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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教程

学习 Photoshop Elements 视频教程
Adobe TV（2013 年 1 月 16 日）
文章
通过产品专家编写的快速入门和新增功能教程学习 Photoshop Elements 11 的基础知识。

此页面链接的部分内容可能仅以英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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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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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识别移动
自动智能色调
增强的快速编辑模式（边框、纹理和效果）
贺卡打印 | 美国、加拿大和日本
新的导向编辑
内容识别可用于填充拉直照片边缘
宠物眼效果去除
从 Editor 中打印和共享照片
Editor 中的 Revel 影集
在 Camera Raw 中打开

内容识别移动

 

您现在可以重定位照片中的对象，并使用智能内容识别填充自动填充背景。除了使用修复画笔去除内容外，还可以选择照片中的对象并将其移到其他
位置。

有关更多信息和视频，请参阅关于如何 移动和重定位对象的文章。

自动智能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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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修改照片的色调值。允许 Photoshop Elements 基于其独特的算法（也是从您之前的操作中学习）提出建议。您也可以在照片上来回移动自动智能
色调工具(“增强”>“自动智能色调”）控件，以查看应用于照片的不同色调值的效果。

有关更多信息和视频，请参阅自动智能色调工具的文章。

增强的快速编辑模式（边框、纹理和效果）

 

即使不是资深 Photoshop 用户也可应用边框、效果和纹理。 拍摄任意照片并将其转换为艺术品。边框、效果和纹理这三个点缀都可以在快速模式中找
到。

有关更多信息和视频教程，请参阅增强的快速模式的文章。

贺卡打印 | 美国、加拿大和日本

Photoshop Elements 的之前版本，可折叠卡片版面仅可联机订购（使用连接服务如 Shutterfly）。使用 Photoshop Elements 12，您可以使用本地可
用打印机打印可折叠贺卡。

在本地打印机上打印可折叠贺卡的功能仅限美国、加拿大和日本。

新导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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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考虑按导向编辑的逐步说明，来完成复杂外观效果，只需几个选择及单击鼠标操作即可。在 Photoshop Elements 12 中，新增了 3 个导向编
辑。

缩放迸发导向编辑

 

缩放迸发导向编辑模拟手动拍摄的技术，在打开快门的同时放大对象。

有关如何应用此效果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缩放迸发导向效果部分。

拼图效果导向编辑

 

拼图效果导向编辑模拟照片如同拼图一般的拼接效果。您可以选择此选项以确定各个拼图块的大小。移掉一些拼板使效果看起来更加逼真。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拼图效果导向编辑部分。

恢复老照片导向编辑

 

恢复老照片导向编辑可以在一个位置使用所有工具润色照片。在此导向编辑中可使用这些工具，它们都是专业润色人员常用的工具，便于您使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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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微地调控操作。使用导向编辑的工具可以去除污点、修复缺陷并恢复您的老照片。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恢复老照片导向编辑部分。

对拉直的照片边缘进行内容识别填充

 

当您在照片时执行拉直时，当照片的内容旋转时，则会沿照片边缘产生缝隙。当您选择保留照片的原始大小，或者增大/缩小照片，并同时保留背景为
透明像素时，会产生此情况。

当您在“拉直工具”中选择“自动填充”边缘选项，内容识别技术自动使用相关的图像数据智能填充缝隙。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如何自动填充空白边缘同时拉直图像部分。

宠物眼效果去除

 

从您的宠物照片上去除可怕的宠物眼效果。相机的闪光灯是造成宠物眼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在室内给宠物拍照或在弱光条件下不打开闪光灯
拍摄，不应成为您的选择。请使用红眼去除工具中的可用宠物眼选项，以制作更为逼真的宠物眼。

有关更多和视频，请参阅去除宠物眼效果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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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ditor 中打印和共享照片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2 中，您可以使用 Editor 轻松快速地联机共享和打印照片。 您可以使用联机共享的社交网站有
Revel、Flickr、Twitter、Smugmug 或 Facebook。可以使用打印照片和作品的服务提供商有 Shutterfly、Costco、Photoworld 等。

联机共享和打印服务可用，但是，取决于您所在的位置。有关服务和可用性的说明，请参阅有关如何联机打印和共享照片的文章。

Editor 中的 Revel 影集

与 Revel 联机服务集成也扩展到 Photoshop Elements Editor。使用“照片箱”下拉菜单，您可以访问 Editor 中的任何 Revel 照片。不过，只能从
Organizer 登录 Revel 服务。Editor 中的一些重要功能：

如果您登录到 Revel（通过 Organizer），那么您的所有 Revel 文件夹都将在 Editor 中显示（在“照片箱”下拉菜单中）
在 Organizer 中已下载基于 Revel 影集的照片，且在 Editor 中可用（在“照片箱”下拉菜单中）
Organizer 中显示文件夹（从文件夹选择照片的选项）的任何对话框均可用，并将显示基于 Revel 的文件夹和下载的照片。例如，在 Editor 的“打
印”对话框，通过单击 + 按钮可以从您的 Revel 影集中添加照片。
您在 Revel 照片中所做的任何更改或创建的 Revel 照片的版本，会自动同步到您的联机 Revel 帐户。 在您的计算机上运行的 Revel 代理程序持
续监控基于 Revel 的文件夹并始终保持其同步。
通过其他应用程序对联机 Revel 照片所做的任何更改将会通过 Photoshop Elements Organizer 自动更新到您的计算机上。

在 Camera Raw 中打开

此“打开”菜单项已替换为 Camera Raw 选项中的“打开”。您现在可以直接在 Adobe Camera Raw 对话框中打开您的文件并进行处理，之后可以在
Photoshop Elements Editor 中进一步处理。可以使用 ACR 对话框打开的文件类型有：

