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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入门

欢迎使用 ACDSee Photo Studio Standard 2019
欢迎使用 ACDSee，恭喜您选择这款业界领先的数码相片管理软件。

对于导入、整理、查看、增强及共享数码相片及其它媒体文件，ACDSee 是不可或缺的应用程序。

您可以使用 ACDSee 将相片从相机导入计算机，对文件进行分类与评级，以及管理从几百张到几十万张不等的相片集。

您可以选择查看任意大小的略图预览，或使用详细的文件属性列表给文件排序。无法找到某张特定的相片？没问题。

ACDSee 包含多种功能强大的搜索工具以及“比较图像”功能，可用于删除重复的图像。

ACDSee 实现了对整个摄影工作流程的完全控制，这样您就可以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实际的拍摄工作中，它还为专业的

摄影师提供了完整的相片管理解决方案。

“查看”模式可快速显示高质量的图像。您可以运行幻灯放映、播放内嵌音频，还能以多页图像的形式显示 50 多种图像

与多媒体文件格式。

此外，ACDSee 还包含大量的图像编辑工具，可用于创建、编辑、润色数码图像。您可以使用红眼消除、裁剪、锐化、模糊

以及相片修复工具来增强或校正图像。许多图像编辑工具 (如曝光调整、转换、调整大小、重命名以及旋转等 )可以同时

在多个文件上执行。

用户界面完全可以自定义，帮助快速访问各种工具和功能。您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自定义屏幕布局、图像顺序、工具栏显

示以及许多其它选项。ACDSee 包含丰富的上下文相关“帮助”，可以在您使用应用程序的过程中提供协助。

ACDSee 是一套速度飞快、功能强大、简单易用的图像管理系统，从初学者到专业人士的每个人都可以使用它并乐在其

中。

关于 ACDSee 用户界面

ACDSee 用户界面提供便捷的途径来访问各种工具与功能，利用它们可以浏览、查看、编辑及管理相片与媒体文件。

ACDSee 提供了六种模式：管理模式、相片模式、查看模式、编辑模式、和仪表板模式。

“管理 ”模式

“管理”模式是用户界面中主要的浏览和管理组件，也是使用桌面上的快捷方式图标启动 ACDSee 时会看到的模式。

在“管理”模式下，可以查找、移动、预览、排序文件，还可以访问整理和共享工具。

“管理”模式由 15 个窗格组成，大多数窗格在不使用时都可以关闭。文件列表窗格是始终可见的，它显示当前文件夹的

内容，最近一次搜索的结果，或是数据库中同过滤标准匹配的文件。“管理”模式窗口的底部有一个状态栏，显示当前所

选文件、文件夹或类别的相关信息。

您可以打开、关闭窗格，将其移动到屏幕中的不同区域或叠加到其它窗格上方，还可以将其驻靠到窗口边缘。大多数窗

格还有一些附加的选项，可设置用来进一步自定义它们的行为与外观。

“管理”模式还具有一个工具栏和一组下拉菜单。工具栏中提供了指向主文件夹的按钮，以及用于向前和向后浏览各个文

件夹的按钮。下拉菜单可用于快速访问最为常用的任务。

http://r.acdsee.com/WxO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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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模式

“相片”模式可用于按日期查看整个图像集。可按年、月或日查看图像。如果您拥有 Microsoft OneDrive™，则可以切

换查看 OneDrive 图像集和硬盘驱动器上的图像集，或者只查看硬盘驱动器的图像集。“相片”模式仅显示已编目的图

像。相片模式下的相片按拍摄日期显示，拍摄日期由图像的 EXIF 数据指示。

“相片”模式提供了两个窗格，即“日期”窗格和“时间线 ”窗格。“日期”窗格按日期显示所有已编目的相片集。“时间线”窗格

显示相片的拍摄年份和月份，以及每个年份或月份的相片数量。您还可以选择单张图像，以在其他模式下打开。

“查看 ”模式

在“查看”模式中，您可以使用完全分辨率播放媒体文件，一次播放一个文件。您还可以打开相应窗格来查看图像属

性、以不同的缩放比例显示图像的各个区域，或是查看详细的颜色信息。

通过选择图像并单击“查看”模式选项卡即可打开“查看”模式。在该模式中，您可以使用胶片快速翻阅某个文件夹中的所

有文件。“查看”模式提供了一个工具栏，包含指向常用命令的快捷方式，并在窗口底部提供了一个状态栏，用于显示当

前图像或媒体文件的相关信息。

“编辑 ”模式

“编辑”模式是对已渲染为 RGB 的图像数据进行处理。编辑操作将按您的执行顺序独立应用于转换后的 RGB 数据。

这种链式编辑使您可完全控制像素，从而可实现自由创意，应用精确调整。这样便可实现诸如选择和混合模式这类操

作。

仪表板模式

“仪表板”模式允许您基于您的 ACDSee 数据库和 EXIF 快速访问和浏览文件、相机和数据库统计信。由于“仪表板”
模式依赖从数据库衍生的信息，因此编目十分重要，这样可以最充分地利用数据库。

在 ACDSee 中切换模式

在 ACDSee 中，可以快速地在 “管理 ”、“相片”、“查看”、“编辑 ”、及 “仪表板”这五种模式间进行切换。

模式按钮位于 ACDSee 窗口的右上角：

要在模式之间进行切换：

选择以下模式按钮之一：

管理：导入、浏览、整理、比较、查找以及发布相片。

相片：按日期查看整个图像集。

查看：以任何缩放比例显示与检查相片。

编辑：使用基于像素的“编辑”工具修正与增强相片。

仪表板 :快速访问和浏览文件、相机及数据库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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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管理”模式

在“管理”模式中，您可以浏览、排序、编目、处理以及共享文件与图像。您可以综合使用不同的工具与窗格来执行复杂的

搜索和过滤操作，并查看图像与媒体文件的略图预览。

您还可以通过单击右上角的模式按钮非常快速地切换到另一种模式。

“管理”模式中的窗格可以完全自定义，能够移动、调整大小、隐藏、驻靠或关闭。您也可以将窗格层叠起来，以便于参考

和访问，同时最大化屏幕空间。

如果要查看的窗格不可见，请在左上方的主工具栏中单击窗格并选择窗格。

关于 “管理 ”模式的窗格

“管理”模式由以下窗格组成：

文件列表 此窗格显示当前所选文件夹的内容，最近一次搜索的结果，或者符合选择性浏览准则的文件

与文件夹。“文件列表”窗格总是处于可见状态，无法隐藏或关闭。通过更改文件显示方法或略

图大小，可以自定义“文件列表 ”窗格。

文件夹 此窗格显示计算机的目录结构，类似于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的目录树。您可以使用“文件

夹”窗格来浏览文件夹，并在“文件列表”窗格中显示其中的内容。通过单击窗格左侧各个文件

夹对应的“轻松选择”指示器，还可以在“文件列表 ”中显示多个文件夹的内容。

日历 此窗格显示日历，可用于按照关联的日期来整理和浏览文件。

快捷方式 此窗格中存储一些快捷方式，指向您收藏的图像、文件、文件夹甚至应用程序。将图像、文件

或文件夹拖动到“快捷方式”窗格后，可创建指向原始文件的快捷方式，且不会对其产生任何

影响。

搜索 此窗格用于访问功能强大的搜索实用程序。您可以指定要执行的搜索类型，然后在“搜索”窗
格的各个字段中输入搜索准则。

您还可以保存搜索并给它命名。“保存的搜索 ”在“搜索”窗格与 “编目 ”窗格上列出。在“搜索”窗
格上，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保存的搜索以再次运行。在“编目”窗格中，“保存的搜索”在 “自
动类别”列出，在此通过单击“保存的搜索”名称便可以再次运行。

预览 此窗格显示 “文件列表”窗格中当前所选任何图像或媒体文件的略图预览。您可以通过调整“预
览”窗格来调整略图的大小，还可以指定是在 “预览 ”窗格中播放媒体文件还是仅显示第一帧。

