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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merge 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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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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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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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裁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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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此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主题自动裁剪建议。

e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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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封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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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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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导向编辑

试试复古风，让世界变幻成黑白色调。或者保持一个吸引注意力的主导颜色，将照片其余部分变成黑白图像。Photoshop Elements 13 中新的导向编
辑功能帮助您停过尽可能少的点击和调整，将平凡的照片转变成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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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选择地降低其他所有颜色的饱和度，使蓝色突出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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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和优化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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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此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主题编辑和优化选区。

HiDPI 显示支持

Photoshop Elements 13 现在本地支持使用 Windows（HiDPI 显示器）和 Mac（视网膜显示屏）高分辨率显示设备。用最佳的清晰分辨率处理您的照
片，用户界面中将显示清晰的图标、缩略图和文本。

内容识别填充

有时您的照片中会拍摄到不需要或不必要的对象。现在您可以删除这些元素，Photohshop elements 13 可根据照片上的周围部分智能填充选定区域。

（左图）手的图像。照片中可以看见一只手的一部分，分散了注意力。
（右图）照片中分散注意力的部分已删除，该区域被智能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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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如何智能填充照片选定部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主题内容识别填充。

调整边缘

调整选区边缘的选项通过“工具选项”栏访问更加方便。

 

“工具选项”栏中的“调整边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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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obe Camera Raw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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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编辑效果

“快速”模式中的效果已有改进。每个效果现在可以显示五个变体，以便您选择最适合的一个。

 

效果组：季节
（顶部，从左到右）：原始、夏季、春季
（底部，从左到右）：秋季、冬季、雪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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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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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模式）新分类的“效果”面板有 19 个新分类的效果。

增强功能

剪贴簿预设

现在所有区域和国家均可使用剪贴簿预设功能。

剪贴簿预设现已对所有区域显示

使用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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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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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式设置”对话框中新的“位置”下拉列表

使用新的下拉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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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样式设置”对话框中，选择“描边”，然后使用“位置”下拉列表。

“类型”工具 - 细微滑块

字体大小现在有了细微滑块功能。这样可快速方便地更改字体大小。

使用字体大小细微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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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打开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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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Photoshop Elements 13 删除的功能

编辑>远程连接
增强>Photomerge 样式匹配
TWAIN 增效工具：此增效工具在 64 位 Windows 计算机上不再可用。
裁剪工具：“黄金比例”选项不再可用。
不再支持单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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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支持：

Microsoft Windows XP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Mac OSX 10.7

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help.adobe.com/zh_CN/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helpx.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cn


Elements Organizer 13 的新增功能

转到页首

转到页首

Elements Organizer 13 附带新功能和增强功能，以便您更轻松地使用数字媒体。继续阅读对新增功能的快速介绍以及提供详细信息的资源链接。

Elements Organizer 与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和 Adobe Premiere Elements 一起提供。有关这些产品中的新功能的信息，请参阅：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13 中的新功能
Adobe Premiere Elements 13 中的新功能

新幻灯片创建工作流程

 Elements Organizer 的新增功能

凭借 Elements Organizer 13，您可以轻松创建并用主题、音乐、文本、题注以及其他功能来自定义幻灯片。在完成幻灯片制作之后，可以选择保存为
MP4 视频或将其对外分享。

用户可以在两个支持平台 — Mac 和 Windows — 上使用 Elements 13 中的幻灯片创建功能。当您在 Elements 13 中打开在先前版本 Elements 中创
建的幻灯片时，系统将提示您升级幻灯片。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幻灯片。

幻灯片预览

增强的电子邮件功能

 Elements Organizer 的新增功能

Elements Organizer 13 允许您在三个支持的平台上（32 位 Windows、64 位 Windows 和 Macintosh）通过电子邮件共享文件。您可以使用
Gmail、Yahoo!、AOL 或 Microsoft 电子邮件帐户或是任意其它帐户共享文件。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通过电子邮件共享文件和幻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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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应网格

 Elements Organizer 的新增功能

Elements Organizer 13 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媒体网格表达方式 — 自适应网格。 自适应网格可对齐媒体的两侧边缘，并无缝填充整个网格空间。将始终
保持媒体长宽比，同时避免分散的间隙。

与普通网格相比，自适应网格在可用网格空间中可显示更多媒体。文件详细信息 — 如文件名、标签、日期/时间、影集关联等 — 不会显示在自适应网
格视图中。

要切换至自适应网格视图，请按 Ctrl+D (Windows) 或按 Cmd+D (Mac)。

Elements Organizer 13 中的自适应网格

其他增强功能

 支持 HiDPI 和 Retina 显示屏

 支持 64 位 Windows

 文件夹视图改进

 标签面板新选项

已弃用的功能

 高级搜索工具

 照片邮件服务

 智能标签

 部分与 Canon/Epson/PIM 打印机有关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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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p Elements 12 的新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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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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导向编辑
对拉直的照片边缘进行内容识别填充
宠物眼效果去除
在 Editor 中打印和共享照片
Editor 中的 Revel 影集
在 Camera Raw 中打开

有关 Organizer 新增功能的信息，请参阅Elements Organizer 12 的新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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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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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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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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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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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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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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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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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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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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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介绍去除宠物眼效果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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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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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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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dobe Revel 随时随地访问您的媒体
标签功能
其他增强功能

Elements Organizer 与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和 Adobe Premiere Elements 一起提供。有关这些产品中的新功能的信息，请参阅：

Photoshop Elements 12 中的新功能
Adobe Premiere Elements 12 中的新功能

Elements Organizer 12 附带新功能和增强功能，以便您更轻松地使用数字媒体。继续阅读对新增功能的快速介绍以及提供详细信息的资源链接。

使用 Adobe Revel 随时随地访问您的媒体

 Elements Organizer 12 的新增功能

Photoshop Elements 允许您将媒体上传到 Adobe® Revel 并从任何设备访问它们。已存在于 Revel 库中的媒体将被下载到 Elements Organizer 中，
从而可以处理它们。

Adobe Revel 是一款允许您将媒体存储在云端并以私人或公开方式共享的应用。

请参阅此文章以了解更多信息。

将本地影集上传到 Revel

标签功能

 Elements Organizer 12 的新增功能

Elements 12 包含几个激动人心的标签功能

Elements 12 中的地点标签有与其相关的 GPS 坐标。这些坐标还与具有这些地点标签的媒体相关。
您现在可以在“媒体”视图的右侧面板中创建人物、地点和事件标签。
现在可以在“地点”视图中创建并查看地点堆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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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点堆叠的媒体

请参阅这些帮助主题以了解更多信息：

使用人物、地点或事件标签

在“地点”视图中查看地点堆栈

其他增强功能

您可以按名称的字母顺序排列媒体。请参阅此帮助文件以了解详细信息。

改进您搜索媒体文件的方式。请参阅此帮助文章以了解详细信息。

支持使用 Twitter 共享照片

支持 64 位 Mac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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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区和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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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屏幕
Photoshop Elements 窗口
使用上下文菜单
使用键盘命令和辅助键
退出 Photoshop Elements

欢迎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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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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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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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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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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到页首

允许您以“快速”模式来编辑照片。

导向

允许您以“导向编辑”模式来编辑照片。

专家

允许您以“专家”模式来编辑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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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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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模式下的 Photoshop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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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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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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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编辑图像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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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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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指针放置在图像或面板项目上。

并非所有面板都提供上下文菜单。

2. 右键单击并从菜单中选择命令。

使用键盘命令和辅助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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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出 Photoshop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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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其中一个工作区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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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工作区右上角的“关闭”按钮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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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页首

关于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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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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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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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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尺寸画笔笔尖

在画笔笔尖显示十字线

标准

精确

返回页首

返回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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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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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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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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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暂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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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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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获得最佳性能，在指定暂存盘时请遵循下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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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用于操作系统的虚拟内存的物理驱动盘上创建暂存盘。

在本地驱动盘上而非网络位置创建暂存盘。

在常规（不可删除）媒体上创建暂存盘。

Raid 磁盘/磁盘阵列非常适合用作专用的暂存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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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暂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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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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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从暂存盘列表中选择所需磁盘（您可以指定最多 4 个暂存盘）。

3. 选择一个暂存盘并使用暂存盘列表旁边的箭头键重新安排暂存盘的使用顺序。

4. 单击“确定”，并重新启动 Photoshop Elements 使更改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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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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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和“另存为”对话框中的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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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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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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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增效工具模块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使用增效工具安装程序（如果提供）。

遵照增效工具随附的安装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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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附加的增效工具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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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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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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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要显示文件夹的内容，请双击目录。文件夹的路径将显示在首选项窗口中。

不要选择 Photoshop Elements 增效文件夹内部的位置。

4. 重新启动 Photoshop Elements 以加载增效工具。

仅加载默认增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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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程序更新

应用"首选项"对话框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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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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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将自动下载并安装更新:下载一次可以可用更新并安装，则下重新启动应用程序。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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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更新时，可以利用时，请通知我:通知一次可以可用的用户更新应用程序。您可以选择延迟更新或使用此通知开始更新过程。

3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help.adobe.com/zh_CN/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helpx.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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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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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

十个可用效果，每个具有五种不同版本。通过应用效果转变您的照片。可用“效果”的可单击缩略图为实时预览，用户可以借此了解应用到图像上的效
果，无需真正将效果应用到图像上。可用效果有黑白、复古外观以及跨流程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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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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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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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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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效果、纹理或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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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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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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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可选）切换到“专家”模式以修改图像上使用的效果、纹理或边框。 在“快速”模式中应用的修改在单独的图层中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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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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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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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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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存盘、增效工具和应用程序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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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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附加的增效工具文件夹
仅加载默认增效工具
应用程序更新

关于暂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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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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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获得最佳性能，在指定暂存盘时请遵循下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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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用于操作系统的虚拟内存的物理驱动盘上创建暂存盘。

在本地驱动盘上而非网络位置创建暂存盘。

在常规（不可删除）媒体上创建暂存盘。

Raid 磁盘/磁盘阵列非常适合用作专用的暂存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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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暂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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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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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从暂存盘列表中选择所需磁盘（您可以指定最多 4 个暂存盘）。

3. 选择一个暂存盘并使用暂存盘列表旁边的箭头键重新安排暂存盘的使用顺序。

4. 单击“确定”，并重新启动 Photoshop Elements 使更改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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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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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和“另存为”对话框中的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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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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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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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增效工具模块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使用增效工具安装程序（如果提供）。

遵照增效工具随附的安装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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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附加的增效工具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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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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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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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要显示文件夹的内容，请双击目录。文件夹的路径将显示在首选项窗口中。

不要选择 Photoshop Elements 增效文件夹内部的位置。

4. 重新启动 Photoshop Elements 以加载增效工具。

仅加载默认增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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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程序更新

应用"首选项"对话框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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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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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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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调整饱和度和色相

返回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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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注意：

棕褐色

玫瑰红

色温

返回页首

模式

画笔

大小

流量

返回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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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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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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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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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灰度图像中添加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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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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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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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选择“着色”。如果前景色不是黑色或白色，则 Photoshop Elements 会将图像转换成当前前景色的色相。 每个像素的亮度值不会改变。
3. 如果愿意，可以使用“色相”滑块选择一种新的颜色。使用“饱和度”滑块调整饱和度。 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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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去除红眼
删除宠物眼眼效果
移动并重新定位对象  
移除污点和不需要的对象
修复大的不理想部分
校正相机失真
使用 Photomerge 合成照片
使用 Photomerge 场景清理器

精确去除红眼

使用红眼去除工具可以去除使用闪光灯拍摄的人物照片中的红眼。相机闪光灯照亮人体视网膜造成了红眼。在光线暗淡的房间里照相时，由于主体的
虹膜张开得很宽，您将会更加频繁地看到红眼。为了避免红眼，请使用相机的减少红眼功能（如果相机具有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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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选择眼睛（上图）或单击眼睛（中图）更正红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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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工具选项”栏中，设置“瞳孔大小”和“变暗量”。

3. 在图像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单击眼睛的红色区域。

在眼睛区域上绘制选区。

释放鼠标按钮后，即从眼睛上去除红眼。

注意：通过单击“红眼去除”工具选项栏中的“自动纠正”也可以自动修复红眼。

删除宠物眼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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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修复宠物眼效果，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快速或专家模式下，选择红眼去除工具。

2. 在工具选项栏中，选择“宠物眼”复选框。

3. 使用鼠标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在眼睛区域周围绘制矩形

单击图片中的眼睛

当您选中“宠物眼”复选框时，“自动校正”按钮被禁用。

移动并重新定位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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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原始照片
（中间）风筝被放在更靠近地面的位置
（右）风筝被移到天空中更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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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

新选区

添加

减去

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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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内容识别移动工具 。

2. 选择模式，指定是否要移动对象，或者是否要创建对象的副本。

使您能够将对象移动到图像中的其它位置。

使您能够复制对象多次。

3. 选择您要使用的类型：

在您要移动或扩展的对象周围拖动鼠标，创建新的选区

您所做的任何选择都会添加到上一选择

当您使用新选择覆盖现有选择时，重叠部分将被从最终选择中删除。

当您使用新选择覆盖现有选择时，将仅会选中新旧选择重叠的区域。

4. 在图像上拖动鼠标指针 ( )，选择要移动或扩展的对象。

在您要选择的对象周围拖动鼠标

5. 完成选择后，将对象移动到新位置。根据区域周围的图像内容，选定对象移离的区域会被自动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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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除污点和不需要的对象

去除污点和小的不理想部分

污点修复画笔可以快速移去照片中的污点和其他不理想部分。您可以在污点上点按一次，或点按并拖动以消除区域中的不理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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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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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污点修复画笔工具可以轻松地去除污点或不理想部分。

1. 选择“污点修复画笔”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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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工具选项”栏中选择下列“类型”选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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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选区中的所有像素创建一个用于修复该区域的纹理。如果纹理不起作用，请尝试再次拖过该区域。

注意：单击“对所有图层取样”可将更改应用于图像的所有图层。

 

4. 单击图像中要修复的区域或单击并在较大的区域上拖动。

通过内容识别修复删除不想要的对象

您可以删除照片中不想要的对象和人物而不破坏照片。配合使用“内容识别”选项和“污点修复画笔”工具，可完全删除一张照片中的选定对
象。Photoshop Elements 会比较附近的图像内容，不留痕迹地填充选区，同时保留让图像栩栩如生的关键细节，如阴影和对象边缘。

使用内容识别填充删除不想要的对象（画笔）之前和之后的图像

删除不想要的对象：

1. 选择“污点修复画笔”工具。

2. 在“工具选项”栏中选择“内容识别”。

3. 涂掉要从图像中删除的对象。

污点修复功能对小对象最有用。如果正在处理的图像较大，并有大量不想要的对象，请务必使用高端机器配置。如果在处理大图像时遇到问题，请尝
试以下方法：

同时绘制更小画笔描边。

降低图像取样。

增加 RAM 分配并重新启动应用程序。

修复大的不理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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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修复画笔拖动到大的不理想区域上即可将其修复。可以从统一背景中去除对象，例如，草地区域中的对象。

使用修复画笔之前和之后。

1. 选择修复画笔工具 。

2. 从“工具选项”栏中选择画笔大小并设置修复画笔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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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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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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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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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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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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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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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修复的区域边缘有强烈的对比度，则在使用修复画笔工具之前，请先建立一个选区。让选区比要修复的区域大，但是精确地遵从对比
像素的边界。当用修复画笔工具绘画时，该选区将防止颜色从外部渗入。