Photoshop,
相机原始数据,
JPEG,以及,
T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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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区和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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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的快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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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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基本照片修复工具，可快速修复照片曝光、颜色、锐化和其他元素。在 Photoshop Elements 12 中要校正照片，您还可以将
照片变换为看起来更专业的艺术对象。三个新面板 - 效果、纹理以及边框，这三个面板现在可用。

 

这些面板置于调整面板旁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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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个可用效果可以应用效果预设从而转换您的照片。提供的效果可单击缩略图为实时预览，可以了解应用到图像上的效果，并非真正应用到图像上。
效果范围从黑白效果到老照片外观再到交叉处理预设。效果应用到带图层蒙版的新图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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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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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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纹理应用到带图层蒙版的新图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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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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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移动或编号图像和边框。使用移动工具并双击边框即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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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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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面板 - 效果、纹理和边框均可用，除调整面板之外。单击任意面板的图标。

3. 面板栏显示打开图像的十个实时预览缩略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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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稍后各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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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rs, grids, and gu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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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rulers, grids, and guides
Change the rulers’ zero origin and settings
Change the guides and grid settings

About rulers, grids, and guides
In Expert mode, rulers, grids, and guides help you position items (such as selections, layers, and shapes) precisely across the width or length of
an image. In Quick mode, only grids are available.

When visible, rulers appear along the top and left side of the active window. Markers in the ruler display the pointer’s position when you move it.
Changing the ruler origin (the 0, 0 mark on the top and left rulers) lets you measure from a specific point on the image. The ruler origin also
determines the grid’s point of origin.

Use the View menu to show or hide the rulers (Expert mode only), the grid, or the guide. The View menu also helps you to enable or disable the
snapping of items to the grid or guide.

Change the rulers’ zero origin and settings
 In Expert mode,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change the rulers’ zero origin, position the pointer over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rulers in the upper-left corner of the window, and drag
diagonally down onto the image. A set of cross hairs appears, marking the new origin on the rulers. The new zero origin will be set where
you release the mouse button.

注: To reset the ruler origin to its default value, double-click the upper-left corner of the rulers.

Dragging to create a new ruler origin.

To change the rulers’ settings, double-click a ruler, or choose Edit > Preferences > Units & Rulers. For Rulers, choose a unit of
measurement. Click OK.

注: Changing the units on the Info panel automatically changes the units on the rulers.

Change the guides and grid settings
1. Choose Edit > Preferences > Guides & Grid.
2. Under the Guides or Grids area:

Choose a preset color, or click the color swatch to choose a custom color.

Choose the line style for the grid. Choose Lines for solid lines, or choose Dashed lines or Dots for broken lines.

3. For Gridline Every, enter a number value, and then choose the unit of measurement to define the spacing of major grid lines.
4. For Subdivisions, enter a number value to define the frequency of minor grid lines, and click OK.

更多帮助主题

Change the size of the canvas

Change print dimensions and resolution without resam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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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区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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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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

单击“管理器”可导入、标记或管理照片。单击“照片编辑器”可增强图像或添加特殊效果。

单击欢迎屏幕右上角的“关闭”按钮 (X)，以关闭欢迎屏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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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设置图标（靠近“关闭”按钮）以选择您在开始时启动什么应用程序。 从“启动时始终打开”下拉列表选择选项的一种，然后单击“完成”：

欢迎屏幕

管理器

照片编辑器

 
Photoshop Elements 12 欢迎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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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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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栏

模式选择器

工具箱

面板箱

照片箱/工具选项

任务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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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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活动”选项卡 B.“活动”选项卡 C.“活动图像”区域 D.菜单栏 E.选项栏 F.工具箱 G.工具选项栏/照片箱 H.任务栏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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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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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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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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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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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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重做和取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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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默认首选项
重新显示被禁用的警告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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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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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关闭并重新打开文档，则会从面板中清除上一工作会话中的所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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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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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页首

注意：

返回页首

注意：

返回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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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存非常有用，特别是当您收到 Photoshop Elements 内存不足的警告时。

清除“历史记录”面板的操作是无法还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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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除“历史记录”面板或剪贴板的操作是无法还原的。

恢复默认首选项

首选项设置可以控制 Photoshop Elements 如何显示图像、光标和透明度，如何存储文件，以及如何使用增效工具和暂存盘等。如果应用程序出现异
常，则首选项文件可能已损坏。您可以将所有首选项恢复到默认设置。

删除首选项文件是无法还原的操作。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Photoshop Elements 启动后立即按住 Alt+Control+Shift （Mac：Option+Command+Shift）。 单击“是”删除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设置
文件。

转到“编辑”>“首选项”（Mac：“Photoshop Elements”>“首选项”>“常规”），单击下一个启动按钮的“重置”首选项，然后单击“确定”。 当您重新启动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后，所有首选项都将重置为默认设置。

在您下次启动 Photoshop Elements 时将创建新的首选项文件。有关特定首选项的信息，请在“帮助”中搜索该首选项的名称。

重新显示停用的警告信息

在某些情况下，会显示包含警告或提示的信息。通过选择信息中的“不再显示”选项，您可以禁止显示这些信息。您也可以在一段时间后重置禁用的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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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复位所有警告对话框”并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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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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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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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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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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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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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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的使用
“专家”模式中的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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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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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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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作区

自定义工作区

注意：

输入值的不同方式 
A.刻度盘 B.单击可打开窗口 C.文本框 D.菜单箭头 E.短小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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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所选面板（图层、效果、图形或收藏夹）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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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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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展开或折叠面板箱中的面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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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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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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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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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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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使打开的图像成为最前面的图像，请双击缩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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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鼠标右键单击缩览图，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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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置样式箱。 重置样式箱图像，同时执行 Photomerge 样式匹配（“增强”>“Photomerge”>“Photomerge 样式匹配”）。
显示网格。在照片箱中的图像周围显示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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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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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暂存盘
更改暂存盘
关于增效工具模块
安装增效工具模块
选择另外一个增效工具文件夹
仅加载默认增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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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阵列非常适合于专用暂存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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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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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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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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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面链接的部分内容可能仅以英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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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a new blank file
Open a file
Open a PDF file
Place a PDF file in a new layer
Process multiple files
Close a file

Create a new blank file
You may want to create a web graphic, banner, or company logo and letterhead, in which case you need to start from a new blank file.

