片拼贴画、标签、CD 和 DVD 封套
有关照片拼贴画的视频，请参阅 www.adobe.com/go/lrvid910_pse_cn。

1. 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选择要在项目中使用的照片。或者，如果希望在创建它之后添加照片，请打开 Photoshop
Elements。

2. 单击“创建”按钮，并从出现的下拉菜单中选择您想创建的项目。

3. 选择大小和主题。
4. 选择“用选定的图像自动填充”。
5. 单击“确定”。

项目打开，您可以通过“创建”面板中的“页面”、“版面”和“图形”选项卡修改设计。

6. 向照片项目中添加照片（如果尚未添加）。

7. 单击“高级模式”或“基本模式”，设置您想查看和修改的工作照片的模式。 您可以执行基本操作如在基本模式中添加文本、在高级模
式中润饰图像和页面。

8. 在任务栏中，单击“保存”，或选择“文件”>“存储”。默认情况下，项目存储在“我的图片”文件夹中，尽管可以将项目存储到其他位
置。

9. 默认情况下，“包含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处于选中状态，该选项会将该项目放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如果不希望将该项
目置于 Elements Organizer 中，请取消选择此选项。

10. 键入文件名，并单击“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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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贺卡

返回页首

注：

页面

版面

图形

注：

贺卡使您可以向图像添加各种版面和设计，并允许在一个页面上添加多达 22 张照片。您可以使用家庭打印机打印贺卡、将贺卡保存到硬盘上或者通过
电子邮件发送。

您也可以通过Shutterfly，在 Photoshop Element 中订购在线打印照片。在某些地区，您也可以通过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在线服务在线订购贺
卡。

 
照片贺卡示例

要观看关于贺卡的视频，请访问 www.adobe.com/go/lrvid912_pse_cn。

创建贺卡

1. 单击“创建”，并且从列表中选择“贺卡”。

2. 选择合适的大小和主题

“大小”面板将显示适用于联机服务的选项。您可以打印使用在线模板创建的贺卡，但是，如果您使用了本地打印模板，则不
能进行在线订购。

3. 选择“用选定的图像自动填充”以添加已经在“照片箱”中打开的所有照片。

4. 单击“确定”。

Photoshop Elements 创建贺卡并在“创建”面板中显示“页面”、“版面”、“图稿”、“文本”选项卡。

5. 使用以下选项调整创意设计并将其添加到您的贺卡：

选择一个页面缩略图并在编辑工作区中打开。

双击一个版面进行应用。或拖放一个版面进行应用。

选择背景、相框和图形。双击或拖放图片来添加它。

6. 使用“移动”工具和“选择”工具修改贺卡。单击“高级模式”以访问“完整编辑”选项。

7.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单击“打印”。如果卡片版面可以本地打印，请指定此选项，然后单击“打印”。

单击“订购”。根据屏幕上的说明创建和订购贺卡。

您需要注册成为 Shutterfly 会员才能使用他们的服务。某些卡片（如折叠版面）仅可在美国/加拿大和日本本地打印。

8. 单击“保存”以保存所创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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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

页面

版面

图形

注意：

注意：

相册使您可以向图像添加各种版面和设计。可以在家庭打印机上打印相册、通过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联机服务订购相册、将其存储到硬盘驱
动器以及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可以使用 Shutterfly 上载照片、创建相册并进行打印。还可以使用 Shutterfly 订购数字剪贴簿。

申请成为 Shutterfly 会员以使用其服务。联机服务是否可用取决于您所处的位置。例如，Shutterfly 仅在美国和加拿大可用。 某些选项在亚
洲、欧洲和北美地区也有所不同。

创建相册

1. 选择您要添加到 Elements Organizer 的相册中的图像或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这些图像。单击“创建”，然后选择“相
册”。

2. 选择适当的大小和主题。

“大小”面板将显示适用于各种联机服务的选项。

3. 选择“用选定的图像自动填充”以添加已经在“照片箱”中打开的所有照片。

4. 指定相册中的页数。

Photoshop Elements 支持不同的页范围，具体视您选择的打印方式而异。例如，本地打印的相册范围是 2 到 78 页。最
大和最小页数亦根据地区不同而异。