校正相机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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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透视控件修复由于相机在垂直或水平方向的倾斜造成的失真。旋转图像或修复图像透视以调整失真。“校正相机失真”滤镜的图像网格帮助进行方
便、准确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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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显示描边

校正相机失真

1. 选择“滤镜”>“校正相机失真”。

2. 选中“预览”复选框。

3. 设置以下选项之一校正图像，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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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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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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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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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框中键入数字或使用滑块通过使图像中的垂直线保持平行来纠正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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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上或向下调整图像缩放。图像像素尺寸不会改变。在框中键入数字或使用滑块，去除由枕形、旋转或透视校正而造成的图像空白区域。
放大实际上将导致裁剪图像，并使插值增大到原始像素尺寸。

选择时显示网格。取消选择时隐藏网格。

放大时显示距离更近的视图，缩小时显示距离更远的视图。

指定网格颜色。

使用 Photomerge 合成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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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Photomerge 合成照片”，可以通过多张照片来创建完美的合成照片。

要获得最佳效果，请选取多个来自同一场景的、用于创建 Photomerge 合成照片的图像。

1. 执行下面某项操作，选择要作为 Photomerge 合成照片源图像的一组照片：

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选择照片。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照片。

2. 选择“增强” >“Photomerge”>“Photomerge 合成照片”。

3. 选择最佳的合成照片，并将其从“照片箱”拖动到“最终效果”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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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设置下列任一选项：

单击此选项可显示您在源图像中标记的“铅笔”描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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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此选项可在最终图像中显示所选区域。

展开或折叠此箭头可获得“高级选项”。

要校正多张照片的对齐，请单击“对齐工具”，在源图像和最终图像中分别放置 3 个标记，然后单击“对齐照片”。

注意：Photomerge 合成照片使用自动对齐。仅在自动对齐未产生期望的效果时使用“对齐工具”。

单击此选项可混合像素。

6. 单击“复位”可重新开始此过程，单击“完成”可完成Photomerge 合成照片或单击“取消”可关闭Photomerge 合成照片。

“Photomerge 合成照片”窗口

使用 Photomerge 场景清理器

使用 Photomerge 场景清理器可以从多张照片创建完美的风景照片。例如，您可以去除不需要的元素，例如无意间在场景中出现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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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显示描边

显示区域

对齐工具

像素混合

为获得最佳效果，请使用从同一角度同一场景拍摄的照片。

1. 执行下列某项操作以选择 2 到 10 张用于 Photomerge 场景清理器的照片：

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选择照片。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照片。

2. 选择“增强”>“Photomerge” >“Photomerge 场景清理器”。

3. 选择最佳照片，并将其从照片箱拖动到“最终效果”窗口。

该照片作为最终照片的基础图像。

4. 单击“照片箱”中的照片（使用颜色标识以便进行跟踪）。

该照片在“源”窗口中显示。

5.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将区域添加到“最终效果”窗口，或从其中删除区域：

要删除区域，请使用“铅笔”工具在“最终效果”窗口中标记该区域。

要将区域添加到“最终效果”窗口，请使用“铅笔”工具在“源”窗口中标记该区域。

要微调最终图像，请使用“铅笔”工具添加其他内容，或使用“橡皮擦”工具删除内容。

6. （可选）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在源图像中显示“铅笔”描边。

在最终效果图像中显示选定的区域。

7. （可选）如果不能准确地对齐照片，请单击“高级选项”箭头以访问以下选项：

校正多张照片的对齐。单击“对齐工具”分别在源图像和最终效果图像中放置三个标记。将标记拖动到每张照片中的相似区域，然后单
击“对齐照片”。

注意：Photomerge 场景清理器使用自动对齐。只有在自动对齐未产生您想要的效果时，才应使用“对齐工具”。

使用不同选项混合像素。请试用以查看该选项是否优化了照片。

8. （可选）在照片箱中选择要在源窗口使用的其他照片并重复步骤 5。

9. 单击“复位”可重新开始此过程，单击“完成”可完成 Photomerge 场景清理器，或单击“取消”可关闭 Photomerge 场景清理器。

Photomerge 场景清理器

A. 将照片拖动到“最终效果”窗口 B. 使用“铅笔”工具标记要在“最终效果”窗口中替换的区域 C. “最终效果”窗口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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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

转到页首

画笔

大小

模式

强度

对所有图层取样

转到页首

模糊或柔化边缘
替换图像中的颜色
仿制图像或图像中的区域
Photomerge 脸部
Photomerge 曝光
Photomerge 样式匹配

模糊或柔化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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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照片（左图）和模糊背景后的照片（右图）。

1. 选择模糊工具。

2. 在选项栏中设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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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像素为单位设置画笔大小。拖动“大小”滑块或在文本框中输入大小。

指定模糊的像素与图像中其他像素混合的方式。

指定每次描边时的模糊数量。

模糊所有可见图层。如果取消选择此选项，则模糊工具只模糊现用图层。

3. 在要进行模糊处理的图像部分上拖动。

替换图像中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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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

连续

一次

背景色板

转到页首

替换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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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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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对于“限制”，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替换出现在指针下任何位置的样本颜色。

替换与紧挨在指针下的颜色连续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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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要使所校正的区域具有平滑的边缘，请选择“消除锯齿”。

6. 选择必要的采样方法。 可用选项包括：

拖动颜色替换工具时连续对颜色进行取样。

在您开始拖动颜色替换工具时仅对颜色取样一次。

在包含背景颜色的区域上拖动颜色替换工具时将该区域替换。

7. 要替换不需要的颜色，请选择要使用的前景色。

8. 在图像中单击要替换的颜色。

9. 在图像中拖动可替换目标颜色。

仿制图像或图像中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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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有图层取样

不透明度

大小

模式

对齐

显示叠加

不透明度

已裁剪

自动隐藏

反相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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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选择仿制图章工具。

2. （可选）在选项栏中设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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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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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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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像素设置画笔大小。拖动“大小”滑块或在文本框中输入大小。

决定源或图案与现有像素混合的方式。正常模式会将新的像素放置在原始像素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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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单击仿制叠加，并设置以下选项：

选择显示覆盖，以使覆盖显示在画笔大小中。

要设置叠加的不透明度，请在“不透明度”文本框中输入百分比值。

要将叠加剪贴到画笔大小，请启用“剪贴”选项。

要在应用绘画描边时隐藏叠加，请选择“自动隐藏”。

要反相叠加中的颜色，请选择“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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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用该工具拖动或单击进行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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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merge 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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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Photomerge 脸部”组合多种脸部特征以创建一个合成的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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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选择脸部图像照片。

打开脸部图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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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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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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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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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设置以下内容：

单击此选项可显示您在源图像中标记的“铅笔”描边。

单击此选项可在最终图像中显示所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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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merge 脸部”窗口

Photomerge 曝光

有关 Photomerge 功能的视频，请访问 www.adobe.com/go/lrvid2342_pse9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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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Photomerge 曝光”有效处理曝光有问题的照片中的场景。可以将两张照片混合在一起，以获得曝光完美的照片。例如，如果您有一张背景中包含
窗户的照片，而希望获得一张具有以下属性的完美照片：

窗外景色曝光良好。

室内较暗物体曝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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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确保获得完美的照片，请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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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打开闪光灯拍摄两张或更多照片，以正确曝光主体（即室内的物体）。

然后关闭闪光灯拍摄一张照片，以正确曝光背景（即窗外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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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照片，创建曝光完美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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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采用以下模式完成 Photomerge 曝光：

自动模式

手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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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merge 曝光

自动 Photomerge 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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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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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文件”〉“打开”打开所需文件。

a. i. 在“照片箱”中选择“显示打开的文件”以查看所有打开的文件。

ii. 在照片箱中选择至少两张（最多十张）照片。

59



简单混合

智能混合

高光

阴影

饱和度

注意:

显示描边

显示区域

注意:

转到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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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shop Elements 将显示选定的照片。

2. 在 Photomerge 面板中选择“自动”。

3.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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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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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您增加或减少高光中的细节。

允许您使阴影变亮或变暗。

允许您更改颜色强度。

4. 获得所需效果后，单击“完成”以完成 Photomerge 曝光。

手动 Photomerge 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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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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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文件”〉“打开”打开所需文件。

a. i. 在“照片箱”中选择“显示打开的文件”以查看所有打开的文件。

ii. 在照片箱中选择至少两张（最多十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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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shop Elements 将显示选定的照片。

2. 在 Photomerge 面板中选择“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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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设置以下内容：

单击此选项可在源图像中显示您的“铅笔”描边。

单击此选项可在最终图像中显示所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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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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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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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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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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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merge 样式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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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

清晰度

细节

样式橡皮擦

样式画笔

柔化描边

传递色调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3 和更高版本中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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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次应用样式后，其效果不会累积。仅保存最后一次应用的样式。

应用样式图像样式后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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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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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也可以从“样式箱”中显示的默认样式图像中选择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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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要优化图像，请使用“编辑”面板中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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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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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了图像的整体或全局对比度。

从特定图像区域中删除应用的样式。

将样式回添到删除应用样式的区域。

柔化由样式擦除和绘画引起的硬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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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单击“完成”，使用应用的样式更新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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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阴影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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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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所选区域中的亮度和对比度
使单独的区域快速变亮或变暗
对隔离区域快速加色或去色

使用智能画笔工具调整颜色和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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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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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调整选区的智能画笔工具

1. 选择“智能画笔”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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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借助可用的预设选项使用智能画笔应用各种效果和样式。

然而，您无法更改效果的设置，因为具有效果的图层是像素图层，而不是调整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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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15 个新的预设帮助给您的图像提供以下效果：

增强单调和乏味的背景。

为图像中的衣服/纺织品创建光泽效果。

将花卉图案添加到图像中的服装上。

将设计师图案添加到图像中的墙壁或背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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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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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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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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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调整描边的细节智能画笔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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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智能画笔工具

1. 从工具箱中选择“智能画笔”工具或“细节智能画笔”工具。

弹出式面板打开，其中显示调整预设。

2. 从“工具选项”栏的预设下拉菜单中选择一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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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可选）通过执行下列操作之一调整画笔工具的大小和品质：

如果已选择“智能画笔”工具，则打开选项栏中的“画笔”选取器并调整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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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图像中涂抹或拖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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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可选）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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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删除一部分当前调整，请选择“从选区中减去”并在图像中涂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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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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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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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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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图钉。

右键单击照片，并选择在菜单底部列出的调整。

修改智能画笔工具校正设置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在图像中，右键单击图钉或现用选区并选择“更改调整设置”。

在“图层”面板中，双击特定调整图层的图层缩览图。

双击图钉。

2. 在对话框中调整设置，然后单击“确定”。

更改智能画笔工具校正预设

1. 单击图钉或现用选区，然后打开选项栏中的预设弹出式面板。

2. 从弹出式面板中选择调整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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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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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阴影变亮

使高光变暗

中间调对比度

整。和所有的弹出式面板一样，可以对“智能画笔”预设弹出式面板进行配置。使用面板菜单可使调整显示为缩览图或在列表中显示。还可以将选取器拖
动到选项栏之外，使其可以在工作区中的指定位置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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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色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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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使用“色阶”对话框执行下列任意操作:

“色阶”对话框

A. 要调整颜色的通道 B. 阴影值 C. 中间色调 D. 高光值 

设置阴影和高光值，以确保图像使用完整的色调范围。

调整图像中间色调的亮度，而不影响阴影和高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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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准备将图像用于商业打印，则目标应为阴影和高光 RGB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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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双击调整图层重新打开“色阶”对话框可以随时进行调整。

可以在“图层”面板中降低调整图层的不透明度减小调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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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使用调整图层的图层蒙版将调整限制在图像的某个部分。

改善阴影和高光细节

1. 选择“增强”>“调整光照”>“阴影/高光”。

2. 拖动任何一个调整滑块或在文本框中输入值，然后单击“确定”。

使照片中的暗区变亮并显示在图像中捕捉的更多阴影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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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或降低中间色调的对比度。如果调整阴影和高光之后，图像对比度看起来不合适，请使用该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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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图像复位到打开该对话框时的外观，请按住 Alt（在 Mac OS 中按住 Option）并单击“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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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色阶调整阴影和亮度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选择“增强”>“调整光照”>“色阶”。

选择“图层”>“新建调整图层”>“色阶”，或打开现有的色阶调整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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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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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高光滑块拖向左侧使照片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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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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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在“直方图”面板中反映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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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笔弹出式菜单

大小

范围

曝光度

转到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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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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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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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笔弹出式菜单

大小

模式

流量

对隔离区域快速加色或去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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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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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选项栏中设置工具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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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像素为单位设置画笔大小。拖动“大小”滑块或在文本框中输入大小。

设置是加色还是去色。

设置每次描边时的工具强度。在“加色”模式下，较高的百分比可以增加饱和度。在“去色”模式下，较高的百分比可以增加去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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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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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旋转 90 度、图层向左旋转 90 度或选区向左旋转 90 度

向右旋转 90 度、图层向右旋转 90 度或选区向右旋转 90 度

旋转 180 度、图层旋转 180 度或选区旋转 180 度

自定

水平翻转、水平翻转图层或水平翻转选区

垂直翻转、垂直翻转图层或垂直翻转选区

返回页首

旋转或翻转一个项目
自由旋转项目
缩放项目
倾斜或扭曲项目
将透视应用至项目
自由变换项目
将变换应用至背景图层

旋转或翻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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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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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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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照片、图层或选区顺时针旋转四分之一周。

将照片、图层或选区旋转半周。

按指定量旋转项目。如果选择此选项，请输入要旋转项目的角度以及旋转方向。

注：正数则顺时针旋转对象，负数则逆时针旋转对象。

完成后，请单击“确定”。

水平翻转照片、图层或选区。

垂直翻转照片、图层或选区。

旋转图像

自由旋转项目

使用“自由旋转图层”和“自由旋转选区”命令，可以将项目旋转任意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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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使用“自由旋转图层”命令拉直图像并单击“提交”按钮应用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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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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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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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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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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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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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取消变换，请单击“取消”按钮  或按下 Esc。

缩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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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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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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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仅缩放高度或宽度，请拖动边手柄。

在选项栏中分别输入“宽度”、“高度”的百分比或两者均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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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取消变换，请单击“取消”按钮  或按 Esc。

倾斜或扭曲项目

倾斜是对项目应用垂直或水平倾斜。扭曲用于伸展或压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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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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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拖动手柄以倾斜或扭曲定界框。
4.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应用变换，请在定界框内双击，单击“提交”按钮  或按下 Enter。

要取消变换，请单击“取消”按钮  或按下 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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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透视应用于项目

应用透视可创建三维效果的对象外观。

原始图像（左图）和应用透视后的图像（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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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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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定界框上拖动角手柄以应用透视。
4.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提交变换，请在定界框内双击，单击“提交”按钮 ，或按下 Enter。

要取消变换，请单击“取消”按钮  或按下 Esc。

自由变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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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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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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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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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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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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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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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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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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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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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取消变换，请单击“取消”按钮  或按下 Esc。

将变换应用于背景图层

将变换应用于“背景”图层之前，需要将其转换为常规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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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到页首

无限制

使用照片比例

预设大小

注意:

裁剪图像
裁剪到选区边界
自动裁剪建议
使用导线以获取更好的裁剪结果
使用切割器工具
更改画布大小
拉直图像
划分包含多张照片的扫描图像

裁剪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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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剪照片以去除某些分散注意力的背景。

1. 选择裁剪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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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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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将图像大小调整为任意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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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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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宽度”和“高度”框中的值时，“长宽比”菜单会变为“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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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可选）通过执行下列操作之一调整裁剪选框：