1. Choose File > New > Blank File.
2. Enter options for the new image and click OK.

Name Names the new image file.

Preset Provides options for setting the width, height, and resolution of images that you intend to print or to view on-screen. Select Clipboard
to use the size and resolution of data that you copied to the clipboard. You can also base a new image on the size and resolution of any
open image by choosing its name from the bottom of the Preset menu.

Size Choose from a list of standard sizes available for the selected preset.

Width, Height, and Resolution Sets these options individually. The default values are based on the last image you created, unless you’ve
copied data to the clipboard.

Color Mode Sets an image to RGB color, grayscale, or bitmap (1-bit mode).

Background Contents Sets the color of the image Background layer. White is the default. Select Background Color to use the current
background color (shown in the toolbox). Select Transparent to make the default layer transparent, with no color values—the new image will
have a Layer 1 instead of a Background layer.

You can also right-click the background of an image to choose a background color (gray, black, or a custom color).

Open a file
You can open and import images in various file formats. The available formats appear in the Open dialog box, the Open As dialog box, and the
Import submenu.

To open a file from Elements Organizer, select it, click Editor in the task bar.

1.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Choose File > Open. Locate and select the file you want to open. If the file does not appear, choose All Formats from the Files Of Type
menu. Click Open.

Click the Open drop-down (above the tool box). The Open drop-down is a list of recently opened files.

Drag an image from a folder on your computer or storage device, and drop it in the Editor.

2. In the dialog box that appears, set format-specific options, and continue opening the file.

There may be instances when Photoshop Elements cannot determine the correct format of a file. For example, transferring a file between
Mac OS® and Windows can cause the format to be mislabeled. In such cases, you must specify the correct format in which to open the file.

Open a recently edited file
 Choose File > Open Recently Edited File, and select a file from the submenu.
注: To specify the number of files that are available in the Open Recently Edited File submenu, choose Edit > Preferences > Saving Files, and
enter a number in the Recent File List Contains text box.

Specify the file format in which to open a file
 Choose File > Open As, and select the file you want to open. Then choose the desired format from the Open As menu, and click Open.
重要说明: If the file does not open, then the chosen format may not match the file’s true format, or the file may be damaged.

Open a PD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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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PDF) is a versatile file format that can represent both vector and bitmap data and can contain electronic document
search and navigation features. PDF is the primary format for Adobe® Acrobat®.

With the Import PDF dialog box, you can preview the pages and images in a multipage PDF file, then decide if you want to open them in the
Photoshop Editor. You can choose to import full pages (including text and graphics), or you can import just the images from a PDF file. If you
import only the images, the resolution, size, and color mode of the images remains unchanged. If you import pages, you can change the resolution
and color mode.

Importing pages from a PDF file

Each page is shown as a thumbnail. To increase the size, choose an option from the Thumbnail Size menu.

1. Choose File > Open.
2. Select a PDF file, and click Open. You can change which types of files are shown by selecting an option from the Files Of Type menu.
3. To import just the images from a PDF file, choose the Images option from the Select area, in the Import PDF dialog box. Select the image or

images you want to open. (To select multiple images, hold Ctrl (Windows) or Command (Mac OS) and click each image). If you do not want
to import pages, skip to step 5.

4. To import pages from a PDF file, choose the Pages option from the Select area in the Import PDF dialog box, and then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If the file contains multiple pages, select the page or pages you want to open, and click OK. (To select multiple pages, press Ctrl
(Windows) or Command (Mac OS) and click each page.)

Under Page Options, accept the existing name, or type a new filename in the Name box.

Select Anti-aliased to minimize the jagged edges as the image is rasterized (bitmapped).

Specify the Width and Height. Enable Constrain Proportions to avoid image distortion due to change in size.

For Resolution, accept the default (300 ppi) or type a new value. A higher resolution increases the file size.

Choose an option from the Mode menu (RGB to keep the photos in color, or Grayscale to automatically make them black and white). If
the file has an embedded ICC (International Color Consortium) profile, you can choose the profile from the menu.

5. Select Suppress Warnings to hide any error messages during the import process.
6. Click OK to open the file.

Place a PDF file in a new layer
You can place pages or images from PDF files into a new layer in an image. Because the placed artwork is rasterized (bitmapped), you cannot
edit text or vector data in placed artwork. The artwork is rasterized at the resolution of the file into which it is placed.

1. In Photoshop Elements, open the image into which you want to place the artwork.
2. Choose File > Place, select the file you want to place, and click Place.
3. If you are placing a PDF file that contains multiple pages, select the page you want to place from the provided dialog box, and click OK.

The placed artwork appears inside a bounding box at the center of the Photoshop Elements image. The artwork maintains its original aspect
ratio; however, if the artwork is larger than the Photoshop Elements image, it is resized to fit.

4. (Optional) Reposition the placed artwork by positioning the pointer inside the bounding box of the placed artwork and dragging.
5. (Optional) Scale the placed artwork by doing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Drag one of the handles at the corners or sides of the bounding box.