选择性浏览 此面板通过结合“文件夹 ”、“编目”、“日历”等窗格中的输入，将“文件列表”窗格中列出的文件

限制为符合特定准则的文件。通过在“选择性浏览”窗格中调整不同的准则，可以包括或排除

特定的文件。您可以从“视图”菜单访问“选择性浏览”面板。

编目 此窗格列出类别、自动类别、评级、颜色标签、关键词及已保存的搜索，帮助您排序和管理文

件。您也可以使用 “编目 ”窗格中“特殊项目 ”区域，以快速查看计算机上的所有图像，以及当前

文件夹中未分类的文件。

任务 此窗格显示菜单与工具栏中常用按钮与命令的菜单。菜单会根据在 ACDSee 中的当前位置与

所选内容动态更改。

属性 此窗格显示在“文件列表 ”窗格中选择的任何文件或文件夹的文件属性与元数据。您可以使用

“属性”窗格来查看与编辑文件的元数据，以及数码相片中包含的 EXIF 元数据。

图像筐 浏览文件与文件夹时，可以在“图像筐 ”中临时存放图像。随后可以编辑、打印或共享那些图

像，而不必将它们全部移到单个文件夹中。

刻录筐 此窗格提供一些工具来组合与整理文件，随后从 ACDSee 将它们刻录到 CD 或 DVD。

“管理 ”模式的下拉菜单

借助 “管理 ”模式中的下拉菜单，可以快速访问常用任务。下拉菜单由以下部分组成：

导入：在此您可以从相机或其它设备导入相片。

批量：在此您可以运行所有的批量编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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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在此您可以创建幻灯放映文件、PowerPoint 演示文稿、CD/DVD、在线相册或存档文件。

幻灯放映：在此您可以配置并运行幻灯放映。

发送：在此您可以将相片上载到相片网站、FTP 或通过电子邮件共享相片。

编辑器：在此您可以列出外部编辑器以便轻松访问。

使用 “管理 ”模式的窗格

在“管理”模式中，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打开和关闭窗格，还可以移动、浮动或层叠任何窗格来自定义“管理”模式窗口

的布局。

要在“管理”模式中打开或关闭窗格：

单击窗格并选择要打开或关闭的窗格。

移动窗格

您可以将窗格从驻靠或浮动位置移到新的位置。您可以一次移动一个窗格，也可以移动多个层叠的窗格。

要移动窗格：

1. 拖动窗格的标题栏，并将光标悬停在“驻靠罗盘”的任一箭头上。

2. 带阴影的选取框出现在所需的窗格位置时，释放鼠标按钮。

3. 要将窗格恢复到先前的位置，请双击标题栏。

要移动驻靠或浮动的窗格：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将窗格的选项卡拖到新的位置。仅移动一个窗格。

将窗格的标题栏拖到新的位置。任何层叠在下面的窗格也一起移动。

如果使用双显示器 ，您可以将窗格移动到第二个显示器 以释放主显示器 的空间。

驻靠窗格

如果在“管理”模式中选择了某个窗格，则会激活“驻靠罗盘”，帮助您准确定位窗格。“驻靠罗盘 ”由内圈和外圈两组箭头

组成。将光标悬停在任一箭头上时，将出现一个带阴影的选取框，显示窗格的可能位置。

要在“管理”模式窗口中驻靠窗格：

1. 拖动窗格标题栏或选项卡激活“驻靠罗盘”。

2. 要将窗格驻靠在窗口的外缘，请将光标悬停在 “驻靠罗盘”外圈的任何箭头上，然后释放鼠标按钮。

3. 要将窗格驻靠在“文件列表”窗格或其它窗格的外缘，请将光标悬停在“驻靠罗盘”内圈的任何箭头上，然后释放

鼠标按钮。

层叠窗格

您可以层叠窗格，并根据需要重新排列它们的选项卡。

要层叠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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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将窗格标题栏拖动到其它窗格的标题栏上，直至出现带阴影的选取框，然后释放鼠标按钮。

将一个窗格拖放到另一个窗格内部，将光标悬停在“驻靠罗盘”的中心上，然后释放鼠标按钮。

2. 要给窗格重新排序，请按选项卡顺序向左或向右拖动。

3. 要分开选项卡式的窗格，请将窗格的选项卡拖动到屏幕上的其它位置。

调整窗格大小

在“管理”模式下，包括驻靠窗格和浮动窗格在内的所有窗格都可以调整大小。

要调整驻靠窗格的大小：

1. 将光标悬停在窗格边缘上，直到它变为箭头和直线。

2. 将窗格边缘拖动到所需的大小。

要调整浮动窗格的大小：

将光标悬停在窗格的边缘或拐角上，然后将窗格拖到所需的大小。

重设布局

您可以随时将所有的“管理”、“查看 ”、“编辑”模式窗格恢复到默认位置。

要重设布局：

单击视图 | 重设布局。

使用“相片”模式

“相片”模式是一种可按日期查看整个图像集的快捷方式。“相片 ”模式显示已编目的图像。“相片 ”模式下的相片按拍摄日

期显示，拍摄日期由图像的 EXIF 数据指示。如果 EXIF 数据不包含拍摄日期，“相片 ”模式将基于修改日期显示图像。

您可以使用批量调整时间标签修改拍摄日期。

“相片”模式包含两个区域：

“日期”窗格：此窗格按日期显示所有已编目的相片集。

“时间线”窗格：此窗格显示相片的拍摄年份和月份，以及每个年份或月份的相片数量。

查看图像

图像在“相片”模式下按日期显示。要切换按年、月或日查看图像和文档，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 “日期 ”窗格右下方的年、月或日按钮。

使用左上方的向前或向后箭头可从“年 ”视图移动到 “月”和“日 ”视图。

选择查看 | 年 /月 /日。

单击图像可从“年 ”视图移动到 “月”和“日 ”视图。

单击 “时间线”窗格中的年 /月条目可导航至自那时起的图像。

要仅查看 Microsoft OneDrive® 相片集：



ACDSee Photo Studio Standard 2019

Page 19 of 289

单击 “过滤 ”下拉菜单，然后选择 OneDrive。

要查看所有相片集(包括 OneDrive)：

单击 “过滤 ”下拉菜单，然后选择全部。

要仅查看图片文件夹中的相片：

单击 “过滤 ”下拉菜单，然后选择图片。

要仅查看桌面上的相片：

单击 “过滤 ”下拉菜单，然后选择桌面。

要使用您的相片集查看孤立文件：

单击 “日期 ”窗格顶部的显示孤立文件按钮。孤立文件将以棕褐色显示。

要查看较大版本的图像：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双击图像以在“查看”模式下将其打开。

选择一个图像并按 Enter在“查看”模式和 “相片 ”模式之间切换。

要在另一个模式下打开图像：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鼠标右键单击“日 ”视图中的图像，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Ctrl + 鼠标右键单击“年”或 “月”视图中的图像，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要在 Windows 文件资源管理器® 中查找图像：

鼠标右键单击“日 ”视图中的图像，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在文件资源管理器中显示。

Ctrl + 鼠标右键单击“年”或 “月”视图中的图像，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在文件资源管理器中显示。

编目

“相片”模式将仅显示已编目的图像。要给图像编制目录：

在“管理”模式下浏览文件夹。

使用 “相片 ”模式顶部的编目按钮。

使用“查看”模式

您可以使用 “查看 ”模式以实际尺寸或多种缩放比例来显示图像与媒体文件。您也可以按顺序显示一组图像。

“查看”模式包含四个主要区域：

查看区域：这是主查看区域，用于显示当前图像或媒体文件。您可以自定义查看，缩放图像与媒体文件。

底部工具栏：位于主查看区域的下方，“底部 ”工具栏提供了指向常用工具与命令 (如缩放和滚动工具 )的快捷方

式按钮。您可以将工具栏自定义为使用大图标或小图标，也可以选择不显示工具栏。

胶片：该区域位于主查看区域的下方，它显示当前文件夹中，或在 “管理 ”模式下所选图像组中图像的略图。它在

底部提供了滚动条，可用于滚动浏览图像，此外还提供了用于查看前一个 /后一个图像的按钮。

状态栏：位于窗口的底部，“状态”栏显示当前图像或媒体文件的信息与属性。它也显示评级、颜色标签以及标记

的图标，单击一下这些图标即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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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模式也可以显示 “属性 ”窗格，以显示关于图像或文件的 EXIF、IPTC 和 ACDSee 元数据信息。“查看”模式还提供了