要更改预设大小或长宽比，请从选项栏的“长宽比”菜单中选择新的值。

要将选框移到其他位置，请将指针放在定界框中单击并点击拖动或使用箭头键移动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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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调整选框的大小，请拖动手柄。（如果从“长宽比”菜单中选择“无限制”，则可以通过按住 Shift 拖动角手柄缩放来限制比例。）

要互换“宽度”和“高度”值，请单击选项栏中的“互换”图标 。

要旋转选框，请将指针放在定界框外（指针变为弯曲的箭头 ），并拖动。（对于处于位图模式的图像，无法旋转裁剪选框。）

注意：可以通过更改“裁剪”工具首选项来更改颜色和裁剪屏蔽（图像周围的裁剪区域）的不透明度。选择“编辑”>“首选项”>“显示与光标”，并
在“首选项”对话框的“裁剪工具”区域中指定新的“颜色”和“不透明度”值。如果不想在裁剪时看到带颜色的屏蔽，请取消选择“使用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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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提交”按钮以接受裁剪。

裁剪到选区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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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使用任意选择工具，例如“矩形选框”工具 ，以选择需要保留的图像部分。

2. 选取“图像”>“裁剪”。

自动裁剪建议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3 中推出

裁剪工具和技术是照片编辑工作流程的重要部分。自 Photoshop Elements 13 起，裁剪工具自动显示四个可立即使用的建议。您可以从中选择一个最
适合您需要的裁剪建议。您也可以在采用四个建议之一或拒绝所有四个建议之后根据需要继续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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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法则

原始图像

Photoshop Elements 13 推荐的四个建议

使用自动裁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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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鼠标指针悬停在“工具选项”框中的建议上，将显示特定裁剪建议的预览。

使用导线以获取更好的裁剪结果

裁剪工具中提供下列叠加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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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比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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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约束

定义的比例

定义的大小

固定大小

从中心

在图像上创建网格导线。在裁剪图像前使用网格定位对象。

黄金比例为设置对象在照片中的位置提供了指导。沿着网格的线条和交汇点确定照片中对象的位置，使照片具有更好外观。借助黄金比例网
格，您可以确定图像重要部分的位置。例如，处于聚焦点的一只眼睛或一件装饰品或一片叶子将在网格中以同心圆突出显示。

使用“互换”高度和宽度图标旋转网格。根据裁剪框的（高或宽），将显示垂直或水平选项。
在“工具选项”栏中，单击“翻转”以便水平或垂直翻转黄金比例网格。黄金比例裁剪可以顺时针旋转或逆时针旋转。翻转按钮的行为是：
如果在裁剪选项栏中，裁剪尺寸是宽度大于高度，则将显示水平翻转（以图形显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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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界框内部未显示裁剪导线覆盖。

使用切割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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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切割器工具将照片裁剪成有趣的形状。

1. 选择“切割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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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双击一个形状以选择该形状。

4. 设置形状选项：

绘制任意大小或尺寸的形状。

按比例保留裁剪形状的高度和宽度。

将照片裁剪为所选形状的实际大小。

指定已完成形状的精确尺寸。从您提供的高度和宽度设置中选择测量值。

从中心绘制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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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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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修剪图像到包含创建形状的定界框。

5. 在图像中拖动以创建形状的边界并将其移动到图像上期望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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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画布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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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画布大小可为带颜色的边框留出空间。

1. 选择“图像”>“调整大小”>“画布大小”。

2.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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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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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单击锚点图标上的箭头符号指定现有图像将在新画布上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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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直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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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或缩小画布以适合

裁剪以删除背景

裁剪为原始大小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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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晃动可能导致图像对齐不当。例如，日落图片中的水平线可能不完全水平。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您可以重新对齐照片使地平线完全水
平。 可以使用“拉直”工具在垂直或水平方向上重新对齐图像。如有需要，此工具还可以重新调整或裁剪画布以容纳拉直的图像。

手动拉直图像

1. 选择“拉直”工具。

2. 从可用的选项按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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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剪图像以删除在拉直后可见的任意空白背景区域。将剪切一些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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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直并裁剪以删除背景

启用“旋转所有图层”选项时，三个拉直选项被启用。

3. 选择“旋转所有图层”，拉直图像中的所有图层。

4. 要拉直图像，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水平对齐，请在图像中绘制一条直线以代表新直线的水平边缘。例如，您的日落图像中的地平线可能没有完全对齐。 绘制一条与地平线平
行的水平线。

要垂直对齐，请单击起始点、按住 Ctrl 键（Mac 中按住 Command 键）并拖动以描绘新垂直线。例如，在您的图像中，可能房间中的人物
看起来没有完全对齐。按 Ctrl（Mac 中的 Command），画一条与书架的垂直边缘或灯柱相平行的垂直线。

自动拉直图像

要自动拉直图像并在图像周围留出画布，请选择“图像”>“旋转”>“拉直图像”。拉直的图像将包含空白背景的区域，但没有剪切像素。
要自动拉直和裁剪图像，请选择“图像”>“旋转”>“拉直并裁剪图像”。拉直的图像将不包含空白背景区域，但会剪切一些像素。

自动填充空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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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填充边缘选项仅在增大或缩小和原始大小模式下可用。在绘制直线以启用图像拉直之前，请选择“自动填充边缘”复选框。 在绘制此线条时，沿照
片边缘创建的任何空白会以自动和智能方式填充。

划分包含多张照片的扫描图像

如果在平台式扫描仪上一次扫描多张图片，则可以将扫描的图像自动划分和拉直到其组件照片中。照片之间必须具有清晰的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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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从一个页面扫描的图像分为三张单独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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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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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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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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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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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形状轮廓”是新的选择方法，要求用户必须绘制选择的轮廓。

3. 将选择内容粘贴到目标图像。您可以移动或调整选择内容的大小。还可以使用可用的画笔来隐藏/显示选定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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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可以选择以调整色调，以使粘贴的选区和目标图像匹配，使修改看起来更自然。在“自动匹配”模式和滑块之间有多个选项可手动调整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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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化

返回页首

返回页首

锐化概述
锐化图像
使用钝化蒙版滤镜

锐化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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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锐化无法校正严重模糊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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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需要减少图像杂色，请在锐化之前执行，以便不会增加杂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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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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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锐化图像

“自动锐化”命令会增加清晰度或聚焦程度，但不会过度锐化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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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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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锐化

自动锐化图像
选择“增强”>“自动锐化”。

锐化图像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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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笔

大小

强度

对所有图层取样

保护细节

数量

半径

移去

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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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选择锐化工具 。
2. 在选项栏中设置选项：

决定您应用的绘画与图像中现有像素混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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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像素为单位设置画笔大小。拖动“大小”弹出滑块或在文本框中输入大小。

指定每次描边时的锐化程度。

锐化所有可见图层。如果取消选择此选项，则此工具只锐化现用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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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要锐化的图像部分拖动。

精确锐化图像
1. 选择“增强”>“调整锐化程度”。
2. 选中“预览”复选框。
3. 设置以下选项之一锐化图像，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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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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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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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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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更慢的速度处理文件，以便更精确地去除模糊。

使用 USM 锐化滤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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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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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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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钝化蒙版”滤镜可增加对比度以减少模糊度。

1.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图像、图层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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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半径

阈值

2. 选择“增强”>“USM 锐化”。
3. 选择“预览”选项。
4. 设置下列任一选项，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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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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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在认为是边缘像素并进行锐化之前不同像素与周围区域的距离。为了避免产生杂色（例如，在具有肤色的图像中），请试用介于 2 和
20 之间的阈值。默认的阈值 (0) 将锐化图像中的所有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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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智能色调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2 中推出

为照片应用自动智能色调
自动智能色调学习
重置自动智能色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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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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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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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照片应用自动智能色调

1. 打开一张图像，单击增强 > 自动智能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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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移动图像上显示的方向控件以微调结果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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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智能色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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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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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置自动智能色调学习

要重置此自动智能色调功能从您的使用方式和操作学习到的数据，请在“首选项”对话框中单击“常规” > “重置自动智能色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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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相机原始数据图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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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相机原始数据图像文件
处理版本
打开和处理相机原始数据文件
调整相机原始数据文件中的锐度
减少相机原始数据图像中的杂色
存储对相机原始数据图像的更改
在“编辑”工作区中打开一个相机原始数据图像
设置和控件

关于相机原始数据图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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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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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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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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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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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原始图像应用了哪种处理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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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查看对您的原始数据图像所应用的处理版本，可在“Camera 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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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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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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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原始数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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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和处理相机原始数据文件

1.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文件”>“打开”。

2. 通过浏览选择一个或多个相机原始数据文件，然后单击“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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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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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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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要将图像逆时针或顺时针旋转 90°，请单击“旋转图像”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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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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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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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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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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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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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取消调整并关闭该对话框，请单击“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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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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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相机原始数据文件中的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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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将预览图像至少放大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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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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编辑和存储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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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单击“存储图像”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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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选项：

嵌入快速加载数据：在 DNG 文件中嵌入了体积更小的原始图像的副本，以提高原始图像的预览速度。
使用有损压缩：减小 DNG 文件的大小，但会造成质量损失。建议仅用于要被存档的原始图像文件，切勿用于打印或生产（其他用途）。

4. 单击“存储”。

在“编辑”工作区中打开一个相机原始数据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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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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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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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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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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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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调、阴影或高光

饱和度

返回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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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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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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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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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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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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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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合成全景图

返回页首

充分重叠图像

使用一致的焦距

使相机保持水平

保持相同的位置

避免使用扭曲镜头

保持同样的曝光度

返回页首

文件

文件夹

创建 photomerge 全景图
创建 Photomerge 全景图合成
交互式创建 Photomerge 全景图

创建 Photomerge 全景
有关此过程的视频，请参阅 www.adobe.com/go/lrvid923_pse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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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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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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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 Photomerge 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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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照片时，应避免使用相机的缩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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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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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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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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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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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 Photomerge 全景合成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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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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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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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各个图像文件生成 Photomerge 合成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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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单击“添加打开的文件”以使用在“编辑”工作区中打开的图像。

3.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来选择要使用的照片：
单击“添加打开的文件”以使用在“编辑”工作区中打开的图像。

单击“浏览”按钮导航到源文件或源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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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版面

混合图像

晕影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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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选择“版面”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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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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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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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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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齐图层并匹配重叠内容，同时变换（旋转或缩放）任何源图层。

对齐图层并匹配重叠内容，但不变换（伸展或斜切）任何源图像。

选择此选项以在对话框中打开源图像，并手动放置这些源图像。

5. （可选）选择下列任一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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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由于镜头瑕疵或镜头遮光处理不当而导致边缘较暗的图像中去除晕影并执行曝光度补偿。

补偿桶形、枕形或鱼眼失真。

6. 单击“确定”以作为新文件生成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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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动地创建 Photomerge 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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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主“Photomerge”对话框中选择“互动版面”选项以打开“Photomerge”互动对话框。
2.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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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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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将图像拖动到工作区域并手动排列。
4. 排列好合成图像之后，单击“确定”以作为新文件生成全景图。合成图像之后，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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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merge 交互式布局对话框。 
A.灯箱B.工具C.工作区D.选定图像E.状态栏

要进行导航，请选择“移动视图工具”  并在工作区域中拖动。或者，拖动视图区域（红色框）或导航器的滚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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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旋转图像，请选择“选择图像”工具 ，单击要旋转的图像，然后选择“旋转”工具 ，并拖动以环绕图像做圆周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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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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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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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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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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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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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有必要，请使用“选择图像”工具  来调整非消失点图像的位置。选中非消失点图像时，其周围会显示红色的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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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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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返回页首

使用正常高光

使用快速高光

在“导向”模式中重组照片
在“专家”模式中重组照片
重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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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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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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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组前（左图）和重组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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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导向”模式中重组照片

1. 在照片箱中打开要调整大小的照片，然后选择“导向”模式。

2. 在“导向”模式面板中，展开“润色”，并且选择“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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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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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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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指定刷子和照片的大小。

绿色表示标记为保护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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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使用“移去画笔”工具 标记要移去的区域（非重要区域）。

红色表示标记为要移去的区域。

右键单击照片，然后选择“清除所有高亮显示”以抹除保护和未保护的标记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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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

预设

数量

高亮显示肤色

互换高度和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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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拖动图像的手柄或者从预设的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尺寸，以重组您的照片。

在“专家”模式中重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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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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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正常高光

使用快速高光

您可以指定刷子和照片的大小。

绿色表示标记为保护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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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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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键单击照片，然后选择“清除保护区域高亮显示”。

4. 使用“移去画笔”工具 标记要移去的区域（非重要区域）。

红色表示标记为要移去的区域。

右键单击照片，然后选择“清除所有高亮显示”以抹除保护和未保护的标记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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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键单击照片，然后选择“清除移去区域高亮显示”。

您可以指定刷子和照片的大小。

6. 拖动图像手柄 以修改照片。完成后，单击“提交当前操作”图标。

“修改”选项

使用“修改”工具时可使用以下选项。

允许您定义画笔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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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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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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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互换指定的高度值和宽度值。例如，如果已指定下列值：高：10 和宽：15。单击“高度和宽度互换”图标  可交换这两个值。新
的值将变为：高：15 和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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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图像大小和分辨率
关于显示器分辨率
显示已打开文件的图像大小
在屏幕上查看打印尺寸
更改打印尺寸和分辨率而不重定像素
重定图像像素

关于图像大小和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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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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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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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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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图像大小”对话框中查看图像大小和分辨率之间的关系（选择“图像”>“调整大小”>“图像大小”）。一旦更改某一个值，其他两个值会发生相应地
变化。

约束比例使您可以更改图像大小而不改变任何图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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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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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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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大小和分辨率的显示器上显示的 620 x 400 像素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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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打开文件的图像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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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屏幕上查看打印尺寸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选择“视图”>“打印尺寸”。

选择抓手工具或缩放工具，然后单击“工具选项”栏中的“打印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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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打印尺寸和分辨率而不重定图像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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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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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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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选择“图像”>“调整大小”>“图像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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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选择“重定图像像素”以便使用“约束比例”和“缩放样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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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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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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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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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定图像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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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避免需要增加像素取样，请以打印机或输出设备所要求的分辨率扫描或创建图像。如果您要在屏幕上预览更改像素大小的效果或采用不同分辨率
打印校样，请对原文件的副本进行重定图像像素。

104



关键字： 裁剪、图像大小、图像分辨率、润饰、锐化、变换、3D 变换、旋转、倾斜、刻度、Photomerge 合成照片、Photomerge 场景清理
器、Photomerge 脸部、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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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邻近

两次线性

两次立方

两次立方（较平滑）

两次立方（较锐利）

重定图像像素 
A.减少图像像素取样B.原图C.增加图像像素取样 

如果准备将图像用于 Web，则根据像素大小指定图像大小非常有用。

1. 选择“图像”>“调整大小”>“图像大小”。

2. 选择“重定图像像素”并选择一种插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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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品质的方法。

较慢但更为精确的方法，会产生最平滑的色调渐变。

放大图像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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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要保持当前的长宽比，请选择“约束比例”。更改高度时，该选项将自动更新宽度，反之亦然。
4. 在“像素大小”中输入“宽度”值和“高度”值。要输入当前尺寸的百分比值，请选择“百分比”作为度量单位。

图像的新文件大小会出现在“像素大小”旁边，而旧文件大小会显示在括号内。

5. 单击“确定”以更改像素大小并重定图像像素。

为了在制作小图像时获得最佳效果，应缩减像素取样并应用“钝化蒙版”（“增强功能”>“钝化蒙版”）。要制作大图像，请以更高的分辨率重新扫
描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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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工具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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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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所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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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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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选框工具：绘制正方形或矩形选框。