In the Tool Options bar, enter values for W and H to specify the width and height of the artwork. By default, these options represent
scale as a percentage. However, you can enter a different unit of measurement—in (inches), cm (centimeters), or px (pixels). To
constrain the proportions of the artwork, click the Constrain Proportions box. This option is on when the icon has a white background.

6. (Optional) Rotate the placed artwork by doing one of the following:

Position the pointer outside the bounding box of the placed artwork (the pointer turns into a curved arrow), and dr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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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Tool Options bar, click and drag the pointer in the Angle option.

7. (Optional) Skew the placed artwork by holding down Ctrl (Command in Mac OS) and dragging a side handle of the bounding box.
8. To blend edge pixels during rasterization, select the Anti-alias option. To produce a hard-edged transition between edge pixels during

rasterization, deselect the Anti-alias option.
9. To commit the placed artwork to a new layer, click Commit .

Process multiple files
The Process Multiple Files command applies settings to a folder of files. If you have a digital camera or a scanner with a document feeder, you can
also import and process multiple images. (Your scanner or digital camera’s software driver may need an acquire plug-in module that supports
these actions.)

When processing files, you can leave all the files open, close and save the changes to the original files, or save modified versions of the files to a
new location (leaving the originals unchanged). If you are saving the processed files to a new location, you may want to create a new folder for the
processed files before starting the batch.
注: The Process Multiple Files command does not work on multiple page files.

1. Choose File > Process Multiple Files.
2. Choose the files to process from the Process Files From pop-up menu:

Folder Processes files in a folder you specify. Click Browse to locate and select the folder.

Import Processes images from a digital camera or scanner.

Opened Files Processes all open files.

3. Select Include All Subfolders if you want to process files in subdirectories of the specified folder.
4. For Destination, click Browse and select a folder location for the processed files.
5. If you chose Folder as the destination, specify a file-naming convention and select file compatibility options for the processed files:

For Rename Files, select elements from the pop-up menus or enter text into the fields to be combined into the default names for all files.
The fields let you change the order and formatting of the components of the filename. You must include at least one field that is unique
for every file (for example, file name, serial number, or serial letter) to prevent files from overwriting each other. Starting Serial Number
specifies the starting number for any serial number fields. If you select Serial Letter from the pop-up menu, serial letter fields always start
with the letter “A” for the first file.

For Compatibility, choose Windows, Mac OS, and UNIX® to make filenames compatible with the Windows, Mac OS, and UNIX operating
systems.

6. Under Image Size, select Resize Images if you want each processed file resized to a uniform size. Then type in a width and height for the
photos, and choose an option from the Resolution menu. Select Constrain Proportions to keep the width and height proportional.

7. To apply an automatic adjustment to the images, select an option from the Quick Fix panel.
8. To attach a label to the images, choose an option from the Labels menu, then customize the text, text position, font, size, opacity, and color.

(To change the text color, click the color swatch and choose a new color from the Color Picker.)
注: The Watermark option enables you to add a permanent visual watermark to images.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is article.

9. Select Log Errors That Result From Processing Files to record each error in a file without stopping the process. If errors are logged to a file,
a message appears after processing. To review the error file, open with a text editor after the Batch command has run.

10. Click OK to process and save the files.

Close a file
1.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in Photoshop Elements:

Choose File > Close.

Choose File > Close All.

2. Choose whether or not to save the file:

Click Yes to save the file.

Click No to close the file without saving it.

Select the Apply to All option, to apply the current action to all the files that are being closed. For example, if you choose Apply to All
and click Yes to save the first file, all other open files are saved and then closed.

更多帮助主题

  Add a new blank slide

Importing your photographs and video into Elements Organ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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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file information (metadata)
When you take a photo with your digital camera, each image file includes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date and time the photo was taken, the shutter
speed and aperture, the specific camera model, and so on. All of this information is called metadata, and you can view it and add to it in the
Properties panel of the Elements Organizer and the File Info dialog box in the Photoshop Elements.

You can add file information, such as a title, keyword tags, and descriptions, to help identify your images as you manage and organize your
collection. As you edit your images, Photoshop Elements automatically keeps track of the file’s edit history and adds this information to the file’s
metadata.

In addition, opened images are automatically scanned for Digimarc watermarks. If a watermark is detected, Photoshop Elements displays a
copyright symbol in the image window’s title bar and includes the information in the Copyright Status, Copyright Notice, and Copyright Info URL
sections of the File Info dialog box.

You can add visual watermarks to images to indicate them as your own work. Visual watermarks are not tracked in file information. For information
about how to create visual watermarks, see the following articles:

Adding permanent watermarks to a batch of photos

Create a watermark using text layering

Create a watermark brush

For a video about creating a watermark, see www.adobe.com/go/lrvid927_pse_en.

View or add file information
The File Info dialog box displays camera data, caption, and copyright and authorship information that has been added to the file. Using this dialog
box, you can modify or add information to files saved in Photoshop Elements. The information you add is embedded in the file using XMP
(Extensible Metadata Platform). XMP provides Adobe applications and workflow partners with a common XML framework that standardizes the
creation, processing, and interchange of document metadata across publishing workflows. If you have metadata that you repeatedly enter for
different files, you can create metadata templates to expedite the adding of information to files.

You cannot edit the information displayed for the Camera Data metadata category.

重要说明: Tags added to a file in the Photo Browser appear as keywords in the File Info dialog box. Some file formats, such as PDF and BMP, do
not support tags as keywords.