导航器、放大镜以及直方图窗格，每个窗格都显示详细的图像信息。

要在“查看”模式下打开图像或媒体文件：

在“管理”模式下，从“文件列表”窗格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择一个文件，然后按 Enter键。

选择一个文件并单击查看模式按钮。

双击文件。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图像或媒体文件，然后选择查看。

要在“查看”模式中打开一组图像：

1. 在“管理”模式下，在“文件列表”窗格中选择一组图像。

2. 按 Enter键。

3. 要在各个图像 之间浏览，请执行以下操作：

要查看序列中的下一个图像，请单击下一个。

要查看序列中的上一个图像，请单击上一个。

在全屏幕模式中查看图像

您可以使用整个显示器 屏幕来显示图像。在全屏幕模式中，窗口边框、菜单栏、状态栏以及工具栏都隐藏起来，只有图

像是可见的。如果希望总是在全屏幕模式中查看图像，可以将此选项设置为“查看”模式的默认值。

要在全屏幕模式中查看图像：

1. 在“查看”模式中打开一个图像 或一组图像。

2. 单击视图 | 全屏幕。

3.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图像，通过上下文菜单访问 “查看 ”模式工具与选项。

要退出全屏幕模式：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按 F 键。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图像，并选择视图 | 全屏幕。

在“查看”模式下使用键盘快捷方式 F 可切换是否使用全屏视图。

使用 “查看 ”模式的窗格

要打开“查看”模式的窗格：

1. 在“查看”模式下打开一个图像。

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窗格 | 直方图，以显示图像的直方图。

单击窗格 | 放大镜以显示一个窗格，其中以较高缩放比例显示光标位置处的图像。

单击窗格 | 导航器，以显示放大的图像的略图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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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窗格 | 页面视图，以打开多页图像的 “页面视图”面板。

单击窗格 | 属性，以显示图像的 IPTC、EXIF 与 ACDSee 元数据。

使用底部工具栏

使用底部工具栏访问常用工具。

底部工具栏

添加到图像筐 将图像添加到图像筐。

向左旋转 向左旋转图像。

向右旋转 向右旋转图像。

滚动 当图像放大到超过 “查看 ”模式区域时，用于平移或滚动图像。

选择 选择图像中一个矩形的区域。

缩放 放大或缩小图像。单击放大或右击缩小。

全屏幕 以全屏幕显示图像。按 F 键可以全屏幕查看。

外部编辑器 在所选的外部编辑器中打开文件。

显示原始图像 在原始图像与编辑后的图像之间切换。

导航器 显示 “快速导航器 ”窗格，以便查看放大图像的略图纵览。(仅
对放大到超过适合屏幕大小的图像可见。)

“缩放”滑块 控制 “查看 ”模式区域中的图像大小。拖动滑块可调整大小。

缩放下拉列表 显示缩放大小列表供您选择。

实际大小 将图像返回到实际大小。

适合图像 根据 “查看 ”模式区域缩小图像。

在 “查看 ”模式下使用 Windows Touch Gestures™

如果您有支持 Windows Touch Gestures™ 的设备，则可以在“查看”模式下使用它来快速、轻松地查看相片。

要在“查看”模式下使用 Windows Touch Gestures™：

在“查看”模式下打开一个图像。

划动图像以一次滚动一个图像。您还可以在“查看”模式底部的胶片上使用此方法。

按住并向一个方向缓慢划动可浏览文件夹中的所有图像。

按住图像，然后放开可获得与使用鼠标右键单击相同的结果。

双击图像可返回 ACDSee 中的 “管理 ”模式。

两指分开可放大，两指并上可缩小。

放大超过 100% 后，您可以用手指平移图像。

如果以实际大小 (1:1) 查看图像，您仍然可以在图像中划动。它们都将以 100% 缩放级别显示。



ACDSee Photo Studio Standard 2019

Page 22 of 289

切换到 “管理 ”模式

您可以随时返回到 “管理 ”模式。

要从“查看”模式返回到“管理”模式：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双击图像。

单击管理模式按钮。

使用“编辑”模式

在“编辑”模式中可以将更改应用到图像。您可以通过更改亮度与颜色对图像进行整体编辑，也可以对图像进行裁剪、翻

转、调整大小或旋转操作。您可以使用 “选择范围”工具来修复图像的特定部分。此外，还可以对图像进行最后的润色，如

红眼消除、添加边框和特殊效果。

在“编辑”模式下，您可以：

使用 “选择范围”工具或编辑模式画笔选择图像中的特定部分并对其应用编辑设置。

消除瑕疵或红眼。

添加文本、水印、边框、晕影、移轴、特殊效果或绘画。

对图像进行裁剪、翻转、调整大小或旋转操作。

使用曝光、色阶、自动色阶、色调曲线以及光线工具调整光线。

使用白平衡、颜色平衡、转换成黑白或颜色 LUT 工具调整颜色。

使用锐化、清晰度、消除杂点、添加杂点或者模糊工具向图像添加细节。

使用“仪表板”模式

使用 “仪表板”模式可以快速方便地浏览文件、相机和数据库统计信息。相机统计信息读取自图像的元数据，文件信息则

从 ACDSee 数据库分析而来。因此，应当利用编目最充分地利用 “仪表板”模式，这一点很重要。

对文件进行编目

要进行编目，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转到工具 | 数据库 | 编目。

在“管理”模式下浏览文件夹。

仪表板模式

“仪表板”模式包含以下选项卡：

“概览”选项卡：“概览 ”选项卡汇总了在其他选项卡上发现的信息。它还会显示一个图形，详细列出每月或每年

的相片计数。您可以使用选项卡顶部的下拉菜单切换查看月度范围或年度范围。您可以使用“上一个 ”和“下一

个”按钮向前或向后导航时间。

“数据库”选项卡：“数据库”选项卡会显示与数据库相关的数据，例如位置、大小、备份信息、资产明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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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选项卡：“相机 ”选项卡显示与相机使用情况相关的数据，例如最常使用的相机、您偏好的 ISO 设置等等。

“文件”选项卡：“文件 ”选项卡显示与图像和视频文件相关的数据，例如最常使用的位深、图像像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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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获取帮助

查找其它资源与支持

ACDSee 菜单栏上的“帮助”菜单包含一些指向插件帮助文件的链接，以及链接到 ACDSee 网站的选项，您可以从该网站

中找到更新、快讯以及系统要求。

其它链接可带您进入支持页面、注册页面或社区主页；在社区主页中，您可以加入社区并参与 ACDSee 论坛讨论。

在“帮助”菜单中，您还可以通过输入许可证代码将试用版 ACDSee 转换成完全版。

单击帮助将显示以下菜单选项：

插件帮助

管理 acdID 账户

检查更新和消息

产品支持与资源

客户支持

ACDSee 产品

ACDSee 社区

关于 ACDSee Standard 2019

http://r.acdsee.com/pSO0p
http://r.acdsee.com/fF9Nf
http://r.acdsee.com/dQyCH
http://r.acdsee.com/iytjW
http://r.acdsee.com/mki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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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管理”模式