5. 单击“确定”。

Photoshop Elements 创建相册并在“创建”面板中显示“页面”、“版面”、“图形”选项卡。

6. 使用以下选项进行微调并给您的相册添加创意设计：

在“页面”面板中拖放页面以在相册中重新排列页面或添加更多的页面。

双击一个版面进行应用。或拖放一个版面进行应用。

选择背景、相框和图形。双击或拖放图形，以将其添加到现有图形。

7. 单击“高级模式”以访问所有专家模式选项。

在高级模式中，Photoshop Elements 将分辨率从 72 PPI 更改为 220 PPI。不能在“高级模式”下调整新建相册的大小。

8. 根据您是使用打印机或在线服务，单击“打印”或“订购”。

Photoshop Elements 将以 220 PPI 分辨率打印页面。

9. 按照所有其他屏幕说明进行操作，然后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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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照片项目

返回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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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页首

返回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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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照片项目编辑

添加图像到照片项目

在“快速”模式中编辑照片
将新页面添加到照片项目 [仅相册]
在照片项目中调整照片位置或大小

在照片项目中替换或删除照片

在照片项目中旋转照片

在 Photoshop 中编辑照片项目的页面

关于照片项目编辑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可以修改照片拼贴画、贺卡以及 CD/DVD 光盘封套和标签。“创建”面板允许您向项目添加各种相框、纹理、背景和图形
以及应用文本效果。还可调整图像大小、旋转图像和移动图像。

向照片项目中添加图像

您可以将图像添加到照片项目中，然后重新安排、修改或替换图像。

Photoshop Elements 会将项目中的所有图像添加到默认目录。

照片项目（作品）将被保存为 .pse 文件。当您保存照片项目时，Photoshop Elements 会保存已添加到项目中的所有未保存的图
像。Photoshop Elements 会在相同位置将图像另存为原始图像的副本。

注意：如果位置无法写入，Photoshop Elements 会将图像保存到 %My Documents%Adobe\Photo Creations。

如果重新放置相册中所使用的图像，相册中将会显示丢失的文件图标而不是图像。单击“?”可重新导入图像在“管理器”工作区中标记或重新连接所有丢
失的文件。重新连接文件后，先关闭项目再重新打开。

要添加照片到项目，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单击空照片占位符，然后选择照片，或右键单击现有的照片，然后单击“替换照片”。
把照片拖到空照片占位符。

选择“文件”>“打开”。选择要添加的照片。如果未看到图像，请导航到图像所处的位置，然后单击“打开”，这会将其置入照片箱中。
从照片箱中拖放照片到您的照片项目。

在“快速”模式下编辑照片

1. 右键单击照片并且选择“快速编辑”。

2. 使用右侧的控件修改图像。

3. 单击“返回创建”以返回到“创建”面板。

向照片项目中添加新页面 [仅相册]

1. 在“页面”面板中，选择在新页面之前的页面。

2. 在页面面板的顶部，单击“添加页面”面板以在当前页面之后添加新页面。

调整照片项目中照片的位置或大小

1. 要一起调整照片和相框，请单击该照片。要调整相框中的照片，请双击该照片。

将出现显示照片边缘的定界框，即使边缘被相框遮盖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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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调整照片的位置，请单击定界框中的任意位置并拖动照片。

要改变照片的尺寸，请拖动出现在选择的图像上方的滑块。 或者，将移动工具置于角上、顶部、底部或侧面；当出现对角双
箭头  时，拖动它。

3. 调整相框内的照片位置或大小之后，完成时单击“提交”按钮 ，或单击“取消”按钮 。

调整照片的尺寸
A.拖动照片的一角进行大小调整B.移动进行大小调整的滑块C.相框外部的区域被隐藏 

替换或删除照片项目中的照片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双击照片，然后单击 

将新照片从照片箱拖动到照片占位符上。

要替换页面上的照片，请右键单击并选择“替换照片”。

要从页面中删除（清除）照片，请右键单击并选择“清除照片”。

旋转照片项目中的照片

1. 要一起旋转照片和相框，请单击该照片。要旋转相框中的照片，请双击该照片。
2.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单击定界框中的任意位置，此时将在选区的下面出现一个圆形。将光标置于圆形之上。出现弯曲的四向箭头  时，拖动轨迹
球手柄可旋转图像。