1. With an image open, choose File > File Info. (You can also right-click a thumbnail in the Photo Bin and choose File Info.)
2. Click the Description tab on the top of the dialog box to display specific information. In Description, you can add or modify the document title,

author information, keywords, and copyright information. Type in the appropriate text boxes and click OK to embed the information. For
copyright status, choose from the Copyright Status drop-down list.

Use the Info panel
In the Expert mode, the Info panel displays file information about an image and shows the color value beneath the pointer. Depending on the tool
in use, the Info panel also provides other useful information.

Make sure the Info panel is visible in your work area if you want to view information while dragging in the image.

1. Choose Window > Info (F8) to display the Info panel.
2. Select a tool.
3. Move the pointer into the image, or drag within the image to use the tool.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may appear, depending on which tool

you’re using:

The numeric values for the color beneath the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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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x- and y-coordinates of the pointer.

The width (W) and height (H) of a marquee or shape as you drag, or the width and height of an active selection.

The x- and y-coordinates of your starting position (when you click in the image).

The change in position along the x-coordinate and y-coordinate as you move a selection, layer, or shape.

The angle (A) of a line or gradient, the change in angle as you move a selection, layer, or shape, or the angle of rotation during a
transformation. The change in distance (D) as you move a selection, layer, or shape.

The percentage of change in width (W) and height (H) as you scale a selection, layer, or shape.

The angle of horizontal skew (H) or vertical skew (V) as you skew a selection, layer, or shape.

Set color modes and units of measurement in the Info panel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change the mode of color values displayed, choose a color mode from the pop-up menu. You can also choose Panel Options from the
More menu in the Info panel, then choose a color mode for First Color Readout and/or Second Color Readout:

Grayscale Displays the grayscale values beneath the pointer.

RGB Color Displays the RGB (red, green, blue) values beneath the pointer.

Web Color Displays the hexadecimal code for the RGB values beneath the pointer.

HSB Color Displays the HSB (hue, saturation, brightness) values beneath the pointer.

To change the unit of measurement displayed, choose a unit of measurement from the pop-up menu. You can also choose Panel Options
from the More menu in the Info panel. Choose a unit of measurement from the Mouse Coordinates option, and click OK.

Display file information in the Info panel or status bar
You can change the information displayed in the Info panel or the status bar. (The leftmost section of the status bar, which is located at the bottom
of the document window, displays the current magnification. The section next to the leftmost one displays information about the current file.)

1. In the Info panel, choose Panel Options from the More menu.
2. Select a view option:

Document Sizes Displays information on the amount of data in the image. The number on the left represents the printing size of the image
—approximately the size of the saved, flattened file in PSD format. The number on the right indicates the file’s approximate size, including
layers.

Document Profile Displays the name of the color profile used by the image.

Document Dimensions Displays the size of the image in the currently selected units.

Scratch Sizes Displays RAM and scratch disk space utilized to process the image. The number on the left indicates the amount of memory
currently being used by Photoshop Elements to display all open images. The number on the right indicates the amount of RAM available to
Photoshop Elements to process images.

Efficiency Displays the percentage of time actually spent performing an operation instead of reading from or writing to the scratch disk. If
the value is below 100%, Photoshop Elements is using the scratch disk and, therefore, is operating more slowly.

Timing Shows how long it took to complete the last operation.

Current Tool Shows the name of the active tool.

Save or delete metadata templates
If you have metadata that you repeatedly enter, you can save the metadata entries in metadata templates. The templates can be used for entering
information, and they save you the effort of retyping metadata in the File Info dialog box. In the Photo Browser, you can search for metadata to
locate files and photos.

 Open the File Info dialog box (File > File Info) and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save metadata as a template, click the drop-down button in the row of buttons in the File Info dialog box, and select Export. Enter a
template name, and click Save.

To delete a metadata template, click Show Templates Folder. Browse and select the template you want to delete, and press Delete.

Use a saved metadata template
1. Choose File > File Info, click the drop-down button in the row of buttons in the File Info dialog box, and select Im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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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elect an import option and click OK.
3. Choose a template from the list of saved metadata templates and click Open.

更多帮助主题

About scratch disks

  Find media files by details (met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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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暂存盘
更改暂存盘
关于增效工具模块
安装增效工具模块
选择另外一个增效工具文件夹
仅加载默认增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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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阵列非常适合于专用暂存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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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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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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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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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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微调的选区边缘
删除选定区域
使用命令选择和取消选择区域

关于选区

选区定义了照片中的可编辑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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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了多种选择工具，适合各种不同类型的必要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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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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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矩形选框工具：绘制正方形或矩形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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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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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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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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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矩形和椭圆选框工具选项 
A. 矩形选框工具 B. 椭圆形选框工具 C. 新选区 D. 添加到选区 E. 从选区中减去 F. 与选区交叉 

1. 在工具箱中选择椭圆选框工具或矩形选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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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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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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选区 E. 添加到选区 F. 从选区中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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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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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释放鼠标按钮；然后按下 Shift，当指针变为  时，拖动该区域。

要从选区中减去某区域，请释放鼠标按钮，然后按下 Alt 键（Mac OS 中为 Option）时，当指针更改为 时，拖动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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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选区 E. 添加到选区 F. 从选区中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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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快速选
择与背景对比强烈且边缘复杂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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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选区 E. 添加到选区 F. 从选区中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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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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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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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选区

添加到选区

从选区减去

魔棒工具选项 
A. 魔棒工具 B. 新选区 C. 添加到选区 D. 从选区中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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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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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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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选区 D. 添加到选区 E. 从选区中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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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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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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画笔 B.添加到选区 C.从选区减去 D.选区弹出项 E.画笔弹出项 F.画笔大小 G.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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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中添加到一个选区，在“蒙版”模式（右）中从选区中减去