“管理”模式是用户界面中主要的浏览和管理组件，也是使用桌面上的快捷方式图标启动 ACDSee 时会看到的模式。

在“管理”模式中，您可以：

从设备、CD 或 DVD，或磁盘导入相片。

浏览文件和文件夹。

通过标记文件、添加类别、颜色标签、关键词或其它元数据来对文件进行编目。

搜索文件并创建保存的搜索。

发布和共享文件，包括用电子邮件发送文件、创建幻灯放映以及将文件刻录到 CD 或 DVD。

打印图像。

批量编辑文件。

管理和维护ACDSee 数据库。

当您应用元数据时自动前进到文件夹中的下一个图像。

使用 ACDSee 导入文件

您可以使用 ACDSee 从各种设备 (如数码相机、闪存盘、CD/DVD 或其它可移动设备等 )下载图像。在“管理”模式下，您还

可以使用文件 | 导入 | 从磁盘选项从网络以及任何可映射的磁盘或驱动器导入文件，同时保留原始的文件夹与子文件

夹。

使用 Windows的 “自动播放 ”对话框导入文件

将数码相机或其它设备连接到计算机时，Windows 的“自动播放 ”对话框会提示您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使用 ACDSee导入图片：选择此选项可打开 “导入 ”对话框。随后您可以选择各种设置以便重命名、备份及放置

文件。您可以保存导入设置并命名它们，以便日后再次使用。如果相机可以拍摄 RAW 与 JPEG 这两种文件格

式，则还可以创建导入日期与 RAW + JPEG 选项的高级设置。您还可以创建文件重命名模板以便用于特定类型

的文件或项目。

使用 ACDSee管理图片：选择此选项可在 ACDSee 中浏览文件。随后可以选择从设备导入文件或只是复制并粘

贴文件。

使用 Windows 导入图片与视频：如果您希望使用 Windows 导入文件，请选择此选项。

根据计算机上安装的其它应用程序，可能还有其它选项。

如果您的计算机将设备识别为驱动器时遇到困难，请查阅设备手册，了解如何将设备安装为驱动器。或者，使

用计算机的读卡器访问存储卡。

从特定类型的设备导入文件

如需更具体的操作说明，请选择连接的设备类型：

从设备导入相片

从 CD 或 DVD 导入相片

从磁盘导入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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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可移动设备

使用 ACDSee 可以通过多种方法从数码相机、扫描仪或存储卡获取图像。如需有关设备与计算机通讯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设备的“帮助”文件或手册。几种不同类型的可移动设备：

USB 可移动设备：可移动设备包括可以通过 USB 读卡器连接到计算机上的存储卡，可以直接插到计算机上的

插槽中的相机存储卡，或者闪存盘。USB 可移动设备会由计算机检测到，并以可移动驱动器中的结构进行显

示。

Windows 图像获取 (WIA)：使用“Windows 图像获取”(WIA) 驱动程序同计算机进行通讯的相机与扫描仪。

有些相机 (包括 Canon 相机 )使用 WIA。ACDSee 会自定检测 WIA 协议。

您需要 DirectX 9.0c 与 QuickTime 才能复制与查看音频或视频文件。

从设备导入相片

“导入来源 ”对话框为您提供多个选项，让您可以从相机、读卡器、闪存盘以及其它大容量存储设备导入文件。如果希望

单击几下就能导入文件，您完全可以做到。或者您也可以从多个选项中作出选择，以简化工作流程并在每次导入中执行

多个任务。

在“导入来源”对话框中，可以按日期或文件类型查看设备上的文件的略图。您可以更改略图的大小，以便能够更轻松地

选择希望导入或保留在设备上的文件，然后只查看您已经选择的文件。

您还可以选择文件的目标文件夹或子文件夹，在导入时创建备份文件集，在导入过程中重命名文件，以及自动旋转文件

(如果相机具有此选项 )。高级设置中的选项让您可以更改希望使用的日期，以及放置 RAW 与 JPEG 文件 (如果相机会创

建这两种文件格式 )的位置。

您甚至可以通过添加类别、IPTC 与 ACDSee 元数据，在导入的同时整理文件。

随后可以将所有这些设置保存为预设值，以供日后使用或更改。

如果相机作为可移动驱动器连接到计算机，则还可以直接从 “文件列表”与“文件夹”窗格中轻松复制相片，因为

ACDSee 能够检测到可移动设备并在“文件夹 ”窗格中显示它。如果不确信相机与计算机的连接方式，请参阅使

用 ACDSee 导入文件中的“关于可移动设备 ”。

有些相机 (如 Canon)使用“Windows 图像获取”(WIA) 与计算机通讯。如果设备使用这些协议，您可以通过在

文件 | 导入菜单上单击从设备进行导入。ACDSee 会自动检测这些协议。

要使用“导入来源”对话框下载相片：

1. 将相机或设备连接到计算机。确认相机已经打开，并且电缆已正确连接到计算机。

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如果 Windows 的“自动播放 ”对话框打开，请选择使用 ACDSee导入图片。

如果有多个设备连接到计算机，则请从列表中选择希望使用的设备，然后单击确定。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文件 | 导入 | 从设备。

按键盘上的 ALT + G。

3. 在“导入来源”对话框中，按下文所述选择导入选项。

4. 单击导入。

5. 要浏览导入的相片，在显示“导入完成 ”对话框时单击是。

您可能需要 DirectX 9.0c 与 QuickTime 才能从相机下载音频与视频文件。



ACDSee Photo Studio Standard 2019

Page 27 of 289

“导入来源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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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导入的项目： 您可以通过选择以下选项之一来控制导入的项目：

新：仅导入过去未导入的文件。

全部：导入所有文件。

自定义：导入所选文件。您可以通过启用或禁用文件的复选框

来控制导入的文件。

查看方式 日期 按文件的创建日期分组显示所有文件。要取消选择某个日期，请单

击该日期旁的复选框。要取消选择所有日期，请单击所有日期复选

框。

文件类型 按文件的文件类型分组显示所有文件。要取消选择某个文件类型，

请单击该文件类型旁的复选框。要取消选择所有文件类型，请单击

所有文件类型复选框。

查看全部 显示设备上的所有文件的略图。

查看所选项 仅显示已选择用于导入的文件。

选择导入预设值： “导入设置”下拉菜单 显示最近使用的导入设置的名称以便再次使用，或是选择以下选

项之一：

当前：使用当前设置进行导入。

上次使用：使用上次导入时的导入设置。

无：清除所有当前导入设置。

保存导入设置
使用名称保存所有的当前导入设置，以便再次使用它们。要保存

(或编辑 )导入设置，请选择保存图标，然后输入新名称 (或是重新

保存现有的设置 )。

此时导入设置的新名称出现在下拉菜单中。

删除导入设置
删除 “导入设置”下拉菜单中当前选择的已保存导入设置。

位置 “选择目标位置”下拉菜

单

显示最近使用的目标位置的名称以便再次使用，或是选择以下选

项之一：

上次使用：使用上次导入时的目标位置。

无：清除所有当前目标设置。

“放入子文件夹”下拉菜

单

显示以下预定义的子文件夹选项以供选择：

按名称排序的单个文件夹：使用您在“名称”字段 (在选择此选

项后激活 )中输入的名称来创建新的子文件夹。所有文件都放

入使用该新名称的文件夹。

单个文件夹(按今天的日期)：使用今天的日期作为名称来创

建一个文件夹，并将所有文件放入该文件夹。

嵌套的文件夹(按今天的日期)：根据今天的日期与您在格式

字段中选择的格式逐级创建一系列嵌套的文件夹。各文件夹

按示例所示创建，并且所有文件都放入最低一级的文件夹。

嵌套的文件夹(按文件的日期)：根据文件的日期与您在格式

字段 (在选择此选项后激活 )中选择的格式创建多组嵌套的文

件夹。文件夹按示例所示创建，并且文件导入到每个日期的

最低一级的文件夹。

单独文件夹(按文件的日期)：根据各文件的日期和您在格式

下拉选项中选择的格式创建单独文件夹。

保留子文件夹名称：使用 “从磁盘”选项进行导入时保留现有

的文件夹名称。例如，如果闪存盘或 CD 包含的图像放在一组

复杂的子文件夹中，则可以完整地导入整个文件夹树。

格式 显示 “嵌套的文件夹”选项 (请参阅上文 )的日期格式选项。

示例 显示使用当前设置时将会创建的嵌套文件夹的示例 (请参阅上

文 )。

“备份至”下拉菜单 使用您在放入下选择的子文件夹的精确副本创建文件备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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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进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浏览，然后浏览到现有文件夹，将它用作备份目标位置。