椭圆形选框工具：绘制圆形或椭圆选框工具。

套索工具：以最精确的方式绘制手绘选框。

多边形套索工具：绘制具有多个直边线段的选框。

磁性套索工具：当您在照片上拖动时，绘制自动捕捉边线的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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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棒工具：单击一次即可选择相似颜色的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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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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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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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矩形和椭圆选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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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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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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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索工具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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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从工具箱中选择“套索”工具。

2. （可选）在“工具选项”栏中设置“套索”工具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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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柔化选区边框以使其混合到选区外的区域，请输入羽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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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ft，并在指针变为  时进行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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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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选区 E. 添加到选区 F. 从选区减去 G. 与选区交叉 

1. 从工具箱中选择“多边形套索”工具。

2. （可选）在“工具选项”栏中设置“多边形套索”工具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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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柔化选区边框以使其混合到选区外的区域，请输入羽化值。

要平滑选区的边缘，请选择“消除锯齿”。

3. 在要让第一条直线段开始的位置单击，然后在要让该线段结束且下一条线段开始的位置第二次单击。继续单击以创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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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执行以下步骤之一关闭选区边框：

将指针定位到起点上方，然后单击。当您越过起点时，该指针旁边会显示一个闭合的圆圈。

如果指针没有定位到起点上方，请双击，或按住 Ctrl（Mac OS 中的 Command）的同时单击。直线选区段是从指针到选区起点绘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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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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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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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套索工具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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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从工具箱中选择“磁性套索”工具。

要在“磁性套索”工具选中时在“磁性套索”工具与其他套索工具之间进行切换，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要激活“套索工具”，请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并拖动。

要激活“多边形套索工具”，请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并单击。

2. （可选）在“工具选项”栏中设置“磁性套索”工具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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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柔化选区边框以使其混合到选区外的区域，请输入羽化值。

要平滑选区的边缘，请选择“消除锯齿”。

要指定边缘检测的区域，请输入宽度介于 1 与 256 之间的像素值。该工具只检测从指针开始指定距离以内的边缘。

要更改磁性套索指针以使其指示边缘检测的区域（宽度值），请按 Caps Lock。

要指定磁性套索工具对照片边缘的灵敏度，请为“边对比度”输入一个 1% 到 100% 之间的值。较高的数值将只检测与其周边对比鲜明的边
缘，较低的数值将检测低对比度边缘。

要指定磁性套索工具以什么频度设置紧固点，请为“频率”输入 0 到 100 之间的数值。较高的数值会更快地固定选区边框。

3. 执行以下步骤之一添加选区边框段：

单击边上的点。

按鼠标按钮的同时沿边缘拖动。

选区边框与照片中的边缘对齐。如果边框没有与所需边缘对齐，请单击一次以手动添加点；然后继续描摹边框并根据需要单击点。如果出了
错，请按 Delete 沿着边框擦除点。

4. 执行以下步骤之一关闭选区边框：

要手动关闭边框，请拖动回起点并单击。当您越过起点时，该指针旁边会显示一个闭合的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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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选区 C. 添加到选区 D. 从选区减去 E. 与选区交叉 

1. 选择魔棒工具。

2. （可选）在“工具选项”栏中设置“魔棒”工具选项：

在“容差”中，请输入一个介于 0 到 255 之间的值。输入较低的值以选择与所单击像素非常相似的颜色，或者输入较高的值以选择范围更广的
颜色。

要定义平滑选区边缘，请选择“消除锯齿”。

要使用相同的颜色只选择相邻的区域，请选择“连续的”。如果取消选择此选项，需要在整个照片中选择使用相同颜色的像素。

要使用所有可见图层中的数据选择颜色，请选择“对所有图层取样”。如果取消选择此选项，魔棒工具只能从现有图层选择颜色。

3. 在照片中，单击要选择的颜色。

4. 要添加到选区，请按住 Shift 并单击取消选择的区域。要从选区中删除区域，请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并单击要删除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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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快速选择工具

单击或单击并拖动要选择的区域时，快速选择工具会根据颜色和纹理的相似性进行选择。所进行的标记不必精确，因为快速选择工具会自动和直观地
创建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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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选区 D. 添加到选区 E. 从选区减去 

1. 选择“快速选择画笔”工具。

2. 在“工具选项”栏中，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允许绘制新选区。默认情况下会选择此选项。

允许添加到现有选区。

允许减去现有选区。仅当您进行选择后，此选项才可用。

3. 从选项栏的画笔拾色器中选择画笔笔尖。如果要选择一个大区域，可以使用较大的画笔。为进行更精确地选择，请选择较小的画笔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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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覆盖要选择的对象中的颜色范围的区域上单击或单击并拖动，然后释放鼠标按钮。

此时将出现选区边框。

5.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来微调选区：

要添加到选区，请单击选项栏中的“添加到选区”按钮，并在要添加的区域上单击或单击并拖动。

要从选区中去除一个区域，请单击选项栏中的“从选区中减去”按钮 ，并在要从选区减去的区域上单击或单击并拖动。

要开始新的选区，请单击选项栏中的“新建选区”按钮，并单击或绘制以指定新的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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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选区画笔工具

选区画笔工具以两种方式进行选择：可以在“选择”模式下在要选择的区域上色，也可以在“蒙版”模式下使用半透明叠加在不希望选择的区域上色。

您可以首先使用选框工具、快速选择工具或其他选择工具进行粗选，然后使用选区画笔工具微调选区。您可以在“选择”模式下使用选区画笔工具添加到
选区，或在“蒙版”模式下从选区减去。

选区画笔工具选项

A. 选区画笔 B. 添加到选区 C. 从选区减去 D. 选区弹出 E. 画笔弹出 F. 画笔大小 G. 硬度 H. “调整边缘”对话框按钮 

1. 选择工具箱中的“选区画笔”工具。您可能需要单击工具箱中的快速选择工具并从出现的隐藏工具列表中选择“选区画笔”。

2. 默认状态下，该工具设定为“添加到选区” 。要从选区减去，请单击选项栏中的“从选区减去”。

3. （可选）在“工具选项”栏中选择“选区画笔工具”选项：

从画笔预设弹出式面板中选择画笔。

指定画笔大小。

从“模式”菜单中选择“选择”（以添加到选区）或“蒙版”（以从选区减去）。

将画笔笔尖的硬度设置为 1% 到 100% 之间的值。

如果在选区画笔工具中使用柔边画笔，将“模式”选项更改为“蒙版”可以帮助您查看选区的柔化边缘。

使用“蒙版”模式时，请指定 1% 到 100% 之间的“叠加不透明度”。

使用“蒙版”模式时，请单击“叠加颜色”色板并在拾色器中选择颜色以设置蒙版颜色。这在蒙版颜色（“叠加颜色”）与照片中的颜色过于类似时
非常有用。

4. 在照片中绘制以选择或取消选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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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选择”模式下添加到选区（左图），在“蒙版”模式下从选区减去（右图）

使用魔术提取器

魔术提取器功能在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12 中不可用。

使用魔术提取器可根据指定的前景和背景区域的外观进行准确选择。通过将带有颜色的标记置于要选择的区域中，可以指定这些区域。标记区域并关
闭该对话框后，只有前景区域会出现在照片中。

借助魔术提取器，可以方便地选择人员或对象，以便可以将它们叠加在其他背景上。 例如，您可以从家中骑着自行车的照片中删除您自己，并将其叠
加到在法国旅行的骑自行车游客的照片中。可以将提取的图像另存为可重复使用的文件。

使用魔术提取器

A. 要提取的标有红点的区域 B. 标有蓝点的背景 C. 提取的图像 

1. 打开包含要提取的对象的照片。

2. 要限制“魔术提取器”对话框中显示的内容，请使用“椭圆形”或“矩形”选区工具进行初步选择。

3. 选择“图像”>“魔术提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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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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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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微调的选区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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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1 中，您可以使用“调整边缘”（选择图像的一部分 > 右键单击该选区 > 选择“调整边缘”）对话框对选区进行调整。您也可
以通过单击“选择”>“调整边缘”来打开“调整边缘”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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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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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取消选择。但是，如果使用的是根据单击进行选择的选择工具（如魔棒工
具），则可能会意外地建立其他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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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和拷贝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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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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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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deed.zh
http://help.adobe.com/zh_CN/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helpx.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cn


修改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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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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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选区

进行选择是编辑的重要组成部分。Photoshop Elements 13 包含一个名为“调整选区画笔”的新工具。此工具通过自动检测边缘，可帮助您在选区中添加
或删除区域。

工具的指针是一组两个同心圆。内圆是画笔的大小，外圆则指明要查找边缘的区域。

“选区编辑”工具箱。

1. 使用快速选择工具进行选择

2. 选择“调整选区画笔”工具。将光标放在您的选区内部，内圆在当前边缘，绿色圆形边缘在您希望此边缘对齐的点上。

使用此工具的要点：

有四种模式可用：添加、减去、推动和平滑

添加 ( ) 和减去 ( ) 模式用于手动添加和减去选区

通过推动 ( ) 模式：
将光标放在选区内将在外圆内展开选区至与找到的第一个图像边缘对齐

将光标放在选区外将在外圆内缩小选区至与找到的第一个图像边缘对齐

平滑 ( ) 模式将帮助您对所作的选择进行平滑

3. 根据您在步骤 2 中选择的模式，选区将根据需要扩大、缩小或微调。

在本例中，围绕模特的面颊（左图）选择了其他区域。使用“调整选区画笔”工具的减去模式，选定区域被缩小以便仅选择模特的面部（右图）。

A. 围绕模特的面颊选择了其他区域。B. 使用“调整选区画笔”工具的“减去”模式，选定区域被缩小以便仅选择模特的面部（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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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消除锯齿和羽化功能使选区边缘变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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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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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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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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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选区

添加到选区

从选区减去

与选区交叉

转到页首

添加到选区

从选区减去

与选区交叉

将存储的选区替换为当前选区。

将当前选区添加到存储的选区。

从存储的选区中减去当前选区。

将存储的选区替换为当前选区与存储的选区之间的交叉选区。

还可以通过载入存储的选区并使用选择工具来修改该选区，以添加到其中（按住 Shift 并拖动）或从中减去（在 Windows 中，按住 Alt 并拖
动；在 Mac 中，按住 Option 并拖动）。（请参阅添加到选区或从选区减去。）

使用存储的选区修改新的选区

1. 在“编辑”工作区中，打开包含存储的选区的照片。

2. 在照片中建立新的选区。

3. 选择“选择”>“载入选区”。

4. 从“选区”菜单中选择一个存储的选区。

5. 选择以下操作之一：

将存储的选区添加到当前选区。

从当前选区中减去存储的选区。

将当前选区替换为当前选区与存储的选区之间的交叉选区。

6. 要使所选区域反相，请选择“反相”并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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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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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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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颜色
HSB 模型
RGB 模型
色轮

在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中，可以使用两个颜色模型来处理颜色。一种模型基于人眼看到颜色的方式 - 色相、饱和度和亮度 (HSB)，而其他
模型基于计算机显示器显示颜色的方式（以红色、绿色和蓝色或 RGB 的数量表示）。色轮是另一种可帮助您了解颜色之间关系的工具。 Photoshop
Elements 提供了四种确定图像中所显示颜色数量的图像模式：RGB、位图、灰度和索引颜色。

关于颜色

人类的眼睛以 3 种特性来感知颜色，即色相、饱和度和亮度 (HSB)，而计算机的显示器通过生成各种数量的红色、绿色和蓝色 (RGB) 光来显示颜色。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使用 HSB 和 RGB 颜色模型来选择和处理颜色。色轮可以帮助您了解颜色之间的关系。

HSB 模型
HSB 模型以人类对颜色的感觉为基础，描述了颜色的 3 种基本特性：

色相 从物体反射或透过物体传播的颜色。在 0 到 360 度的标准色轮上，按位置度量色相。在通常的使用中，色相由颜色名称标识，如红色、橙色或绿
色。

饱和度 颜色的强度或纯度。饱和度，有时称为色度，它表示色相中灰色量所占的比例，使用从 0%（灰色）至 100%（完全饱和）的百分比来度量。
在标准色轮上，饱和度从中心到边缘递增。

亮度 颜色的相对明暗程度，通常使用从 0%（黑色）至 100%（白色）的百分比来度量。
尽管可以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使用 HSB 模型在“拾色器”对话框中定义颜色，但是无法使用 HSB 模式来创建或编辑图像。

Adobe 拾色器中的 HSB 视图

A.  饱和度 B.  色相 C.  亮度

RGB 模型
绝大多数可见光谱可用红色、绿色和蓝色 (RGB) 光的不同比例和强度的混合来表示。这 3 种颜色称为加色原色。将红色、绿色和蓝色的光加在一起便
成了白光。在两种颜色重叠区域，会产生青色、洋红色或黄色。

加色原色用于光照、视频和显示器。例如，显示器通过红色、绿色和蓝色荧光粉发射光线产生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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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色 (RGB)。
A. 红色 B. 绿色 C. 蓝色 D. 黄色 E. 洋红色 F. 青色

色轮

色轮是了解和记住颜色之间关系的一种简单方法。红色、绿色和蓝色是加色原色。青色、洋红色和黄色是减色原色。直接贯穿每个加色原色的是它的
补色：红-青、绿-洋红和蓝-黄。

每个减色原色由两种加色原色形成，但不是它的补色。因此，如果您增加了图像中原色的数量，则应该减少其补色数量。例如，黄色由绿色和红色的
光形成，因此黄色中没有蓝色光。当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调整黄色时，更改蓝色通道中的颜色值。通过向图像中添加蓝色来减少图像中的黄色。

色轮。
A. 洋红色 B. 红色 C. 黄色 D. 绿色 E. 青色 F. 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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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和色调校正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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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

导向

专家

相机原始数据

转到页首

颜色校正概述
在“快速”模式中校正颜色
在“专家”模式中校正颜色
自动纠正光照和颜色
关于直方图
查看直方图

颜色校正概述

Photoshop Elements 提供几种工具和命令，用于修复照片中的色调范围、颜色和锐化程度，以及去除污点或其他瑕疵。根据您的经验和需要，您可以
在 3 种工作区中的任何一种工作区中工作。

如果您对数码成像的了解有限，则最好使用“快速”模式来修复照片。还有很多基本工具，都可以用于校正颜色和光照。

如果您刚开始学习数码成像和 Photoshop Elements，则可以使用“导向编辑”来指导您完成颜色校正任务。这也是一种增加对工作流程的了解的好
方法。

如果您以前处理过图像，您会发现“专家”模式提供了更灵活、功能更强大的图像校正环境。它还包含光照和颜色校正命令，以及用于修复图像瑕
疵、进行选择、添加文本以及在图像上绘画的工具。

当使用某些调整命令时，您可以直接调整图像像素。或者使用调整图层进行非破坏性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轻松调节直到调整好图像为止。
在此模式中，“智能画笔”工具和“细节智能画笔”工具可为您所应用的校正自动创建调整图层。请参阅应用“智能画笔”工具。

如果采用相机的原始数据格式拍摄数码图像，则可以在“相机原始数据”对话框中打开并校正原始数据文件。由于相机尚未处理原始数据
文件，您可以调整颜色和曝光以改进图像。通常，您可能不需要进行 Photoshop Elements 的其他调整。 要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相机原始
数据文件，首先要以支持的文件格式存储它们。