将移动工具置于角之上。出现弯曲的双向箭头  时，拖动它可旋转照片。光标距离角越远，进行更准确更改所需的控件就越
多。

双击照片，然后单击滑块旁边的旋转按钮（仅以 90° 增量旋转）。

3. 完成后，请单击“提交”按钮  或“取消”按钮 。

在 Photoshop 中编辑照片项目页面
如果您的 Adobe® Photoshop® 和 Photoshop Elements 安装在同一计算机上，您可以将 JPEG、GIF 以及单个页面的照片发送到 Photoshop。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选择“编辑”>“使用 Photoshop 编辑”。 Photoshop 不支持多页 PSE 文件格式，因此它无法编辑整个照片项目。但
是，Photoshop 可以编辑照片项目的各个页面，这些单个页面是单页 PSD 格式的。

Photoshop 对照片项目页面的许多方面提供直接控制，包括直接编辑照片图层（在 Photoshop 中称为智能对象）和相框。这些功能仅限于
Photoshop Elements 以保留其简便、自动图像编辑的工作流程。

1. 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右键单击照片项目。

2. 选择“显示文件信息”。

3. 在“常规”区域，单击项目路径旁边的“位置”连接。

4. 查找并打开与 PSE 文件具有相同名称的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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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5. 右键单击要编辑页面的 PSD 文件，选择“打开方式”>“Adobe Photoshop”。

6. 在 Photoshop 中，进行更改，然后选择“文件”>“存储”。当 Photoshop 询问是否要替换现有文件时，单击“是”。

请勿重新排序或重命名 PSD 文件中的图层。那样做可能会妨碍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自动编辑功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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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照片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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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页面

版面

图形

为本地打印创建照片日历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单击“创建”并选择“照片日历”（或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单击“创建”下拉菜单，然后选择“照片日
历”）。

2. 选择起始月份和年份。
3. 选择适当的大小和主题。

“大小”面板将显示适用于联机服务的选项。

4. 选择“使用所选图像自动填充”以添加已经在“照片箱”中打开或选定的所有照片。

5. 单击“确定”。

Photoshop Elements 可创建照片日历，并显示“页面”、“布局”和“图形”面板。

6. 使用以下选项进行微调并给您的照片日历添加创意设计：

在页面之间移动，并选择要查看和修改的页面。

双击一个版面以进行应用，或是简单地在页面上拖放版面。

选择背景、相框和图形。

7. 单击“切换到高级模式”以访问专家模式中的可用选项。

8. 单击“打印”。

9. 单击“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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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Facebook 个人资料和封面图片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3 中推出

转到页首

注意:

Facebook 封面项目示例

Facebook 封面照片 - 单张照片主题

Facebook 封面照片 - 多张照片主题

创建 Facebook 封面和个人资料照片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创建”菜单允许您在不同类型的项目中创造性地使用您的照片。Photoshop Elements
13 为您提供了创建 Facebook 封面的选项。

创建 Facebook 封面图像的选项在某些地区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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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菜单中创建 Facebook 封面照片的选项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3 Editor 中，单击“创建”，然后单击 Facebook 封面。

2. 在 Facebook 封面对话框中，选择一个主题。使用“主题类别”选择器帮助选择可用主题。

“单张照片”主题：可以使用一张照片来帮助您创建封面照片和个人资料照片之间的交
互

多照片主题：可以使用多张照片创建简单的图片拼贴效果。

 

3. 当您选择了主题后，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使用您自己的图像替换默认图像。

使用“图形”面板添加背景、边框和图形等元素。
右键单击图像边框内的区域，然后单击“快速编辑”来编辑图像。

在 Facebook 封面项目中，右键单击图像可查看可供您修改的所有选项。

4. （可选）在 Facebook 封面窗口的左上角，单击“高级模式”可手动修改创作的各个组件。现
在将显示“图层”面板，用于进一步修改。

“基本”模式包含背景帧和图形的有限集合。但是，在“高级”模式中我们可以使用
Photoshop Elements 13 Editor 中可用的所有背景、边框和图形。

5.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完成后，单击“上传”并按照说明将创作上传到您的 Facebook 帐户。根据选择的主题，
系统将询问您是否要更改封面照片和/或个人资料照片。第一次执行此操作时，您会看到
额外的对话框，供 Facebook 授权 Photoshop Elements 发布图像。
如果您希望以后继续，请单击“保存”并存储文件，以便今后处理。
要放弃更改并重新开始，请单击“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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