单击浏览，然后单击创建新文件夹，以创建新的文件夹，将它

用作备份目标位置。

若备份副本中已包含了 ACDSee 元数据，就不会将导入过

程中添加的任何“编目”设置 (IPTC 或 ACDSee 元数据 )包
含在其中。

文件 “重命名文件为”下拉菜

单

根据以下预定义的重命名模板在导入时重命名每个文件：

日期/时间 - 文件名：使用文件的创建日期与时间以及原始的

文件名来创建每个文件的名称。

日期/时间：使用文件的创建日期与时间创建每个文件的名

称。

相机 - 序号：使用相机名称与从 1 开始的序号创建每个文件

的名称。

日期/时间 - 序号：使用文件的创建日期与时间以及从 1 开

始的序号创建每个文件的名称。

相机 - 文件名：使用相机名称与原始的文件名创建每个文件

的名称。

创建并保存自己的重命名模板时，它们也会出现在此列表中供您选

择。

编辑 打开 “重命名模板 ”对话框，在其中您可以创建并保存自己的重命名

模板。

“应用元数据”下拉菜单 选择保存的元数据预设值的名称，或选择“管理预设值”以打开“管
理元数据预设值”对话框。

自定义 “属性”窗格的“元数据”选项卡：在字段中输入 ACDSee 与 IPTC 元

数据以添加到所导入的文件中。

“属性”窗格的“类别”选项卡：将导入的文件指定给在此选项卡上

选择的任何类别。您可以选择多个类别。

自动旋转图像 自动旋转图像 (如果相机会创建此选项正常工作所需的信息 )。

导入后从来源删除项目 导入后将已导入的项目从其原位置删除。

高级 ACDSee 数据库日期 打开 “高级导入选项”对话框，在其中可以更改文件的日期设置并指

定放置 RAW 与 JPEG 文件的位置。

要设置 ACDSee 数据库，请将以下内容之一用作文件日期：

Exif 日期：使用相机嵌入到图像中的 EXIF 日期。

文件修改日期：使用文件的上次修改日期。

特定日期：使用通过单击日历下拉箭头选择的日期。

RAW+JPEG 要指定放置 RAW+JPEG 文件的位置，请选择以下内容之一：

将两者都放入所选的目标文件夹：将 RAW 与 JPEG 文件都放

入您在“导入来源 ”对话框的选择目标位置下选择的文件夹。

将 JPEG 放入子文件夹：将 RAW 文件放入您在 “导入来源”对
话框的选择目标位置下选择的文件夹。然后使用您在子文件

夹名称字段 (在选择此选项后激活 )中输入的名称创建新的子

文件夹。所有 JPEG 文件都放入新的子文件夹。

将 RAW 放入子文件夹：将 JPEG 文件放入您在 “导入来源”对
话框的选择目标位置下选择的文件夹。然后使用您在子文件

夹名称字段 (在选择此选项后激活 )中输入的名称创建新的子

文件夹。所有 RAW 文件都放入新的子文件夹。

IPTC 字段中的值会反映在其对应的 EXIF 字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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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扫描仪导入相片

您可以使用 ACDSee 扫描图像以及将它们导入特定的可访问位置。

要指定所扫描图像的目标位置：

1. 单击工具 | 选项 | 管理模式。

2. 在“管理”模式页面的“扫描目标”部分，单击浏览文件夹按钮。

3. 在“浏览文件夹”对话框中，选择所扫描图像的目标文件夹。

4. 按确定。

要扫描图像：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文件 | 导入 | 从扫描仪。

2. 根据需要配置扫描设置。由于扫描对话框由 Windows 控制，因此这些设置会因您的操作系统和 ACDSee 版本

而异。

3. 使用 “文件夹”窗格导航到您设置为扫描图像目标的位置。

从 CD或 DVD导入相片

您可以使用 “导入来源”对话框或“文件夹”窗格来从 CD 或 DVD 下载相片。在导入相片之前，您可以浏览 CD，并像查看

其它文件夹一样查看它们，然后简单地将它们复制并粘贴到新位置中。

如果使用“导入来源”对话框，则可以设置子文件夹选项来完好无损地导入复杂的文件夹结构，包括所有的文件夹名称。

您还可以在导入文件时整理它们，并同时创建重复的备份文件夹。

要从 CD 或 DVD 导入相片：

1. 将 CD 或 DVD 插入驱动器。

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如果 Windows 的“自动播放 ”对话框打开，请选择使用 ACDSee导入图片。

如果有多个 CD 或 DVD 驱动器连接到计算机，则请选择要使用的设备，然后单击确定。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文件 | 导入 | 从 CD/DVD。

3. 在“导入来源”对话框中，选择要使用的导入来源选项，然后单击导入。

4. 要浏览导入的相片，在显示“导入完成 ”对话框时单击是。

从磁盘导入相片

使用 ACDSee ，可以轻松从任何其它存储设备、计算机、网络、闪存盘等导入相片。事实上，您的计算机能够映射到的任

何设备都可以。连接可移动设备、网络、磁盘或另一台计算机时，ACDSee 将它看作是可移动驱动器，您可以使用 “文件

夹”窗格来浏览它及其周围的内容。您可以只是将文件复制并粘贴到 ACDSee 中。

如果磁盘或驱动器中的文件具有复杂的文件夹结构，或是您希望在导入文件时整理、重命名并备份它们，则 “导入来源”
对话框值得使用，它的导入设置让您可以同时执行所有这些任务。

要从磁盘导入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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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磁盘连接到计算机。

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如果 Windows 的“自动播放 ”对话框打开，请选择使用 ACDSee导入图片。

如果有多个磁盘或驱动器连接到计算机，请选择要使用的设备，然后单击确定。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文件 | 导入 | 从磁盘。

3. 在“浏览器文件夹 ”对话框中，浏览到文件夹树中的可移动驱动器或设备，然后单击确定。

4. 在“导入来源”对话框中，选择要使用的选项，然后单击导入。

5. 要浏览导入的相片，在显示“导入完成 ”对话框时单击是。

创建重命名模板

在“导入来源”对话框中，您可以创建、命名并保存模板，该模板能在每个文件导入并放置到硬盘上时赋予它们唯一的名

称。随后您可以在每次导入相片时重新使用该模板。重命名模板可以在每个新文件名中使用数字序列、自定义文本以及

文件特有的信息。您可以为不同类型的文件创建并保存不同的重命名模板。例如，您可以给不同的相机或不同的文件类

型使用不同的重命名模板。

要创建重命名模板：

1. 从“导入来源”对话框中，选择文件重命名为。

2.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以下系统模板之一：

日期/时间 - 文件名：使用每个文件创建的日期与时间以及原始文件名重命名文件。

日期/时间：使用每个文件创建的日期与时间重命名文件。

相机 - 序号：使用相机名称与序号重命名文件。

日期/时间 - 序号：使用每个文件创建的日期与时间以及序号重命名文件。

相机 - 文件名：使用相机名称与每个文件的原始文件名重命名文件。

3. 要创建自己的重命名模板，或添加到系统模板，请单击编辑。

4. 在“重命名模板”对话框中，从下表所述的选项中进行选择。

5. 单击确定。

如果选择跳过视频与音频文件复选框，则重命名过程将不会重命名视频与音频文件。

“重命名模板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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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模板下拉列