在“快速”模式中校正颜色

有关使用快速模式的视频，请参阅www.adobe.com/go/lrvid905_pse_cn。

“快速”模式为您方便地整理出 Photoshop Elements 中许多基本的照片修复工具。 在“快速”模式中工作时，限制应用于照片的颜色和光照控件的数目。
一般情况下，在照片中只能使用一个“自动”控件。如果该控件未达到您要的效果，请单击“重置”按钮并尝试另一个控件。您还可以使用滑块控件来调整
图像，无论您是否已使用“自动”控件。最后在图像上执行锐化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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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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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修复

曝光度

对比度

颜色

平衡

4. 要以 90°增量逆时针旋转图像（向左旋转），请单击任务栏中的“旋转”按钮。要顺时针方向旋转图像，请单击“旋转”按钮旁边的箭头，然后单击
向右旋转按钮。

5. 选择一个图像修复控件（例如，色阶、颜色、对比度）。 如果控件具有附加选项（例如，“颜色”控件包含“饱和度”、“色相”、和“振动”选项卡），
选择相应的选项卡修复图像的某个方面。

6. 要应用修复，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使用滑块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预览对照片的调整，或在滑块旁边的文本框中输入值。

将鼠标悬停在缩览图上方可预览对照片所做的调整。单击缩览图可临时在图像上应用调整。

若要使用预览作为起点微调图片，请在预览缩览图上单击并按住鼠标按钮，然后向右或向左拖动。

注意：当您按顺序应用修复时，一旦您跳转到新的控件，所有之前的修复将会自动应用。例如，如果您从“平衡”控件跳转到“曝光度”控
件，您在“平衡”控件中执行的任何修改将被自动应用。

7. 要还原修复或重置图片，请执行下列操作：

要在仍然处于同一个控件中时取消应用的修复，请按 Ctrl + Z，或在菜单栏中单击“编辑”>“还原”。

注意：如果您执行了一系列修复（例如，曝光度、平衡、和对比度），则不可能撤销修复“平衡”这一步骤中执行的更改。您只能撤销你目
前所在的控件

要取消应用与图片的所有修复，请单击重置。图片还原到当前编辑会话的最初状态。

“快速”模式工具

若要使用预览作为起点微调图片，请单击并按住鼠标按钮，然后向右或向左拖动。

“快速”模式提供以下工具来精修您的照片：

调整光照和颜色。“智能修复”可校正总体色彩平衡并提高阴影和高光细节（如有必要）。
自动

自动调整图像以应用最佳的设置值。

调整总体图片亮度。 使用此控件以确保您正在查看的图像为想要的亮度。

调整图像的总体对比度，并且有时会影响它的颜色。如果图像需要更高的对比度且有色偏，则可以使用以下两个选项：

自动色阶和自动对比度

“自动色阶和自动对比度”选项作用方式为单独映射每个颜色通道中的最亮像素和最暗像素到单色。要应用设置，请单击上述任一选项旁边的“自
动”按钮。（请参阅 关于色阶调整或调整色阶导向编辑。）

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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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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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化

缩放工具

抓手工具

快速选择工具

裁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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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温

拖动滑块使颜色更暖（红）或者更冷（蓝）。使用此控件可以增强日落或肤色效果，或者在照相机设置的色彩平衡关闭时使用。

色调

拖动滑块以加深绿色或者洋红色。使用“色温”控件后，请使用此控件对颜色进行微调。

调整图像的锐化程度。单击“自动”以使用默认的锐化量。
锐化

拖动滑块以改变锐化量。将预览缩放到 100%，从而获得正在尝试应用的锐化量的更准确的视图。

使用润色按钮修复照片

“快速”模式中可使用润色按钮，位于修改面板。这些按钮使您能够在所选图像部分应用校正和调整。红眼去除工具、污点修复工具和修复画笔工具可修
改相同的图层。美白牙齿工具可创建和使用新调整的图层。此外，文本工具创建用于编辑的新图层。因此，部分工具不能永久地编辑图像图层上的信
息。您可以随时更改调整设置，不用担心会破坏原始图像。“美白牙齿”润色按钮应用在“智能画笔”工具中发现的调整。请参阅 使用智能画笔工具调整颜
色和色调和关于调整和填充图层。

1. 在“快速”模式中，执行下列任意操作：

单击“红眼去除”按钮以消除照片中的红眼。此工具可消除闪光照片中人物的红眼。在图像中要修复的眼睛周围拖动工具，或单击选项栏中
的“自动”按钮。请参阅精确去除红眼。

单击“美白牙齿”按钮，在图像中应用美白牙齿。在要美白的牙齿所在的图像区域中拖动。

2. （可选）如果您执行了“美白牙齿”调整，您可以执行以下任何操作：

要将调整添加到照片中的其它部分，请单击“添加到选区”按钮 ，并在图像中拖动。

要从一部分照片中删除调整，请单击“从选区中减去”按钮 ，然后在图像中拖动。

“快速”模式选项

设置预览图像的放大率。控件和选项的工作方式与工具箱中的缩放工具一样。（请参阅放大和缩小。）

如果看不到整个图像，则在预览窗口中左右移动图像。当选中另一个工具时，按下空格键可访问抓手工具。

根据您单击或拖动工具的位置，选择图像中的区域。（请参阅使用“快速选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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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专家”模式中校正颜色

如果您以前处理过图像，您会发现 Photoshop Elements 提供了更灵活、功能更强大的图像校正环境。它包含光照和颜色校正命令，以及用于修复图像
瑕疵、进行选择、添加文本以及为图像上色的工具。当使用某些调整命令时，您可以直接调整图像像素。或者使用调整图层进行非破坏性的调整，在
这种情况下，您可以轻松调节直到调整好图像为止。“智能画笔”工具 和“细节智能画笔”工具会在应用校正时自动创建调整图层。请参阅应用智能画笔工
具或关于调整和填充图层。

当您处理照片时，请执行适用于图像的以下任务。并非每个图像都需要所有任务，但是下表列出了通常推荐的工作流程：

指定颜色管理选项。

指定颜色管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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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智能修复

以 100% 的比例查看图像，也可根据需要进行裁剪。

进行任何颜色校正之前，请以 100% 的缩放百分比查看图像。在 100% 的比例下, Photoshop Elements 最准确地显示图像。 还可以检查图像是否存在
瑕疵，如污点和划痕。 如果您打算裁剪文件，则立即执行以减少内存要求，确保直方图只使用相关的信息。 在裁剪图像之前，使用缩放工具缩小图像
可以优化视图，以便裁剪正确居中的选区。

检查扫描品质和色调范围。

查看图像的直方图，评价图像是否有足够的细节可以生成高品质的输出。

根据需要调整图像大小。

如果要在其他应用程序或项目中使用该图像，则将图像调整为所需的大小。如果要打印该图像或在 Photoshop Elements 项目中使用该图像，则通常不
必调整其大小。（请参阅关于图像大小和分辨率。）

调整高光和阴影。

通过调整图像中极限高光和阴影像素的值（也称为色调范围）开始校正。设置总体色调范围可应用于整个图像中尽可能多的细节。此过程称为设置高
光和阴影或设置白场和黑场。（请参阅关于色阶调整或调整色阶导向编辑。）

调整色彩平衡。

校正色调范围之后，可以调整图像的颜色平衡以去除不希望出现的色偏或校正过度饱和或不饱和的颜色。借助一些 Photoshop Elements 自动命令，在
一个步骤中同时校正色调范围和颜色。（请参阅调整饱和度和色调。）

进行其他特殊颜色调整。

校正了图像的整体色彩平衡之后，可以进行可选的调整以增强颜色。例如，您可以增加饱和度使图像中的颜色更鲜明。

润饰图像。

使用润饰工具（如污点修复画笔）去除图像中的任何污点或瑕疵。（请参阅去除污点和细小的不完美处。）

锐化图像的清晰度。

作为最后一步，锐化图像中边缘的清晰度。该过程有助于恢复色调调整可能会减少的细节和锐化程度。（请参见锐化概述。）

自动纠正光照和颜色

Photoshop Elements 在“快速”模式和“专家”模式中提供几种自动光照和颜色校正命令。您选择的命令取决于图像的需要。

您可以体验每个自动命令。如果您不喜欢一个命令的效果，可以选择“编辑”>“还原”以还原该命令，然后尝试其他命令。您很少需要使用多个自动命令
来修复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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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从“增强”菜单中选择下列命令之一：

校正总体色彩平衡并提高阴影和高光细节（如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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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锐化

自动修复红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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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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方图面板

A. “通道”菜单 B. 面板菜单 C. “不使用高速缓存的刷新”按钮 D. “高速缓存数据警告”图标 E. 统计 

如果很多像素聚集在图表的阴影或高光端，则可能表明阴影或高光中的图像细节可能会被剪切掉，从而显示为纯黑色或纯白色。几乎没有方法可以恢
复此类图像。如果您使用扫描的图像，则可以尝试重新扫描以生成更合适的色调范围。如果您的数码相机可以显示图像直方图，则检查该直方图，看
曝光是否正确，如有必要，调整曝光。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相机文档。

如果阴影和高光中没有某些像素，则直方图可能会显示图像未使用全部可用的色调范围。您可以使用“色阶”命令或者“增强”>“自动” 命令之一来扩展色
调范围，以便修复具有有限的色调范围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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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图像

所选图层

复合图像调整

RGB

红色、绿色和蓝色

明度

颜色

平均值

标准偏差 (Std Dev)

如何读取直方图

A. 具有剪切的高光的过度曝光照片 B. 具有全色调的正确曝光的照片 C. 具有剪切的阴影的曝光不足的照片 

查看直方图

1. 如果面板箱中没有打开“直方图”面板，请选择“窗口”>“直方图”。

2. 从“源”菜单中选择直方图显示的来源：

显示整个图像的直方图，包括多层文档中的所有图层。

显示“图层”面板中所选图层的直方图。

显示在“图层”面板中选定的调整图层（包括调整图层下面的所有图层）的直方图。

3. 若要查看一部分图像的直方图，请在图像中进行选择，然后从“通道”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显示的直方图为位于彼此顶部的各个颜色通道的组成成分。

显示各个颜色通道的直方图。

显示表示复合通道亮度或强度值的直方图。

显示各个颜色的复合 RGB 直方图。红色、绿色和蓝色表示这些通道中的像素。青色、洋红色和黄色表示两个通道的直方图重叠的位置。
灰色表示所有 3 个颜色通道直方图重叠的区域。

灰度图像有单个通道选项： 灰色。

4. 要查看有关值范围的下列统计信息，请在直方图中拖动，并按住鼠标按钮以突出显示该范围。要查看有关直方图特定区域的信息，请将指针置于
该区域之上：

表示平均强度值。

表示亮度值的变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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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中间值

像素

级别

数量

百分位

高速缓存级别

显示强度值范围内的中间值。

表示用于计算直方图的像素总数。

显示指针下面的区域的亮度级别。

显示指针下面强度级别的像素总数。

显示等于或低于指针下面级别的像素百分比。该值表示为图像中所有像素的百分数，从最左侧的 0% 到最右侧的 100%。

显示图像缓存的设置。如果在“首选项”对话框中选中“对直方图使用缓存”，则 Photoshop Elements 更快速地显示直方图，但不太
精确。要显示更精确的直方图，请取消选择该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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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饱和度和色相

返回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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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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相机原始数据图像文件
处理版本
打开和处理相机原始数据文件
调整相机原始数据文件中的锐度
减少相机原始数据图像中的杂色
存储对相机原始数据图像的更改
在“编辑”工作区中打开一个相机原始数据图像
设置和控件

关于相机原始数据图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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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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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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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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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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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原始图像应用了哪种处理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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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查看对您的原始数据图像所应用的处理版本，可在“Camera 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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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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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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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原始数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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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和处理相机原始数据文件

1. 在“编辑”工作区中，选择“文件”>“打开”。

2. 通过浏览选择一个或多个相机原始数据文件，然后单击“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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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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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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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要将图像逆时针或顺时针旋转 90°，请单击“旋转图像”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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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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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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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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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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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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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取消调整并关闭该对话框，请单击“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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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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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相机原始数据文件中的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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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将预览图像至少放大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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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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编辑和存储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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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单击“存储图像”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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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选项：

嵌入快速加载数据：在 DNG 文件中嵌入了体积更小的原始图像的副本，以提高原始图像的预览速度。
使用有损压缩：减小 DNG 文件的大小，但会造成质量损失。建议仅用于要被存档的原始图像文件，切勿用于打印或生产（其他用途）。

4. 单击“存储”。

在“编辑”工作区中打开一个相机原始数据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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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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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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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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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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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http://help.adobe.com/zh_CN/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helpx.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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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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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调

返回页首

曝光度

对比度

恢复

高光

阴影

白色

黑色

A. 向右移动“色温”滑块可校正光线色温较高时拍摄的照片。 B. 向左移动“色温”滑块可校正光线色温较低时拍摄的照片。 C. 调整色温之后的照片。

微调白平衡来补偿绿色或洋红色调。向左移动滑块（负值）可给照片添加绿色；向右移动滑块（正值）可添加洋红色。

提示：要快速调整白平衡，请选择白平衡工具，然后点按预览图像中应为中性灰色或白色的区域。“色温”和“色调”滑块将自动进行调整，以使所选的颜
色完全为中性色（如果可能）。如果要单击白色，请选择包含大量白色细节的高光区域，而不选择镜面高光区域。

使用“白平衡”单击中性白色区域和输出校正

相机原始数据文件中的色调和图像调整

调整图像的亮度或暗度。 将滑块向左移动可使图像变暗；向右移动可使图像变亮。该值的增量与光圈大小相等。调整 +1.50 的效果与将光圈
加宽 1.5 圈的效果一样。同样，-1.50 的调整与将光圈减小 1.5 圈一样。
提示：按住 Alt（Mac 中的 Option 键）的同时移动“曝光度”滑块，可以预览剪切高光的位置。（剪切是将像素值移至最高的高光值或最低的阴影值。
被剪切的区域要么完全为白色，要么完全为黑色，不带任何图像细节。） 移动滑块，直到完全剪切掉高光（不是镜面高光），然后再往回稍作调整。
黑色表示未剪切的区域，彩色表示只在一个或两个通道中剪切的区域。

按住 Alt（Mac 中的 Option 键）的同时移动“曝光度”滑块，可以显示剪切的高光。

调整图像的中间调。该值越大，图像的中间调对比度越高；该值越小，图像的对比度越低。通常可以在设置“曝光度”、“阴影”和“亮度”值之后，
使用“对比度”滑块调整中间调的对比度。

尝试从高光恢复细节。“相机原始数据”可以从将一个或两个颜色通道剪切为白色的区域中重建一些细节。

恢复图像中过度曝光的高光区域的细节。

恢复图像中曝光不足的阴影区域的细节。

调整图像的高光。

调整图像中的阴影和曝光不足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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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度

振动

饱和度

补光

黑色

亮度

锐化

减少杂色

相机配置文件

锐化图像中边缘的清晰度。 该过程有助于恢复可能由色调调整导致减少的细节和锐化程度。

调整饱和度，以便颜色接近完全饱和度时使剪切最小化，从而在对高饱和颜色的影响较小的情况下更改所有低饱和颜色的饱和度。振动还可以防
止肤色过饱和。

调整图像的色彩饱和度，范围从 -100（纯单色）到 +100（饱和度加倍）。

尝试从阴影恢复细节，而不用使黑色变亮。“相机原始数据”可以从将一个或两个颜色通道剪切为黑色的区域中重建一些细节。使用“补光”类似于
使用 Photoshop 的“阴影/高光”滤镜或 After Effects 的“阴影/高光”效果的阴影部分。