使用魔术提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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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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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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魔术提取器 
A. 您希望提取的区域用红点标记 B. 背景用蓝点标记 C. 已导出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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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即将打开“魔术提取器”对话框，默认情况下“前景画笔”工具  处于选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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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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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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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微调的选区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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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调边缘”）对话框对选区进行微调。您也可
以通过单击“选择”>“调整边缘”来打开“调整边缘”对话框。

视图模式。从“视图”弹出菜单中，选择您希望查看选区的视图模式。按 F 键可循环切换模式

显示半径。显示边缘调整时的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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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过头发或毛皮等软区域可向选区添加微调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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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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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背景图层上删除选区时，所选区域将被替换成背景颜色或棋盘背景图案（透明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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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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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选择“编辑”>“剪切”将选区剪切到剪贴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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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取消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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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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选择图层

显示定界框

注：

鼠标悬停时显示高光

“排列”菜单

“对齐”菜单

“分布”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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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一个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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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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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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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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一个图像中的选区拖动到其他图像时（按住 Shift 键），选区将被粘贴到中心位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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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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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定的原始照片的一部分 B. 复制和粘贴到原始文件中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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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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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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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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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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选择以下各项之一，然后单击“确定”：
替换选区 将存储的选区替换为当前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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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到选区 将当前选区添加到存储的选区。

从选区减去 从存储的选区中减去当前选区。

与选区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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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到选区 将存储的选区添加到当前选区。

从选区减去 从当前选区中减去存储的选区。

与选区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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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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面链接的部分内容可能仅以英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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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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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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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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和色调校正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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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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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校正概述
在“快速”模式中校正颜色
在“专家”模式中校正颜色
自动校正光照和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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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快速”模式中的“自动加亮阴影”调整功能可以立即修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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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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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修复

曝光度

对比度

颜色

平衡

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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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照片上预览调整效果，或在滑块旁边的文本框中输入一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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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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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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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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和色调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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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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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模式
A. 用于校正问题和选择照片区域的工具还有很多。 B. 照片箱可让您查看哪些照片被打开。 C. 面板箱包含用于变换和增强照片的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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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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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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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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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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关于饱和度和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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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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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锐化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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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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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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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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方图面板 
A.“通道”菜单 B.“面板”菜单 C.“非缓存刷新”按钮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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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剪切高光的过度曝光照片 B. 具有完整色调范围的适度曝光照片 C. 具有剪切阴影的曝光不足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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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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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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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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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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强度值的变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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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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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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中间调、阴影或高光

饱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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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图像的变化校正色偏
自动去除色偏
使用色阶去除色偏
调整颜色曲线

通过对比图像的变化校正色调

您可以对比和选择不同的照片缩览图变化，在“颜色变化”对话框中调整颜色和色调。“颜色变化”最适合于不需要精确颜色调整的平均色调图像。

无法对“索引颜色”模式中的图像使用“颜色变化”命令。

1. 选择“增强”>“调整颜色”>“颜色变化”。

两个预览图像显示原始图像（原图）和进行更改之后调整的图像（效果图）。

2. 选择一个选项，以选择您要在图像中调整的内容：

指定色调范围中要调整的部分： 暗区、中间区或亮区。

使图像颜色更鲜明（较高的饱和度）或柔和（较低的饱和度）。

3. 使用“数量”滑块设置每次调整的数量或强度。将滑块向左拖动可减少数量，向右拖动可增加数量。

4. 如果要调整中间调、阴影或高光的颜色，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向图像添加颜色，请单击相应的“增加”颜色缩览图。

要减少颜色，请单击相应的“减少”颜色缩览图。

每次单击缩览图时，将更新所有缩览图。

5. 如果要调整颜色饱和度，请单击“减少饱和度”或“增加饱和度”按钮。
6. 要还原或重新调整，请执行下列任意操作，然后单击“确定”将调整应用于图像。

单击“复位图像”可重新开始并还原所有调整。

如果要还原每个连续的调整，请单击“还原”一次或多次。无法还原“复位图像”选项。

还原新的调整之后，如果要重做每个调整，请单击“重做”一次或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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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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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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调整图层”>“色阶”，或打开现有的色阶调整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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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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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一种样式（从预设中选择）B. 调整滑块（自定义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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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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相机原始图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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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锐化程度
减少相机原始数据文件中的杂色
将更改保存至相机原始数据文件
在“编辑”工作区中打开一个相机原始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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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11 中使用的默认版本为处理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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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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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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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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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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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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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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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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era Raw 对话框
A.“视图”选项 B.单击“基本信息”或“详细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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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设置自定义相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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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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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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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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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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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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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眼去除

打开“首选项”对话框

“旋转”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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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shop Elements 11 中的新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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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a Ra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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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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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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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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页首

返回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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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7

http://idiom-q-win-1/Output/Build/cq.pdf.stage.book/cdavies/XML/zh-cn/Products/PhotoshopElements/11.0/Using/pdf/cq.pdf.stage.book/html/
http://idiom-q-win-1/Output/Build/cq.pdf.stage.book/cdavies/XML/zh-cn/Products/PhotoshopElements/11.0/Using/pdf/cq.pdf.stage.boo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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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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图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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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图像转换成索引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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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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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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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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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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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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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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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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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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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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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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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设备
要使色彩管理正常工作，必须配置设备或使用该设备制造商创建的 ICC 配置文件。