表

单击下拉列表以选择不同的预定义系统模板。

新建重命名模板 单击以打开 “新建重命名模板”对话框，从中您可以输入自己的重命名模板的名称。给重命名模板

赋予清楚表明计划如何使用模板或名称将包含何类信息的名称。例如相机名称_摄影师。

单击保存时，新模板的名称会添加到系统模板的下拉列表中。

删除 删除下拉列表中当前选择的重命名模板，但不能删除的预定义系统模板除外。

重命名模板 使用该字段创建重命名模板。您可以输入摄影师的姓名并在模板的各个元素之间输入下划线，以

使它更易于阅读。

使用以下占位符以确保每个文件名是唯一的：

插入 *。文件重命名后，* 将替换为原始文件名。

插入 #。文件重命名后，# 将替换为序号。如果文件众多，请输入多个 ##。例如，如果输

入 ###，则重命名的第一个文件编号为 001，下一个为 002，依此类推。如果文件超过

1000 个，请输入 ####。

插入元数据占位符 < > ，则这对括号内的数据替换为选择的任何数据。例如，如果选择<
相机型号>，则相机的型号被插入每个文件名中。

插入元数据 单击以打开 “选择属性”对话框，从中您可以从很长的元数据列表中进行选择以插入到模板中。

示例 在将占位符输入或添加到 “重命名模板 ”字段中的同时会进行更新，显示重命名模板的外观示例。

跳过视频与音频

文件

在重命名过程中跳过视频与音频文件。

导入 Lightroom®数据库

您可以使用 Adobe® Lightroom® 数据库导入器将您的集合、关键词、评级和颜色标签从 Lightroom® 导入 ACDSee 。

您的关键词层次结构在导入时将不受它们是否会嵌入到选择导入的图像中影响。

您不能导入智能集合。

您无法在 Lightroom® 打开时开始导入。

如果您在 ACDSee 中集合的层次结构与 Lightroom® 中的层次结构相同，则这些集合将合并。

要导入您的 Lightroom® 数据库：

1. 在“管理”模式下，选择工具 | 数据库 | 导入 | Lightroom 数据库。

2. 在 Adobe Lightroom 数据库导入器中，按下一步。

3. 选择要导入 ACDSee 的数据库信息的复选框，包括评级、标签、集合和关键词。

4. 使用 “位置 ”字段旁边的 “浏览 ”按钮导航至 Lightroom® 数据库文件的位置。

默认情况下，该字段显示 Lightroom® 存储其数据库的默认位置，因此您只需浏览是否已移动数据库

5. 按下一步。

6. 检查摘要以确保显示的信息正确无误。如果发现错误，请使用“后退”按钮返回上一页进行更正。

7. 按下一步。已成功完成的项目旁将显示绿色复选标记，失败的项目旁将显示红色十字标记。

8. 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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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room 是 Adobe Inc. 的注册商标。

在“文件列表”窗格中浏览文件

“文件列表 ”窗格是占据 “管理 ”模式窗口中心的大窗格。“文件列表”窗格显示当前所选文件夹的内容、最新搜索的结果，

或是与选择性浏览准则匹配的文件与文件夹。“文件列表”窗格总是处于可见状态，无法隐藏或关闭。

默认情况下，文件在“文件列表 ”窗格中显示为略图。不过，可以将“文件列表 ”窗格视图从略图更改为详细信息、列表、图

标、平铺或胶片。您可以根据名称、大小、属性及其它信息给文件排序。您还可以使用过滤器来控制在“文件列表 ”窗格中

显示哪些文件。

使用 “文件列表 ”窗格

“文件列表 ”窗格分为三个部分：“内容”栏、“文件列表 ”下拉菜单与 “文件列表”工具栏。略图上出现的重叠图标使您可以对

图像进行评级、标记与添加标签，另外还提供附加信息，如文件是否已处理或添加地理标记。

内容栏
“内容”栏位于“文件列表”窗格顶部，它描述当前正在浏览的内容。使用“文件夹”窗格时，“内容”栏将显示正在浏览的一

个或多个文件夹的路径，如下例所示：

如果正在使用“编目”窗格按照类别或评级浏览文件，“内容”栏将显示所选的类别，如下例所示：

使用 “日历 ”窗格浏览时，“内容”栏还显示日期范围；使用“搜索”窗格浏览时，则显示搜索准则的摘要。

文件列表下拉列表

过滤器 显示过滤选项列表，如评级与类别。您还可以选择“高级过滤器”，并创建自定义的过滤

器。

组 显示文件属性列表，这些属性可以用于在“文件列表 ”窗格中组合文件。

排序 显示文件属性列表，这些属性可以用于在“文件列表 ”窗格中给文件排序。

查看 显示在“文件列表 ”窗格中查看文件时可供使用的查看选项列表。

选择 显示文件选择选项的列表。

“文件列表 ”工具栏

添加到图像筐 将所选图像添加到图像筐。

向左旋转 向左旋转所选图像。

向右旋转 向右旋转所选图像。

比较图像 在“比较图像查看器”中打开所选的图像。

“缩放”滑块 控制 “文件列表”窗格中略图的大小。拖动滑块以调整略图。

重叠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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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播放声音 如果文件包含嵌入的或关联

的音频，则显示此图标。如

果单击声音图标并且内嵌的

声音开始播放，则会出现第

二个图标。

用鼠标右键单击以播放内嵌音

频。

评级 如果文件已经在 ACDSee 数

据库中评级，则显示此图

标。

颜色标签 如果已向文件指定了颜色标

签，则显示此图标。

嵌入挂起 如果文件包含存储在

ACDSee 数据库中但尚未写

入文件的 ACDSee 元数据，

则显示此图标。

鼠标右键单击并选择两个选项

之一：

嵌入 ACDSee 元数据：

将元数据写入文件。

清除嵌入挂起标记：清除

此重叠图标，但不将元数

据写入文件。

文件格式 显示文件格式。 单击鼠标左键以在 “属性 ”窗格

的“文件”选项卡上显示 “文件信

息”、“图像属性 ”和“EXIF 元数

据”(摘要 )。

类别 如果文件已经归类，则显示

此图标。

单击鼠标左键以打开“属性”窗
格的 “整理 ”选项卡上的 “类别 ”
部分。

集合 如果文件已添加至集合，则

显示此图标。

快捷方式 如果项目是指向另一个文件

的快捷方式，则显示此图

标。

离线 如果文件存储在离线设备

中，则显示此图标。

排除的项目 如果文件已经从 ACDSee 数

据库中排除，则显示此图

标。

标记的项目 如果文件已标记，则显示此

图标。

未标记项目 如果文件尚未标记，则显示

此图标。

已添加地理标记的项目 如果文件在其 EXIF 信息中

包含 GPS 数据，则显示此图

标。

自动旋转 如果文件已自动旋转，则显

示此图标。

单击鼠标左键以永久旋转原图

像并更新 EXIF 信息。

已编辑 如果文件已编辑，则显示此

图标。

更改叠加图标可见性

您可以更改叠加图标是否可见、是否显示为彩色以及哪些图标显示为彩色。

要更改叠加图标可见性

在“管理”模式下，从“文件列表”窗格顶部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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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查看 | 切换重叠模式以控制重叠图标是不可见、显示为灰度还是彩色。单击 (]) 键以在可见模式间切换。

单击查看 | 高光叠加以选择显示为彩色的图标。单击 (]) 键以在可用选项间切换。

请注意，这并不适用于所有重叠图标。如需更多地控制可见图标，请参阅设置“略图信息”选项。

最大化 “文件列表 ”窗格

要尽量利用可用的屏幕空间，可以选择最大化 “文件列表”窗格并隐藏“管理”模式的其余窗格。“管理”模式窗口中仍然可

见的部分只剩下“文件列表”窗格以及当前正在使用的工具栏。

要最大化“文件列表”窗格：

1. 单击视图 | 最大化文件列表。

2. 要只显示“文件列表”窗格及其工具栏，请单击视图 | 全屏幕。

3. 单击右上角的关闭全屏幕按钮以返回到 “管理 ”模式。

使用“文件夹”窗格浏览

“文件夹”窗格显示计算机上全部文件夹的目录树，样式与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相同。通过在“文件夹”窗格中选择一