指定将在最终图像中映射为黑色的输入色阶。增加“黑色”可以扩展映射为黑色的区域。有时，这会使图像的对比度看起来更高。在阴影中进行的
更改最大，而在中间调和高光中进行的更改要小得多。使用“黑色”滑块类似于在使用 Photoshop 的“色阶”命令或 After Effects 的“色阶”效果时使用输入
色阶的黑场滑块。

调整图像亮度的效果与“曝光度”滑块的作用一样。当您向右移动滑块时，亮度压缩高光并扩展阴影。亮度不剪切图像高光（完全为白色、无细节
的区域）或阴影（完全为黑色、无细节的区域）。通常可以在通过“曝光度”和“阴影”滑块设置白场及黑场剪切之后，使用“亮度”滑块来调整总体亮度。

锐化可增强图像中的边缘定义。“细节”面板中的其他可用控件。 要查看这些控件的效果，请将缩放水平设置为 100% 或更大。

数量：调整边缘定义。增加“数量”值可增大锐化程度。如果值为零，则会关闭锐化。通常，为了使图像看起来更清晰，可将“数量”值设低一些。调
整功能可以根据指定的阈值查找与周围像素不同的像素，并为像素的对比度增加指定的数量。

半径：调整应用锐化的细节大小。具备精细细节的照片可能需要较低的半径设置。具备较高细节的照片可以使用较大的半径。使用太大的半径通
常会产生不自然的效果。

细节：调整在图像中锐化的高频信息量以及锐化处理强调边缘的程度。较低的设置主要锐化边缘，从而去除模糊。 对于使图像中的纹理更加显
著，较高的值非常有用。

蒙版：控制边缘蒙版。如果设置为零，则图像中的所有内容都会收到相同的锐化量。 如果设置为 100，则锐化大部分被限制到最强边缘附近的区
域。

调整图像的色彩饱和度，范围从 -100（纯单色）到 +100（饱和度加倍）。
亮度：调整灰度杂色。

亮度细节：控制亮度杂色阈值。对杂色照片有用。 较高的值可保留更多细节但可导致更多杂色效果。较低的值可使输出更整洁但会去除一些细
节。

亮度对比度：控制亮度对比度。对杂色照片有用。 较高的值可保留对比度但可导致杂色斑点或斑纹。较低的值可使输出更平滑但对比度较低。
颜色：调整色度杂色。

颜色细节：控制颜色杂色阈值。较高的值可保护窄而精细的颜色边缘但会导致颜色斑点。较低的值可消除颜色斑点但会导致颜色出血。

选择 Adobe Camera Raw (ACR) 配置文件。对于所支持的每种相机型号，Camera Raw 均使用配置文件来处理原始数据图像。要
从“相机校准”选项卡中提供的各种相机配置文件中进行选择，请选择 ACR 4.4、ACR 2.4 或 Adobe Standard。对于某些相机而言，版本号越高表示相
机配置文件越新越完善。您可能希望选择较低的版本号，以便与旧图像保持一致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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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色偏

返回页首

注意：

中间调、阴影或高光

饱和度

返回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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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返回页首

返回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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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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图像模式
将图像转换为位图模式
将位图模式图像转换为灰度模式
将图像转换成索引颜色
编辑索引颜色表中的颜色
为索引颜色表中的单个颜色指定透明度
使用预定义的索引颜色表
存储或载入索引颜色表

关于图像模式

一种图像模式，用于确定可以显示在图像中而且影响图像文件大小的颜色数量。Photoshop Elements 提供 4 种图像模式： RGB、位图、灰度和索引
颜色。

图像模式
A. 位图模式 B. 灰度模式 C. 索引颜色模式 D. RGB 模式

位图模式 使用两种颜色值（黑色或白色）之一表示图像中的像素。位图模式下的图像由于其位深度为 1 而被称为 1 位图像。
灰度模式 使用高达 256 级的灰度。灰度图像为 8 位图像。灰度图像中的每个像素都有一个从 0（黑色）到 255（白色）之间的亮度值。 灰度值也可
以用黑色油墨覆盖的百分比来度量（0% 等于白色，100% 等于黑色）。
索引颜色模式 使用多达 256 种颜色。索引颜色图像为 8 位图像。 当转换为索引颜色时，Photoshop Elements 将构建一个颜色查找表 (CLUT)，用以
存储和索引图像中的颜色。 如果该表中没有原图像中的某种颜色，则程序将选择最接近的一种，或使用现有颜色来模拟该颜色。通过限制颜色面板，
索引颜色可以在保持视觉品质的同时减小文件大小，例如，网页。在这种模式下只能进行有限的编辑。要进一步进行编辑，应临时转换为 RGB 模
式。
当在“编辑”工作区中为图像选择一个不同的颜色模式（“图像”>“模式”>“[图像模式]）时，将永久更改图像中的颜色值。您可能由于以下原因要转换为其
他模式。 例如，您可能有一个旧的灰度模式扫描照片，并想在其中添加颜色，因此需要将其转换为 RGB 模式。 在转换图像之前，最好执行下列操
作：

尽可能在 RGB 模式中进行编辑。

在转换之前存储副本。请务必存储包含所有图层的图像副本，以便在转换后编辑图像的原版本。

在转换之前拼合文件。当模式更改时，图层混合模式之间的颜色相互作用也将更改。

注： 当您将其转换为位图或索引颜色模式时，将自动丢弃隐藏图层并拼合图像，原因是这些模式不支持图层。

RGB 颜色模式 新的 Photoshop Elements 图像以及来自您的数码相机的图像的默认模式。 在 RGB 模式中，为红色、绿色和蓝色成分分别指定每个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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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返回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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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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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

十个可用效果，每个具有五种不同版本。通过应用效果转变您的照片。可用“效果”的可单击缩略图为实时预览，用户可以借此了解应用到图像上的效
果，无需真正将效果应用到图像上。可用效果有黑白、复古外观以及跨流程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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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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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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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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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效果、纹理或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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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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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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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可选）切换到“专家”模式以修改图像上使用的效果、纹理或边框。 在“快速”模式中应用的修改在单独的图层中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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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模式

转到页首

导向模式为您提供了导向编辑，其界面类似于向导界面，可完成特定的预定义效果。 每个导向编辑都有关联的图像，当您将鼠标指针置于其上时，该
图像将显示应用的效果。

导向模式功能分为三个类别：

润色

亮度和对比度导向编辑

校正肤色导向编辑

裁剪照片导向编辑

增强颜色导向编辑

色阶导向编辑

变亮或变暗导向编辑

完美人像导向编辑

去除色偏导向编辑

修复老照片导向编辑

旋转和/或拉直导向编辑
润色照片导向编辑

锐化导向编辑

照片效果

高色调导向编辑

线条画导向编辑

暗色调导向编辑

老照片导向编辑

饱和正片效果导向编辑

相机效果

景深效果

Lomo 相机效果导向编辑
应用奥顿效果

移轴导向编辑

晕影效果导向编辑

缩放爆炸效果导向编辑

照片播放

出界导向编辑

波普艺术导向编辑

拼图效果导向编辑

重新组合导向编辑

反射导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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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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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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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a. 单击“特殊模糊”使外观平滑并去除褶皱。有关特殊模糊控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特殊模糊。

b. 单击“显示原图”。在模糊皮肤下显示原始皮肤后，使用“模糊”画笔对需要进行处理的平滑皮肤进行粉刷。

c. 单击“增加对比度”来添加清晰度。

3. 增强面部功能。

a. 单击“污点修复工具”来修复小的瑕疵。要使用污点修复画笔，请参阅去除污点和小瑕疵。

b. 单击“红眼去除”工具以精确去除红眼。请参阅精确去除红眼。

c. 单击“加亮眼睛”以使眼睛变亮。

d. 单击“使眉毛变暗”以使睫毛和眉毛变暗。请参阅快速变亮或变暗隔离区域。

e. 单击“美白牙齿”工具使牙齿变白。

4. 添加特殊修饰功能

a. 单击“添加发光”。调整滑块直到达到理想效果。

b. 单击“瘦身”。

每次单击都会强化效果。

去除色偏导向编辑

使用“去除色偏”导向编辑校正图像的色偏。

您可以仅查看效果图，或以垂直或水平方式查看原图和效果图。

有关色偏校正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色偏校正。

修复老照片导向编辑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2 中推出

由于天气、纸质或保护不当的影响，照片会随时间推移而损坏。对损坏照片数字化后，可以使用多种工具修复照片，去除上面的裂痕、褪色、污点和
其他瑕疵。修复老照片导向编辑可引导您逐步完成此过程，为您提供修复照片过程中所需的所有工具。

1. 使用裁剪 (C) 工具和旋转裁切帧确定要修复的照片部分。

2. 使用污点修复工具修复较小污点、线条和裂缝。

3. 使用修复画笔工具利用同张照片上未损坏的部分修复照片上损坏的部分。按住 Alt 单击照片上的合适部分，然后拖动此部分至照片上损坏的部
分。

4. 使用仿制图章工具将照片的一部分复制到另一部分。要修复照片的某些部分，请按住 Alt + 单击源区域，然后在损坏的区域上拖动。

5. 使用模糊工具，可消除照片上的颗粒。

6. 使用去尘工具，可修复较小的线条、尘印和其他瑕疵.

7. 使用可用的按钮应用与色阶、对比度和颜色相关的校正。只需单击即可将照片转换为黑白图像。

8. 使用锐化工具增强最终效果照片的清晰度。

旋转和/或拉直导向编辑

使用“旋转和/或拉直照片”导向编辑以 90 度增量旋转图片或在图像上绘制一条贯穿直线将其重新对齐。

您可以仅查看效果图，或以垂直或水平方式查看原图和效果图。

有关旋转图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旋转或翻转项目。

有关拉直图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拉直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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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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机效果

景深效果

“景深”效果允许您通过模糊图像的剩余部分来聚焦于图像中的选定区域。

简单方法

在该方法中，将创建背景图层的副本并对其应用统一模糊。选择要关注的选定区域。 您可以自定义应用到图像剩余部分的模糊度。

1. 在导向模式的“照片效果”中，单击“景深”。

2. 单击“简单”。

3. 单击“添加模糊”。将会对整个图像应用统一程度的模糊效果。

4. 要定义聚焦区域，请单击“添加聚焦区域”，然后在您要聚焦的图像区域上拖动光标。

5. 要自定义图像剩余部分的模糊程度，拖动“模糊”滑块直到您获得了所需的模糊效果。

自定义方法

使用此方法时，您可以使用快速选择工具选择要聚焦的对象。模糊效果将会被应用到图像中的未选中区域。您可以自定义应用到图像剩余部分的模糊
度。

1. 在导向模式的“照片效果”中，单击“景深”。

2. 单击“自定义”。

3. 单击“快速选择”工具，然后移动到您要聚焦的图像区域上面。

4. 单击“添加模糊”。统一的模糊效果将被应用到图像的剩余部分。

5. 要自定义图像剩余部分的模糊程度，拖动“模糊”滑块直到您获得了所需的模糊效果。

Lomo 相机效果导向编辑

在“导向编辑”中，应用 Lomo 相机的效果。

1. 在照片效果中，选择“Lomo 相机效果”。

2. 单击“交叉处理图像”。

3. 单击“应用晕影”。

每次单击“交叉处理图像”或“应用晕影”时，Photoshop Elements 都会强化上次应用的效果。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单击“复位”删除所有应用的效果并
恢复原始图像。

164

http://helpx.adobe.com/cn/photoshop-elements/using/sharpening.html#sharpening_overview
http://helpx.adobe.com/cn/photoshop-elements/using/sharpening.html#sharpen_an_image


应用奥顿效果

奥顿效果可为照片添加梦幻般的效果。

1. 在“导向”模式的“照片效果”中，单击“景深”。

2. 在“创建奥顿效果”面板中，单击“添加奥顿效果”。

3. 根据您的要求编辑以下参数：

增加模糊度

指定散焦图层中的模糊量。

增加噪度

添加杂色到变模糊的图层。

应用亮度

增加模糊图层的亮度。

使用编辑器中的缩放选项确定如何将效果应用到照片中的不同区域。

移轴导向编辑

应用移轴效果，以强调您照片上某个方面或某个对象，同时有选择性地取消对照片中其他事物的关注。移轴效果也可产生要在照片上形成的伪微型画
效果。

应用移轴效果（左）之前和之后的图片

1. 打开照片，在“导向编辑”面板中单击“照片效果” > “移轴”。

2. 单击“添加移轴”将基本效果应用到照片。 照片将模糊显示。

3. 单击“修改关注区域”，然后在图像上单击并拖动，以指定要在锐聚焦中显示的区域。

4. 要试验更多的效果，请单击“调整效果”并修改：

模糊：增加应用到照片的模糊强度。

对比度：增加或减少照片的对比度级别。

饱和度：增加或减少照片的颜色饱和度级别

5. 单击“完成”以应用效果，或单击“取消”返回到“导向编辑”面板。

晕影效果导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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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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2 中推出

缩放爆炸效果可以产生一种运动错觉，将注意力引至照片的中心对象。通常，在快门打开时，手动放大对象可以产生此效果。

1. 使用裁剪工具，通过某种方式裁剪您的图像使聚焦主要对象。

2. 使用缩放爆炸按钮，以将选定的径向模糊效果应用到图像上。此效果可产生一种运动错觉。

3. 使用添加聚焦区域按钮，以添加图像的聚焦区域。此按钮还提供渐变工具。将渐变工具拖动到图像上聚焦的部分。

如果您希望照片中有多个部分在聚焦中显示，请添加更多焦点区域。

4. 使用应用晕影按钮自动应用晕影效果。这有助于强化导向编辑的外观。

照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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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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色调导向编辑

强调阴影、高亮边缘，并通过应用低色调效果对您的照片添加明显的润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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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暗色调效果（左）之前和之后的图片

1. 打开照片，在“导向编辑”面板中单击“照片效果” > “低色调”。

2. 单击“颜色”或“黑白”，以选择是要使用彩色效果还是要使用黑白低色调效果。

将添加低色调效果。较深的颜色会变得更暗，明亮的对象似乎会稍微有些曝光过度。对比度较高。

3. 使用“背景画笔”和“减少效果”按钮找到想要应用到照片的精确效果。

4. 单击“完成”以应用效果，或单击“取消”返回到“导向编辑”面板。

老照片导向编辑

有关此“导向编辑”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此效果面板，指定图层的不透明度，以及 关于色阶调整。

饱和正片效果导向编辑

有关饱和度调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调整饱和度与色调。

照片播放

出界导向编辑

“导向编辑”中的“出界”选项可帮助您为图像添加相框，并显示相框以外图像的选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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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 A

样式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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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单击“出界效果”。

8. （可选）添加阴影。

9. （可选）单击“添加背景渐变”。

波普艺术导向编辑

在“导向编辑”中，通过三个简单步骤即可将图像转换为波普艺术。而且，您可以选择两种样式。

1. 单击“照片播放”，然后选择“波普艺术”。

2. 选择一种样式，然后根据屏幕说明进行操作：

转换图像模式，添加颜色，以及复制具有不同流行色的图像。

分离图像色调，添加霓虹灯光，以及复制具有不同流行色的图像。

拼图效果导向编辑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2 中推出

新的拼图效果导向编辑功能可产生一种视觉效果，使照片看起来由多个小拼图拼接而成。使用导向编辑，您可以从拼图插槽中抽出几个，并来回移动
抽出的拼图以模拟拼图未完成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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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图效果导向编辑使您可以空出几块拼图，从而呈现逼真的拼图视图。