捕捉设备 对于数码相机或扫描仪之类的捕捉设备，配置并不重要。但是，如果要在扫描的投影片中精确再现颜色，则您可能需要配置扫描仪并减少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颜色校正工作量。
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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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拥有创建配置文件的色
度计以及相应的软件，则可以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使用这些配置文件。
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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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处理照片并进行存储时，Photoshop Elements 可以将反映颜色的 ICC 配置文件嵌入（标签）到您的计算机显示器或生成它的设备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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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打印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图像时，确保在“更多选项”对话框的“颜色管理”区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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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设置”。
2. 选择下列色彩管理选项之一，然后单击“确定”。
无色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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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优化计算机屏幕的颜色 将 sRGB 用作 RGB 工作空间；灰度工作空间为灰度系数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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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GB。

始终优化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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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我选择 允许您在打开未标记的文件时选择 sRGB（默认设置）或 Adobe R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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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根据您在“颜色设置”对话框中选择的设置自动指定颜色配置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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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配置文件，这样文档就不再有色彩管理。

转换为 sRGB 配置文件 在文档中嵌入 sRGB 配置文件。
转换为 Adobe RGB 配置文件 在文档中嵌入 Adobe RGB 配置文件。
更多帮助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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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饱和度和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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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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黑白转换添加自定义预设
为灰度图像添加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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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彩色化选项使整个图像变成深褐色 C. 通过“编辑”菜单指定区域并使用“色相”滑块将其变成洋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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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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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调整图层”>“色相/饱和度”或打开现有的色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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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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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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调整图层”>“色相/饱和度”或打开现有的色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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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颜色衰减的数量而不影响范围 B. 调整范围而不影响颜色衰减的数量 C. 调整颜色组件的范围 D. 移动整个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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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具可添加到范围；使用拾色器 - 工具可从范围中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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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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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褐色

玫瑰红

色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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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画笔

大小

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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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区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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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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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新增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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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预览框中显示看起来像黑白图像的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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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结果”框并在“拾色器”中指定一个新颜色，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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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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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确转换为黑白

有关此过程的视频，请参阅 www.adobe.com/go/lrvid2325_pse9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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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之前和之后的外观 B. 选择一种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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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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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转换为黑白添加自定义预设是高级用户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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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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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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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纹理
边框
应用效果、纹理或边框

快速模式在一个位置组合基本照片修复工具，可快速修复照片曝光、颜色、锐化和其他元素。在 Photoshop Elements 12 中要校正照片，您还可以将
照片变换为看起来更专业的艺术对象。三个新面板 - 效果、纹理以及边框，这三个面板现在可用。

 

这些面板置于调整面板旁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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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个可用效果可以应用效果预设从而转换您的照片。提供的效果可单击缩略图为实时预览，可以了解应用到图像上的效果，并非真正应用到图像上。
效果范围从黑白效果到老照片外观再到交叉处理预设。效果应用到带图层蒙版的新图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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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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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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纹理应用到带图层蒙版的新图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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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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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移动或编号图像和边框。使用移动工具并双击边框即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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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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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面板 - 效果、纹理和边框均可用，除调整面板之外。单击任意面板的图标。

3. 面板栏显示打开图像的十个实时预览缩略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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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稍后各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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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ing sha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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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or move a shape
Transform a shape
Change the color of all shapes in a layer
Apply a layer style to a shape

Select or move a shape
Use the Shape Selection tool  to select shapes with one click. If you convert a shape into a bitmap element by simplifying the shape layer, the
Shape Selection tool will no longer select the shape (use the Move tool instead).

If a layer contains multiple shapes, you can reposition all the shapes together using the Move tool. However, if you want to reposition a specific
shape in a layer, you must use the Shape Selection tool.

1. Use the Shape Selection tool  to select shapes:
2. To select the shape, click it.
3. To move the shape, drag it to a new location.

Transform a shape
1. Select the Shape Selection tool , and then select the Show Bounding Box option.
2.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Click the shape you want to transform, and then drag an anchor to transform the shape.

Select the shape you want to transform, choose Image > Transform Shape, and then choose a transformation command.

Change the color of all shapes in a layer
1. In the Expert mode, double-click the thumbnail of the shape layer in the Layers panel.
2. Select a new color and click OK.
注: If the color of a shape doesn’t change when you pick a new color, check to see if the layer has a layer style (represented by a style icon
in the Layers panel). Some layer styles override the base color of a shape.

Apply a layer style to a shape
You can apply effects—such as drop shadows and bevels—to shapes quickly and easily using layer styles. Keep in mind that a layer style is
applied to all shapes in a layer. For example, if you apply a drop shadow style to a layer that contains multiple shapes, all of the shapes will
display a drop shadow.

Before (left) and after (right) applying a layer style to a custom shape.

1. Select a layer that contains a shape or in the Layers panel, click the New button  and draw a shape.
2. Open the the Effects panel , click the Styles tab. 
3. Double-click the thumbnail you want to apply to the 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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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和滤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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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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基本照片修复工具，可快速修复照片曝光、颜色、锐化和其他元素。在 Photoshop Elements 12 中要校正照片，您还可以将
照片变换为看起来更专业的艺术对象。三个新面板 - 效果、纹理以及边框，这三个面板现在可用。

 

这些面板置于调整面板旁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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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个可用效果可以应用效果预设从而转换您的照片。提供的效果可单击缩略图为实时预览，可以了解应用到图像上的效果，并非真正应用到图像上。
效果范围从黑白效果到老照片外观再到交叉处理预设。效果应用到带图层蒙版的新图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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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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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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纹理应用到带图层蒙版的新图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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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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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移动或编号图像和边框。使用移动工具并双击边框即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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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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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面板 - 效果、纹理和边框均可用，除调整面板之外。单击任意面板的图标。

3. 面板栏显示打开图像的十个实时预览缩略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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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稍后各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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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智能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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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自动智能色调功能选项B. 切换，可查看前后图像C. 定界框，在此框中您可以移动方向控件D. 方向控件，可以拖动至定界框内E. 重置按钮，
可返回到方向控件的原始位置（自动智能色调推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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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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模式