个或多个文件夹，可以在 “文件列表”窗格中显示它们的内容。

您还可以使用“文件夹”窗格为最喜欢的文件、文件夹或应用程序的创建快捷方式。然后就可以在“快捷方式”窗格中快速

访问特定的文件，而不必再去搜索。

无论何时使用“文件夹”窗格来浏览文件夹，ACDSee 数据库都会给该文件夹中的任何图像或媒体文件编制目录。

要打开或关闭“文件夹”窗格：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窗格 | 文件夹。

连接可移动设备 (如大容量存储设备或数码相机 )时，“文件夹”窗格将该设备显示为另一个驱动器，并自动为它指定

一个盘符。

通过单击“文件夹 ”窗格中的盘符，可以访问该驱动器及其内容。

选择多个文件夹

“轻松选择 ”栏是 “文件夹”与 “编目 ”窗格左侧一列垂直的指示器。您可以使用“轻松选择 ”栏来选择多个文件夹、类别或评

级，并在“文件列表”窗格中显示它们的内容。

要使用“轻松选择”栏：

在“文件夹 ”窗格中，选择包含要显示的内容的每个文件夹左侧的指示器。

您还可以通过“选择性浏览”窗格来使用“轻松选择 ”栏。

创建与管理文件夹

您可以使用 “文件夹”与 “文件列表”窗格在硬盘上创建、删除、重命名及移动文件夹，以帮助整理文件。

要管理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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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文件夹 ”窗格中，浏览到希望添加、删除或重命名文件夹的地方。

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要创建文件夹，请单击文件 | 新建，然后选择文件夹。输入新文件夹的名称，然后按 Enter键。

要删除文件夹，请选择文件夹并按 Delete键。

要重命名文件夹，请使用鼠标右键单击要重命名的文件夹，然后选择重命名。输入文件夹的新名称，然

后按 Enter键。

无法重命名只读文件系统 (如 CD-ROM)上的任何驱动器或文件夹。

按日期或事件浏览文件

通过 “日历 ”窗格，可以使用同每个文件关联的日期来浏览图像与媒体文件集。“日历 ”窗格包含“事件”、“年份”、“月份、

“日期”视图以及 “相片日历”，后者会显示一个月内每天的略图。在“日历”窗格中可以单击任何日期来显示同该日期关联

的文件的列表。

要打开“日历”窗格：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窗格 | 日历。

此时 “日历 ”窗格在中心的“文件列表 ”窗格区域打开。

如果没有浏览过包含图像的文件夹，或者没有使用过 “文件编目向导”对图像进行过编目，使它们进入 ACDSee
数据库，“日历”窗格中不会显示任何图像。

如果使用“相片日历”，则只有在该月份的特定日子上有相片时，您才会看到略图。对于没有相片的日期，则为

空白。

“日历 ”窗格视图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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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视图 从“日历”窗格切换到“事件”视图。在“事件”视图中，仅可以看到存在图像或媒体文件的那

些月份。在月份的旁边，可以看到存在图像或媒体文件的一些日期。展开月份可以查看

这些日期以及这些日期对应的图像数。您可以给“事件”视图中的日期添加描述与略图来

帮助记忆事件。

年份视图 从“日历”窗格切换到“年份”视图。在“年份”视图中，可以看到一系列表格。每个表格代表

特定的年份。在年份旁边，可以看到与该年份关联的图像或媒体文件数。图像或媒体文

件存在的月份会突出显示。

月份视图 从“日历”窗格切换到“月份”视图。在“月份”视图中，可以看到一系列表格。每个表格代表

特定的月份。在月份旁边，可以看到与该月份关联的图像或媒体文件数。存在图像或媒

体文件的日期会突出显示。

日期视图 从“日历”窗格切换到“日期”视图。在“日期”视图中，可以看到一系列表格。每个表格代表

特定的日期。在日期旁边，可以看到与该日期关联的图像或媒体文件数。存在图像或媒

体文件的时间会突出显示。

相片日历 从“日历”窗格切换到“相片日历”。在“相片日历 ”中，您可以看到一个月份，对于存在相片

的任何日期，还可以看到略图。如果将光标悬停在某个略图上，则会打开一个弹出式窗

口，显示头四个图像。单击略图时，该日期中的所有图片便都显示在“文件列表 ”中。属于

该月份的相片总数显示在日历的右上角。拖动标题栏可以让此窗口浮动在另一个显示器

上，拖动角落可以调整其大小，使略图更大或更小。

选项 使用 “日历 ”窗格选项指定要使用哪个日期来整理文件。例如，您可以快速更改设置，以便

按如下方式显示相片：

ACDSee 数据库给文件编制目录的日期

拍摄图像的日期

修改文件的日期

文件加载到计算机的日期

选择 “选项 ”以打开“日历”对话框，在其中设置过滤选项，选择一周的起始日，以及设置时

钟格式。

目录 打开事件日期列表。

仅在 “事件 ”视图中可用。

在 “事件 ”视图中添加描述与略图

您可以给“事件”视图中的日期添加描述与略图来帮助记忆事件。

可以用鼠标右键单击日历标题栏并选择浮动以将窗格移动到新位置。

要给“事件”视图中的日期添加描述：

1. 展开月份以查看存在图像或媒体文件的日期。

2. 单击在此处输入事件描述，并使用新的描述替换掉突出显示的文本。

3. 按 Enter或单击描述区域外部。此时会保存描述。

要在“事件”视图或“相片日历”中选择特定的略图：

1. 展开月份以查看存在图像或媒体文件的日期。

2. 在“文件列表”窗格中，单击某个日期以显示图像或媒体文件。

3. 单击并拖动图像或媒体文件，并将它拖动到该日期的略图区

释放鼠标按钮时略图会保存下来。通过使用鼠标右键单击略图并选择还原默认略图，可以重设默认的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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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事件”视图中浏览很长的日期列表：

1. 要展开与折叠特定的组，单击组标题左侧的 +/-号。

2. 要展开与折叠所有的组，使用鼠标右键单击组标题，并选择打开所有组或关闭所有组。

3. 要在多个组之间滚动，请单击“文件列表”滚动条底部的下一组与上一组按钮。

4. 在“日历”窗格滚动条的底部，单击目录按钮并选择某个日期。

浏览收藏夹文件

您可以创建所收藏文件的快捷方式，以便轻松访问。

访问 “快捷方式 ”窗格

单击窗格 | 快捷方式。

创建快捷方式

在“快捷方式”窗格中，您可以创建文件夹与文件的快捷方式，甚至可以直接执行可执行文件。同文件夹类似，“收藏夹 ”快
捷方式也可以复制、重命名、移动或删除。您甚至可以在 ACDSee 内使用可执行文件快捷方式来启动另一个应用程序。

通过将文件、文件夹或可执行文件直接从“文件列表 ”窗格拖动到 “快捷方式”窗格，也可以创建快捷方式。

要将文件添加至“快捷方式”窗格：

1. 在“文件列表”窗格中，选择文件、文件夹或可执行文件。

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所选项目，然后选择添加到快捷方式。

单击文件 | 添加到快捷方式。

3. 给新的快捷方式输入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创建新文件夹

您可以在“快捷方式”窗格中创建文件夹或整个目录树，以帮助整理收藏夹。

要创建新文件夹：

1. 在“快捷方式”窗格中，使用鼠标右键单击“快捷方式”文件夹，或先前创建的文件夹，然后选择新建 | 文件夹。

2. 输入文件夹的名称，然后按 Enter键。

如果移动作为快捷方式的文件或文件夹，则会断开链接，并且快捷方式不再可用。

删除快捷方式或文件夹

您可以在“快捷方式”窗格中删除快捷方式或文件夹。

要删除快捷方式或文件夹：

在“快捷方式”窗格中，使用鼠标右键单击快捷方式或文件夹，然后依次单击删除、是，确认您要删除该快捷方式或文

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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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编目”窗格

“编目”窗格是“管理”模式中最有用的窗格之一，它提供了许多用于整理、管理与查找文件的工具。可以将文件拖动到 “编
目”窗格的类别、评级、关键词或颜色标签上以便指定与快速整理文件。“自动类别”部分可以用于查找包含特定信息 (如
文件大小、关键词或快门速度 )的文件。“保存的搜索”部分可以用于创建和运行自定义搜索。特殊项目 (如“图像库”)可通