1. 单击“小”、“中”或“大”以选择照片要分割的图块大小。

2. 要使拼图看起来更逼真，可以将几块拼图从其原有位置移除。单击“选择拼图块”按钮，然后单击拼图上的图块。 选定图块。

3. 单击“提取块”以移位选定的图块。会自动选定“移动”工具 。

4. 在画布上来回拖动选定图块或使用手柄旋转或调整其大小。

重复步骤 2、3 和 4，抽出多个图块来回移动。

5. （可选）单击“橡皮擦工具”以移除在应用此导向编辑时引入的不必要的人为因素。

重新组合导向编辑

有关“重新组合照片”导向编辑中所使用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重新组合。

反射导向编辑

在“导向编辑”中，选取预定义反射效果，并通过几个步骤将其应用于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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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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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滤镜

返回页首

返回页首

返回页首

应用“色调均化”滤镜
应用“渐变映射”滤镜
应用“反相”滤镜
应用“色调分离”滤镜
应用“阈值”滤镜
应用“照片”滤镜

应用“色调均化”滤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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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选择图像、图层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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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色调均化所选区域”只会均匀地分布选区的像素。

“基于所选区域色调均化整个图像”基于选区中的像素均匀分布所有图像的像素。

应用“渐变映射”滤镜

渐变映射滤镜将图像灰度范围映射到指定的渐变填充色。

使用渐变映射滤镜模拟棕褐色调

1. 选择图像、图层或区域。

2.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选择“滤镜”>“调整”>“渐变映射”。

使用“图层”面板或“图层”菜单，创建一个新的渐变映射调整图层，或打开一个现有的渐变映射调整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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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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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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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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导向编辑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3 中推出

黑白导向编辑
黑白色波普导向编辑
黑白选区导向编辑

黑白导向编辑

使用黑白导向编辑功能从彩色图像创建黑白图像。您可以应用各种黑白预设以创建轮廓鲜明的黑白照片，或是向照片添加扩散亮光效果以实现超现实
的梦幻效果。

1. 打开照片，在“导向”模式中单击“照片效果”类别，然后选择“黑白”。

原始图像

2. 选择您要应用于选定照片的预设。

如果您不喜欢预设的效果，可以选择其它预设。在此步骤中，Photoshop Elements 13 不会重复应用多个预设。每次选择预设后，选定照片
会重置回初始状态，并且重新应用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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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片应用预设

3. （可选）如果有中心主体或是要突出照片中的一部分，可以应用扩散亮光效果。单击“扩散亮光”按钮以对照片应用最低程度的亮光效果。要更改
应用到照片特定部分的扩散亮光效果：

a. 单击“添加”（应用扩散亮光）或“移除”（移除扩散亮光效果）。
b. 选择在应用操作时要使用的画笔大小。
c. 通过滑动“不透明度”控件选择亮光的强烈与柔和程度。
d. 在照片所有部分上涂绘。

应用可选扩散亮光

4. 要提升高亮区域和照片其余部分之间的对比度，请单击“增加对比度”按钮。

多次单击“增加对比度”按钮以提升对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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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对比度以使效果更生动

黑白色波普导向编辑

使用“黑白色波普导向编辑”突出显示图像中的一种色彩，降低其它色彩的饱和度。您可以选择使用默认颜色（红色、黄色、蓝色或绿色），或是使用可
用选项来调整效果。

1. 打开照片，在“导向”模式中单击“照片效果”类别，然后选择“黑白波普”。

原始图片

2. 选择您要在照片上保留的颜色。如果您发现图像中的色彩具有多种色调，请单击“选择自定义颜色”，然后使用颜色拾取器在照片中单击提取色彩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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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牛仔裤上的蓝色阴影

当您完成此步骤后，具有您所选的相同颜色的区域色彩变得饱和。其余照片开始变得像黑白照片。

3. 要包括较少或较多的选定颜色色调，请将“颜色容差”滑块向左或向右移动。

使用“颜色容差”滑块来选择照片中的多个色调和蓝色阴影

4. 单击“调整效果”，然后在照片的部分区域上添加“黑白波普”效果或是移除效果。“大小”滑块允许您调整画笔大小，“不透明度”滑块用于确定应用的
效果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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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调整效果”按钮以调出查看原始色彩图像部分的选项。在这种情况下，已使用“添加”按钮恢复转轮控件，并且不透明度被设置为 100%。

5. 单击“增加饱和度”以增强选定颜色的生动效果。这使得具有该颜色的对象可以在相对黯淡的黑白照片中变得突出。 

单击“增加饱和度”以增强选定颜色的生动效果

黑白选区导向编辑

使用“选择性黑白导向编辑”降低您选择的照片部分的饱和度。降低照片中部分区域的饱和度时，其它区域的饱和度会自动提高。进行选择之后，可以微
调您的选择。 

1. 打开照片，在“导向”模式中选择“照片效果”类别，然后选择“黑白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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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图像

2. 单击“黑白选区画笔”。从可用选项中，选择“添加”或“减去”您要转换为黑白的区域。使用“画笔大小”滑块确定笔触在照片中划过时影响的区域。

如果您要围绕具有多个纤细边缘的对象（例如头发），单击“调整边缘”以微调您的选区。

选择要转换为黑白的部分

3. 要有选择性地向照片中的多个部分添加黑白效果或移除效果，请单击“黑白细节画笔”，选择一种操作和画笔大小，然后涂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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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法律声明   |   在线隐私策略

微调选区以确保所需部分不会被转换为黑白

4. 要完全反转效果，请单击“反转效果”。

检查具有反向效果的相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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渲染滤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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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彩
分层云彩
纤维
镜头光晕
纹理填充

云彩

“云彩”滤镜使用工具栏中在前景色和背景色之间变化的随机值生成柔化云彩的图案。

要生成完全的云彩图案，请按住 Alt（Mac OS 中的 Option）并选择“滤镜”>“渲染”>“云彩”。

分层云彩

“分层云彩”滤镜使用工具箱中在前景色和背景色之间变化的随机生成的值产生云彩图案。第一次选择此滤镜时，图像的某些部分被反相为云彩图案。应
用此滤镜几次之后，会创建出与大理石的纹理相似的凸缘与叶脉图案。

纤维

“纤维”滤镜使用前景色和背景色创建编织纤维的外观。可以使用“差异”选项控制颜色变化的方式（较低的值创建较长的颜色条纹，较高的值会使纤维非
常短，具有更多变化的颜色分布）。“强度”选项控制每根纤维的外观。较低的设置创建展开的纤维，较高的设置会产生较短的丝状纤维。“随机化”更改
图案的外观；在找到喜欢的图案之前，请勿选择此选项。当您应用“纤维”滤镜时，现用图层上的图像数据会替换为纤维。

添加渐变映射调整图层来对纤维进行着色。（请参阅关于调整和填充图层。）

镜头光晕

“镜头光晕”滤镜模拟亮光照射到像机镜头所产生的光的折射。可以设置光晕亮度、光晕位置和光晕形状（镜头类型）。在预览窗口中，单击对话框可设
置光晕位置。

纹理填充

Photoshop Elements 12 中没有纹理填充滤镜。

“纹理填充”滤镜使用灰度 Photoshop 图像作为图像的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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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共享和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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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机打印或共享照片

返回页首

注意：

注意：

返回页首

联机打印照片
联机共享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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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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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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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直接在 Photoshop Elements Editor 中使用如 Facebook、Flickr 和 SmugMug 等网站共享图像。 软件有新的共享下拉菜单，可以显示您所在地
区的所有可用共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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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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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相册”对话框中，选择要将照片上传到的库和相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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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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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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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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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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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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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文本

2. 从您的照片箱中选择照片。从共享下列菜单中，选择 SmugMug 画廊。

3. 在 SmugMug 画廊（步骤 1，共 3 步）对话框中，输入您的 SmugMug 帐户凭据，然后单击“登录”。

4. 在 SmugMug 画廊（步骤 2，共 3 步）对话框中，选择一个画廊以上传照片。

单击“创建画廊”以创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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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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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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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和 Facebook 帖子不在 Creative Commons 条款所涵盖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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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如果为标记的用户，请在照片复选框中选择上传人物标签以上传在照片中标记的人物名称。

单击“上传”。

4. 上传完照片后，Facebook 对话框会显示两个按钮：

访问 Facebook。单击此按钮以查看在您的 Web 浏览器中上传的照片。您可以将此 URL 从 Web 浏览器复制到 Facebook 照片。
完成。 单击“完成”关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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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照片打印

转到页首

注意:

转到页首

打印概述
使用“照片打印”
打印图像目录清单
打印图片包

打印概述

Photoshop Elements 提供了多个用于打印照片的选项。您可以通过 Adobe Photoshop 服务让联机提供商进行专业照片打印，也可以在家庭打印机上
打印照片。（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还可选择要打印的视频剪辑，但系统只打印第一帧。）可以打印单张照片、图像目录清单（每张选定照片的
缩览图）和图片包（以不同大小打印的一张或多张照片的页面）。甚至可以沿水平方向翻转图像以打印 T 恤衫转印。

要打印 PDF 文件，您的计算机上必须安装 Adobe Acrobat。

最后，可以打印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创建的项目，如影集、卡和日历。某些项目可通过联机打印服务订购。

不同的打印选项

A. 单张照片 B. 图像目录清单 C. 图片包 

打印照片之前，务必向 Photoshop Elements 提供有关您的打印作业的一些基本信息，如使用的纸张大小和页面方向等。在“页面设置”对话框中设置这
些选项。您可能还需要在“首选项”对话框中指定度量单位。

使用“照片打印”

可以使用“照片打印”选项打印照片。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照片。

按住 Ctrl 键单击可从照片箱中选择多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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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与 Facebook 中的内容不在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约束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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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页首

可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选择照片，并选择“显示来自 Elements Organizer 的文件”选项。这些照片将显示在照片箱中。

2. 选择“创建”>“照片打印”。

3.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单击“使用本地打印机打印”以使用计算机上配置的打印机打印照片。“打印”对话框即会启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从“编辑”工作区打印照
片。

单击“打印图片包”。

在 Windows 中，选择此选项会打开 Elements Organizer 中的“打印”对话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打印图片包。

单击“打印联系表”。

在 Windows 中，选择此选项会打开 Elements Organizer 中的“打印”对话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打印图片包。

选择“从 Shutterfly 订购照片”。

申请成为 Shutterfly 会员以使用其服务。

4.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打印照片。

打印图像目录清单

使用图像目录清单可在一页上显示一系列缩览图图像，以便您轻松预览一组图像。可以从 Elements Organizer 中打印图像目录清单。然而，您可以从
Photoshop Elements 启动该过程。从“打印”对话框中选择“图像目录清单”。Elements Organizer 随即会打开，使您能够打印所需的图像目录清单。有
关从 Elements Organizer 打印图像目录清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打印图像目录清单》指南。

示例图像目录清单

打印图片包

使用“图片包”可将一张或多张照片的多个副本放在一页上，与艺术摄影通常采用的方式类似。可从各种尺寸和位置选项中选择以自定图片包版面。可以
从 Elements Organizer 中打印图片包。然而，您可以从 Photoshop Elements 启动该过程。从“打印”对话框中选择“图片包”。Elements Organizer 随
即会打开，使您能够打印所需的图片包。有关从 Elements Organizer 打印图像目录清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打印图片
包》指南。

由各种尺寸组成的图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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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使用 Elements Organizer 和 Photoshop Elements 可以方便快捷地获得创意照片。您可以使用您的照片创建相册、贺卡、日历、拼贴画和 CD/DVD 外
套，以及其他项目。您可以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完成部分项目。对于其他项目，您可以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选择要使用的照片，然后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完成项目。

单击“创建”以查看项目列表，它将指导您完成通过专门设计的模板来创建您个人独特的项目这一整个流程。完成项目后，您可以将其联机共享，在家庭
计算机上打印或通过专业打印服务进行打印。

您的项目会显示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已在本地硬盘驱动器上创建包含每个项目的文档或网页文件的项目文件及相关子文件夹。要保持这些项目
文件、子文件夹和页面文件之间的链接，请勿使用资源管理器 (Windows) 或 Finder (Mac) 移动它们。请使用 Elements Organizer 中的“移动”命令。

您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共享项目。 例如，您可以刻录幻灯片到 CD 上。 还可以通过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联机服务对项目进行专业打印。

Photoshop Elements 早期版本的项目可能无法在当前版本中打开。 您可能必须使用早期版本打开某些项目。

Elements Organizer 项目概述

创建幻灯片（仅限 Windows）

使用联机服务共享照片

19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deed.zh
http://help.adobe.com/zh_CN/legalnotices/index.html
http://helpx.adobe.com/go/gffooter_online_privacy_policy_cn
http://help.adobe.com/zh_CN/ElementsOrganizer/11.0/Using/WSE9D08F33-D2C3-4499-A9E6-9969D937504B_WIN.html
http://help.adobe.com/zh_CN/ElementsOrganizer/11.0/Using/WSE9D08F33-D2C3-4499-A9E6-9969D937504B_WIN.html
http://help.adobe.com/zh_CN/ElementsOrganizer/Using/WS8346320B-3F64-46f6-AE4B-9FF4D934DB36_WIN.html
http://help.adobe.com/zh_CN/ElementsOrganizer/Using/WS8346320B-3F64-46f6-AE4B-9FF4D934DB36_WIN.html
http://help.adobe.com/zh_CN/ElementsOrganizer/Using/WS8346320B-3F64-46f6-AE4B-9FF4D934DB36_WIN.html
http://helpx.adobe.com/cn/elements-organizer/topics/sharing.html


创建照片项目

返回页首

注意：

注意：

返回页首

大小

主题

用选定的图像自动填充

返回页首

关于照片项目
设置照片项目选项
照片项目的类型
关于幻灯片放映
制作照片拼贴画、标签、CD 和 DVD 封套

关于照片项目

照片项目包括相册、照片日历、照片拼贴画、贺卡以及 CD/DVD 外套和标签。 Photoshop Elements 窗口右上角的“创建”按钮，列出了 Photoshop
Elements 中可用的照片项目。

注意：相册是为联机打印专门设计的。 可以在本地打印相册，但展开的每一面都被视为单独的一页。

照片项目以照片项目格式 (.pse) 保存。 与通常的图像格式要求单独打开和编辑每张图像不同，PSE 格式可以打印多达 30 页。

由于多页文件可能非常大，建议使用至少具有 1 GB RAM 的计算机以便获得最佳性能。

在开始照片项目时，可指定大小、打印选项（本地或通过服务提供商）以及项目类型的主题。例如，与“照片拼贴画”模板相比，CD 封套模板有不同的
尺寸选项。 然而，两者都提供与大多数项目相同的版面和主题选项。此时，还可指定是否使用“用选定的图像自动填充”和“页数”选项（如果适用）。

指定这些重要选项后，将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照片项目。应用程序右下方的页面、版面和图形按钮允许您添加或修改相框、背景和图层样
式。例如，您可以使用“图形”选项卡给相册的每个页面应用独特的背景，而不是默认背景。

完成项目之后，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共享。例如，可打印或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贺卡或照片拼贴画（从 Elements Organizer）。如果在您的区域中
可用，也可以使用联机服务专业打印您的项目。

如果照片项目丢失文件，则项目将能保存但无法打印。

设置照片项目选项

“创建”下拉列表是制作新照片项目的起始点。在选择照片项目（即相册）时，可指定大小、打印选项和主题。各打印选项仅支持有限数量的大小。您也
可以选择“用选定的图像自动填充”，以便一次性添加“照片箱”中已打开的所有图像，而不用在稍后手动添加。