润色

照片效果 

照片播放

注意：

返回页首

润色
照片效果
照片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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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向模式功能基本上分为三个类别：

裁剪、旋转并拉直或锐化照片、调整颜色、照明和照片的总体色调质量。此外修复较小的刮痕和污点。

以简单的步骤应用特殊效果，通常这些效果需要有专业技术或昂贵的镜头才能实现。

为图像增添现代艺术效果、增添反射效果、创建照片堆栈和应用出界效果。

可用的“导向编辑”功能可能视您的 Photoshop Elements 版本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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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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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01

http://helpx.adobe.com/cn/photoshop-elements/using/adjusting-shadows-light.html
http://helpx.adobe.com/cn/photoshop-elements/using/adjusting-color-saturation-hue-vibrance.html#adjust_the_color_of_skin_tone
http://helpx.adobe.com/cn/photoshop-elements/using/cropp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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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02

http://helpx.adobe.com/cn/photoshop-elements/using/adjusting-color-saturation-hue-vibrance.html
http://helpx.adobe.com/cn/photoshop-elements/using/adjusting-shadows-light.html#about_levels_adjustments
http://helpx.adobe.com/cn/photoshop-elements/using/adjusting-shadows-light.html
http://helpx.adobe.com/cn/photoshop-elements/using/retouching-correcting.html#remove_spots_and_unwanted_objects
http://idiom-q-win-1/Output/Build/cq.pdf.stage.book/cdavies/XML/zh-cn/Products/PhotoshopElements/11.0/Using/pdf/cq.pdf.stage.book/html/%EF%BC%9Ahttp://helpx.adobe.com/cn/photoshop-elements/using/retouching-correcting.html#precisely_remove_red_eye


注意：

b. 单击“瘦身”。

每次单击都会强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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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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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hotoshop Element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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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修复更大面积的照片，请按住 Alt 单击源区域，然后拖动到损坏的部分。

5. 使用模糊工具，可消除照片上的颗粒。

6. 去尘工具，有助于修复较小的线条、尘印和其他瑕疵

7. 根据照片显示的方式调整颜色级别和对比度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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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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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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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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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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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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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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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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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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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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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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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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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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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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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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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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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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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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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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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hotoshop Element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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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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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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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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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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hotoshop Element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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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单击“移动工具”，然后在画布上来回拖动图块或使用手柄旋转或调整其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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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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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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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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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编辑器”中，单击“导向”以输入导向模式。

2. 从屏幕右侧的面板上提供的各种效果列表中选择。

3.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按照出现步骤执行操作并单击“完成”。

单击“取消”以撤销更改，并开始进行其他编辑。

如果您进入“导向编辑”，从图像底部的“视图”下拉列表中选择“之前和之后 - 水平”选项以查看照片在“之前”和“之后”的外观。当您从“导
向”编辑移动到其它效果时，视图仅会重置回“之后”（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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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滤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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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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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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12



返回页首

返回页首

返回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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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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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温滤镜 (85) 和冷却滤镜 (80)

加温滤镜 (81) 和冷却滤镜 (82)

个别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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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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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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阴影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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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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选择区域的亮度和对比度
使单独区域快速变亮或变暗
使单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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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15 个新的预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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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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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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配置弹出式面板的更多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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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消除锯齿和羽化功
能使选区边缘变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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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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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使用“智能画笔”工具  和“细节智能画笔”工具 应用多种不同的预设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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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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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阴影变亮

使高光变暗

中间调对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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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阶”对话框
A. 调整颜色的通道 B. 阴影值 C. 中间调 D. 高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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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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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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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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高光滑块拖向左侧使照片变亮。

按住 Alt（在 Mac OS 中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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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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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笔弹出式菜单

大小

范围

曝光度

返回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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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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层

此页面链接的部分内容可能仅以英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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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层蒙版

 

返回页首

返回页首

关于图层蒙版
向图像添加图层蒙版

关于图层蒙版

图层蒙版是与分辨率相关的位图图像，可使用绘画或选择工具进行编辑。图层蒙版控制要添加的图层的可见性。可编辑图层蒙版以在被蒙版区域中进
行添加或减去操作，而不会丢失图层像素。

图层蒙版是一种灰度图像，因此用黑色绘制的区域将被隐藏，用白色绘制的区域是可见的，而用灰度梯度绘制的区域则会出现在不同层次的透明区域
中。可使用画笔或橡皮擦来涂抹蒙版。

向图像添加图层蒙版

 要添加图层蒙版，请选中您要显示的图像的一部分，然后单击“图层”面板上的“添加图层蒙版”按钮。
注： 已添加与图层缩览图链接的蒙版缩览图。此缩览图代表添加图层蒙版时创建的灰度通道。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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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共享和导出

此页面链接的部分内容可能仅以英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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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机打印或共享照片

返回页首

注意：

注意：

联机打印照片
设置服务提供商首选项以进行在线打印
在线共享照片 | Photoshop Elements 12
照片共享服务提供商
私人 Web 影集
Flickr
Twitter
Smugmug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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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些地域支持多个服务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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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 照片打印 相册 贺卡 日历

美国和加拿大

（英寸）

Shutterfly

Costco

Shutterfly

8 x 8
11 x 8
12 x 12

 

 

Shutterfly

4 x 8 单张
8 x 4 单张
5 x 7 折叠
7 x 5 折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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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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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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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机共享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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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or 中，在 Twitter 对话框中键入消息，然后单击 Tw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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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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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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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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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从共享下拉列表选择 SmugMug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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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建一个上传照片的新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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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