例如，如果单击“创建”选项卡中的“照片拼贴画”，照片项目对话框将会提供以下选项：

提供每个项目的预设页面大小。选定的大小会成为该项目中所有页的默认大小。每个项目类型提供不同的大小选项。例如，贺卡模板大小小于影
集模板大小。

提供各种预设设计以使用预设相框和背景来完善您的图像。所选的主题和相框将成为项目中所有页面的默认值，但以后可以在“版面”和“图形”面
板中对其进行修改。例如，可能希望对剪贴簿的每一页面应用不同的背景。

将所选图像按其在照片箱中排列的顺序自动放入项目中。 可以选择已打开的文件、影集或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选定的文
件，以自动填充项目。还可打开“照片箱”中的图像并通过“照片箱”上下文菜单选项稍后对项目进行自动填充。要按照特定顺序排列图像，请在启动项目
之前在照片箱中重新排列图像。 要稍后重新排列图像，请从照片箱中拖动，或直接从其文件夹位置添加。

照片项目类型

关于照片拼贴画
使用照片拼贴画，您可以创建大型图片项目，如照片拼贴画或独特的照片打印。您可以使用家庭打印机打印照片拼贴画、在线订购、将其存储到您的
硬盘驱动器中或用电子邮件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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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拼贴画示例

关于贺卡
贺卡使您可以向图像添加各种版面和设计，并允许在一个页面上添加多达 22 张照片。您可以使用家庭打印机打印贺卡、将其存储到您的硬盘驱动器中
或用电子邮件发送。可通过部分地区的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联机服务联机定购贺卡。

照片贺卡示例

关于 CD 和 DVD 封套
Photoshop Elements 允许您为 CD 或 DVD 盒创建光盘封套（封皮）。您可以使用家庭打印机打印、将其存储到您的硬盘驱动器中或以 PDF 格式在
电子邮件中发送。

CD 和 DVD 封套示例

关于 CD 和 DVD 标签
Photoshop Elements 允许您创建 CD 和 DVD 的粘性光盘标签，或创建用于可使用喷墨打印机打印的 CD 和 DVD 标签。 您可以使用家庭打印机打
印、将其存储到您的硬盘驱动器中或以 PDF 格式在电子邮件中发送。

CD 和 DVD 标签示例

关于幻灯片

幻灯片是一种有趣的共享媒体文件的方式。借助 Photoshop Elements，可以自定义带有音乐剪辑、剪贴画、文本、甚至语音旁白的幻灯片。在幻灯片
中不显示 PDF 格式的图像。

您完成幻灯片之后，有几种方式进行分享。

Mac OS 中不提供“幻灯片”选项。

有关幻灯片的视频，请参阅www.adobe.com/go/lrvid913_pse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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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照片拼贴画、标签、CD 和 DVD 封套
有关照片拼贴画的视频，请参阅 www.adobe.com/go/lrvid910_pse_cn。

1. 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选择要在项目中使用的照片。或者，如果希望在创建它之后添加照片，请打开 Photoshop Elements。

2. 单击“创建”按钮，并从出现的下拉菜单中选择您想创建的项目。

3. 选择大小和主题。
4. 选择“用选定的图像自动填充”。
5. 单击“确定”。

项目打开，您可以通过“创建”面板中的“页面”、“版面”和“图形”选项卡修改设计。

6. 向照片项目中添加照片（如果尚未添加）。

7. 单击“高级模式”或“基本模式”，设置您想查看和修改的工作照片的模式。 您可以执行基本操作如在基本模式中添加文本、在高级模式中润饰图像
和页面。

8. 在任务栏中，单击“保存”，或选择“文件”>“存储”。默认情况下，项目存储在“我的图片”文件夹中，尽管可以将项目存储到其他位置。

9. 默认情况下，“包含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处于选中状态，该选项会将该项目放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如果不希望将该项目置于
Elements Organizer 中，请取消选择此选项。

10. 键入文件名，并单击“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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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贺卡

返回页首

注：

页面

版面

图形

注：

贺卡使您可以向图像添加各种版面和设计，并允许在一个页面上添加多达 22 张照片。您可以使用家庭打印机打印贺卡、将贺卡保存到硬盘上或者通过
电子邮件发送。

您也可以通过Shutterfly，在 Photoshop Element 中订购在线打印照片。在某些地区，您也可以通过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在线服务在线订购贺
卡。

 
照片贺卡示例

要观看关于贺卡的视频，请访问 www.adobe.com/go/lrvid912_pse_cn。

创建贺卡

1. 单击“创建”，并且从列表中选择“贺卡”。

2. 选择合适的大小和主题

“大小”面板将显示适用于联机服务的选项。您可以打印使用在线模板创建的贺卡，但是，如果您使用了本地打印模板，则不能进行在线订
购。

3. 选择“用选定的图像自动填充”以添加已经在“照片箱”中打开的所有照片。

4. 单击“确定”。

Photoshop Elements 创建贺卡并在“创建”面板中显示“页面”、“版面”、“图稿”、“文本”选项卡。

5. 使用以下选项调整创意设计并将其添加到您的贺卡：

选择一个页面缩略图并在编辑工作区中打开。

双击一个版面进行应用。或拖放一个版面进行应用。

选择背景、相框和图形。双击或拖放图片来添加它。

6. 使用“移动”工具和“选择”工具修改贺卡。单击“高级模式”以访问“完整编辑”选项。

7.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单击“打印”。如果卡片版面可以本地打印，请指定此选项，然后单击“打印”。

单击“订购”。根据屏幕上的说明创建和订购贺卡。

您需要注册成为 Shutterfly 会员才能使用他们的服务。某些卡片（如折叠版面）仅可在美国/加拿大和日本本地打印。

8. 单击“保存”以保存所创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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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相册

关键字： 创建，创建，相册，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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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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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

页面

版面

图形

注意：

注意：

相册使您可以向图像添加各种版面和设计。可以在家庭打印机上打印相册、通过 Adobe Photoshop Elements 联机服务订购相册、将其存储到硬盘驱
动器以及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可以使用 Shutterfly 上载照片、创建相册并进行打印。还可以使用 Shutterfly 订购数字剪贴簿。

申请成为 Shutterfly 会员以使用其服务。联机服务是否可用取决于您所处的位置。例如，Shutterfly 仅在美国和加拿大可用。 某些选项在亚
洲、欧洲和北美地区也有所不同。

创建相册

1. 选择您要添加到 Elements Organizer 的相册中的图像或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打开这些图像。单击“创建”，然后选择“相册”。

2. 选择适当的大小和主题。

“大小”面板将显示适用于各种联机服务的选项。

3. 选择“用选定的图像自动填充”以添加已经在“照片箱”中打开的所有照片。

4. 指定相册中的页数。

Photoshop Elements 支持不同的页范围，具体视您选择的打印方式而异。例如，本地打印的相册范围是 2 到 78 页。最大和最小页数亦
根据地区不同而异。

5. 单击“确定”。

Photoshop Elements 创建相册并在“创建”面板中显示“页面”、“版面”、“图形”选项卡。

6. 使用以下选项进行微调并给您的相册添加创意设计：

在“页面”面板中拖放页面以在相册中重新排列页面或添加更多的页面。

双击一个版面进行应用。或拖放一个版面进行应用。

选择背景、相框和图形。双击或拖放图形，以将其添加到现有图形。

7. 单击“高级模式”以访问所有专家模式选项。

在高级模式中，Photoshop Elements 将分辨率从 72 PPI 更改为 220 PPI。不能在“高级模式”下调整新建相册的大小。

8. 根据您是使用打印机或在线服务，单击“打印”或“订购”。

Photoshop Elements 将以 220 PPI 分辨率打印页面。

9. 按照所有其他屏幕说明进行操作，然后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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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照片项目

返回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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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照片项目编辑
添加图像到照片项目
在“快速”模式中编辑照片
将新页面添加到照片项目 [仅相册]
在照片项目中调整照片位置或大小
在照片项目中替换或删除照片
在照片项目中旋转照片
在 Photoshop 中编辑照片项目的页面

关于照片项目编辑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可以修改照片拼贴画、贺卡以及 CD/DVD 光盘封套和标签。“创建”面板允许您向项目添加各种相框、纹理、背景和图形
以及应用文本效果。还可调整图像大小、旋转图像和移动图像。

向照片项目中添加图像

您可以将图像添加到照片项目中，然后重新安排、修改或替换图像。

Photoshop Elements 会将项目中的所有图像添加到默认目录。

照片项目（作品）将被保存为 .pse 文件。当您保存照片项目时，Photoshop Elements 会保存已添加到项目中的所有未保存的图
像。Photoshop Elements 会在相同位置将图像另存为原始图像的副本。

注意：如果位置无法写入，Photoshop Elements 会将图像保存到 %My Documents%Adobe\Photo Creations。

如果重新放置相册中所使用的图像，相册中将会显示丢失的文件图标而不是图像。单击“?”可重新导入图像在“管理器”工作区中标记或重新连接所有丢
失的文件。重新连接文件后，先关闭项目再重新打开。

要添加照片到项目，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单击空照片占位符，然后选择照片，或右键单击现有的照片，然后单击“替换照片”。
把照片拖到空照片占位符。

选择“文件”>“打开”。选择要添加的照片。如果未看到图像，请导航到图像所处的位置，然后单击“打开”，这会将其置入照片箱中。从照片箱中拖
放照片到您的照片项目。

在“快速”模式下编辑照片

1. 右键单击照片并且选择“快速编辑”。

2. 使用右侧的控件修改图像。

3. 单击“返回创建”以返回到“创建”面板。

向照片项目中添加新页面 [仅相册]

1. 在“页面”面板中，选择在新页面之前的页面。

2. 在页面面板的顶部，单击“添加页面”面板以在当前页面之后添加新页面。

调整照片项目中照片的位置或大小

1. 要一起调整照片和相框，请单击该照片。要调整相框中的照片，请双击该照片。

将出现显示照片边缘的定界框，即使边缘被相框遮盖也是如此。

2.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要调整照片的位置，请单击定界框中的任意位置并拖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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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变照片的尺寸，请拖动出现在选择的图像上方的滑块。 或者，将移动工具置于角上、顶部、底部或侧面；当出现对角双箭头  时，拖
动它。

3. 调整相框内的照片位置或大小之后，完成时单击“提交”按钮 ，或单击“取消”按钮 。

调整照片的尺寸
A.拖动照片的一角进行大小调整B.移动进行大小调整的滑块C.相框外部的区域被隐藏 

替换或删除照片项目中的照片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双击照片，然后单击 

将新照片从照片箱拖动到照片占位符上。

要替换页面上的照片，请右键单击并选择“替换照片”。

要从页面中删除（清除）照片，请右键单击并选择“清除照片”。

旋转照片项目中的照片

1. 要一起旋转照片和相框，请单击该照片。要旋转相框中的照片，请双击该照片。
2.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单击定界框中的任意位置，此时将在选区的下面出现一个圆形。将光标置于圆形之上。出现弯曲的四向箭头  时，拖动轨迹球手柄可旋转
图像。

将移动工具置于角之上。出现弯曲的双向箭头  时，拖动它可旋转照片。光标距离角越远，进行更准确更改所需的控件就越多。

双击照片，然后单击滑块旁边的旋转按钮（仅以 90° 增量旋转）。

3. 完成后，请单击“提交”按钮  或“取消”按钮 。

在 Photoshop 中编辑照片项目页面

如果您的 Adobe® Photoshop® 和 Photoshop Elements 安装在同一计算机上，您可以将 JPEG、GIF 以及单个页面的照片发送到 Photoshop。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选择“编辑”>“使用 Photoshop 编辑”。 Photoshop 不支持多页 PSE 文件格式，因此它无法编辑整个照片项目。但
是，Photoshop 可以编辑照片项目的各个页面，这些单个页面是单页 PSD 格式的。

Photoshop 对照片项目页面的许多方面提供直接控制，包括直接编辑照片图层（在 Photoshop 中称为智能对象）和相框。这些功能仅限于
Photoshop Elements 以保留其简便、自动图像编辑的工作流程。

1. 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右键单击照片项目。

2. 选择“显示文件信息”。

3. 在“常规”区域，单击项目路径旁边的“位置”连接。

4. 查找并打开与 PSE 文件具有相同名称的文件夹。

5. 右键单击要编辑页面的 PSD 文件，选择“打开方式”>“Adobe Photoshop”。

6. 在 Photoshop 中，进行更改，然后选择“文件”>“存储”。当 Photoshop 询问是否要替换现有文件时，单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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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请勿重新排序或重命名 PSD 文件中的图层。那样做可能会妨碍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自动编辑功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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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照片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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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页面

版面

图形

为本地打印创建照片日历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中，单击“创建”并选择“照片日历”（或在 Elements Organizer 中单击“创建”下拉菜单，然后选择“照片日历”）。

2. 选择起始月份和年份。
3. 选择适当的大小和主题。

“大小”面板将显示适用于联机服务的选项。

4. 选择“使用所选图像自动填充”以添加已经在“照片箱”中打开或选定的所有照片。

5. 单击“确定”。

Photoshop Elements 可创建照片日历，并显示“页面”、“布局”和“图形”面板。

6. 使用以下选项进行微调并给您的照片日历添加创意设计：

在页面之间移动，并选择要查看和修改的页面。

双击一个版面以进行应用，或是简单地在页面上拖放版面。

选择背景、相框和图形。

7. 单击“切换到高级模式”以访问专家模式中的可用选项。

8. 单击“打印”。

9. 单击“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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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Facebook 封面照片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3 中推出

注意:

Facebook 封面

Photoshop Elements 中的“创建”菜单允许您在不同类型的项目中创造性地使用您的照片。Photoshop Elements 13 为您提供了创建 Facebook 封面的
选项。

创建 Facebook 封面图像的选项在某些地区不可用。

 

“创建”菜单中创建 Facebook 封面照片的选项

1. 在 Photoshop Elements 13 Editor 中，单击“创建”，然后单击 Facebook 封面。

2. 在 Facebook 封面对话框中，选择一个主题。使用“主题类别”选择器帮助选择可用主题。

“单张照片”主题：可以使用一张照片来帮助您创建封面照片和个人资料照片之间的交互

多照片主题：可以使用多张照片创建简单的图片拼贴效果。

 

3. 当您选择了主题后，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使用您自己的图像替换默认图像。

使用“图形”面板添加背景、边框和图形等元素。
右键单击图像边框内的区域，然后单击“快速编辑”来编辑图像。

在 Facebook 封面项目中，右键单击图像可查看可供您修改的所有选项。

4. （可选）在 Facebook 封面窗口的左上角，单击“高级模式”可手动修改创作的各个组件。现在将显示“图层”面板，用于进一步修改。

“基本”模式包含背景帧和图形的有限集合。但是，在“高级”模式中我们可以使用 Photoshop Elements 13 Editor 中可用的所有背景、边框和图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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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完成后，单击“上传”并按照说明将创作上传到您的 Facebook 帐户。根据选择的主题，系统将询问您是否要更改封面照片和/或个人资料照
片。第一次执行此操作时，您会看到额外的对话框，供 Facebook 授权 Photoshop Elements 发布图像。
如果您希望以后继续，请单击“保存”并存储文件，以便今后处理。
要放弃更改并重新开始，请单击“关闭”。

Facebook 封面项目示例

Facebook 封面照片 - 单张照片主题

Facebook 封面照片 - 多张照片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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