过一次单击显示计算机上的所有图像，您也可以单击 “未归类”来仅显示尚未归在任何类别下的图像。

要打开“编目”窗格：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窗格 | 编目。

此时 “编目 ”窗格在左侧打开，并有“文件夹 ”与“日历”这两个窗格选项卡。

“轻松选择 ”栏

使用 “轻松选择”栏选择多个相册、评级、关键词、标签与类别以在“文件列表 ”窗格中显示与这些选择匹配的文件。

要使用“轻松选择”栏：

在“编目”窗格中选择一个或多个项目左侧的指示器 ，以在“文件列表 ”窗格中显示与一组特定准则匹配的文件。

ACDSee数据库

使用类别、评级或标签 (在“编目”窗格或“属性”窗格上 )执行的任何整理工作都会存储在 ACDSee 数据库。如果愿意，您

还可以将此信息嵌入到各个文件，从而使移动、共享文件或在日后需要时从文件中检索此信息变得更加容易。

更改查看模式

您可以选择以不同的查看模式在“文件列表 ”窗格中显示文件，包括略图预览与文件详细信息。您也可以自定义略图的

外观与大小，并指定要在 “详细信息”视图中显示的信息。

要更改“文件列表”视图：

在“管理”模式下，从“文件列表”窗格的视图下选择以下项之一：

查看

略图+详细信息 在列表中显示文件名与详细信息，并将略图预览添加到“文件名”列。

胶片 在“文件列表”窗格底部单独的一行中显示文件的略图预览，在扩展的“预览”窗格中

显示当前所选的文件。

略图 在“文件列表”窗格中显示全部图像与媒体文件的略图预览。您可以自定义略图外

观，指定与略图一起显示的信息。

平铺 在“文件列表”窗格中以 “平铺 ”的方式显示每一个文件，包括略图预览与文件信息。

您可以使用 “缩放 ”滑块来调整平铺大小。

图标 在列表中显示文件，以默认的系统大图标表示每种文件类型。

列表 显示包含文件名与扩展名的列表。

详细信息 显示文件名列表以及每个文件的详细信息，如大小、格式以及创建日期。您可以参

考下面的介绍自定义“详细信息 ”视图的外观，并指定要显示的信息。

切换叠加模式 控制重叠图标是不可见、显示为灰度还是彩色。使用 (]) 键选择。

高光叠加 控制对哪个叠加图标进行着色。使用 ([) 键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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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详细信息视图

您可以通过设置“详细信息”视图来自动调整列的大小、显示或隐藏网格线，以及在选择行中的某个列项时选择整个该

行。您也可以更改 “详细信息”视图的外观，选择要显示的列，并自定义列的顺序。

要选择列并设置列的顺序：

1. 在“管理”模式下，从文件列表下拉菜单中单击视图 | 选择详细信息。

2. 在“选择详细信息 ”对话框中，执行以下一个或多个操作：

要添加某列，请在 “可用的详细信息”窗格中选择一个文件夹或详细信息名称，然后单击添加。添加文件

夹时会添加该文件夹中的所有详细信息名称。

要删除某列，请在 “当前显示的详细信息”窗格中选择一个详细信息名称，然后单击删除。

要在 “文件列表”窗格中向左移动某列，请在 “当前显示的详细信息”窗格中选择其名称，然后单击上移。

要在 “文件列表”窗格中向右移动某列，请在 “当前显示的详细信息”窗格中选择其名称，然后单击下移。

3. 单击确定。

您可以单击重设只在“当前显示的详细信息”窗格中显示默认的列名，也可以在 “文件列表”窗格中通过将列标

题拖放到新位置来移动列。一条竖线表示列将要插入的位置。

过滤文件

您可以使用 “过滤方式”选项来确定要在“文件列表 ”窗格中显示的文件与文件夹类型。

要在“文件列表”窗格中过滤文件：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视图 | 过滤方式，然后选择一个过滤选项。

单击过滤下拉列表，然后选择一个过滤选项。

如果似乎所有的略图都消失了，请单击过滤 | 全部，此时它们会重新出现。

要创建自定义的过滤器：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视图 | 过滤方式 | 高级过滤器。

单击过滤下拉列表，然后选择高级过滤器。

2. 选择应用过滤准则。

3. 选择或清除以下一个或多个选项，以便在“文件列表 ”窗格中显示或隐藏该文件或文件夹类型：

显示图像文件

显示媒体文件

显示文件夹

显示存档文件

选择显示隐藏的文件与文件夹以显示通常由操作系统隐藏的文件与文件夹。

选择显示 THM 文件以显示略图文件。

4.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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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文件

如果必须在 “文件列表”中浏览大量的图像，应考虑使用“组合方式”将图像整理到不同的组中。您会发现图像组合之后更

方便查找。例如，如果使用多个相机，则可以根据用于拍摄相片的相机来快速整理图像。同样，如果将图像保存成不同的

文件格式，则可以根据它们的文件格式来快速整理图像。

“组合方式 ”只适合“略图”、“略图＋详细信息”、“详细信息 ”、“平铺”以及“图标”视图。

“编辑后状态”组对于查找编辑后的图像非常有用。

要在“文件列表”中组合文件：

1. 浏览到包含文件的一个或多个文件夹。

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视图 | 组合方式，然后选择一个组合选项。

单击组合下拉菜单，然后选择一个组合选项。

在 “文件列表 ”的组间浏览

要展开与折叠特定的组：

单击组标题左侧的展开或折叠箭头。

要展开与折叠所有的组：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组标题，然后选择打开所有组或关闭所有组。

要显示关闭的组中图像的预览：

将光标悬停在组标题上。

要滚动浏览多个组：

在“文件列表”滚动条的底部，单击下一组与上一组按钮。

要显示目录：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视图 | 组合方式 | 目录。

单击组下拉列表，然后选择目录。

在“文件列表”滚动条的底部，单击目录按钮。

要快速跳到特定的组：

1. 显示目录。

2. 单击要显示的组。

要更改组的排序顺序：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视图 | 组合方式，然后选择向前组合或向后组合。

单击组合下拉列表，选择向前组合或向后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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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文件列表 ”中删除组

要删除某个组：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视图 | 组合方式 | 无。

单击组下拉列表，然后选择无。

选择一个或多个组中的文件

要选择组中的文件：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组标题以选择组中的所有文件。

按住 CTRL 键，并单击两个或更多组标题以选择这些组中的所有文件。

文件排序

在“管理”模式下，您可以根据不同的文件属性给文件排序，以便快速整理图像、查找特定的文件，以及创建具有相似属

性的文件范围以便快速选择。

要给“文件列表”中的项目排序：

1. 单击视图 | 排序方式，然后选择一个排序选项：

文件名

大小 (KB)

图像类型

修改日期

图像属性

标题

评级

已标记

更多 (按元数据、EXIF、文件属性、图像属性、IPTC 信息或多媒体属性排序 )

2. 要设置排序方向，请单击视图 | 排序方式，然后选择一种方向：

升序

降序

排序设置将会保存下来，直到再次更改它们。例如，如果在 “文件列表”窗格中按照“评级”给图像排序，在更改

排序设置之前，将始终按照“评级”给图像排序。

使用列标题给文件排序

在“详细信息”查看模式中，使用列标题可以快速给文件排序。

要使用列标题给文件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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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列标题。此时出现一个箭头，指出排序方向。

2. 再次单击列标题可以更改排序方向。

自定义文件排序

您可以使用自定义排序来自定义 “文件列表”窗格中的文件顺序。在自定义文件的排序之后，ACDSee 为所选的文件夹自

动保存该文件顺序，直至您再次更改它，或者是删除这个自定义的排序顺序。

要自定义文件的排序顺序：

1. 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

2. 将所选的文件拖到 “文件列表”中新的位置。

要删除自定义排序顺序，请单击视图 | 排序方式，然后选择删除自定义排序。

选择文件

在“文件列表”窗格中，可以一次选择所有文件与文件夹，可以选择当前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也可以只选择图像文件或

清除所选的全部内容。

您也可以设置选项，使得在将文件添加到“文件列表 ”时自动选择新文件。单击工具 | 选项 | 文件列表可设置此选项。

要选择文件或文件夹：

单击某个略图可选择该文件。

CTRL + 单击可选择多个文件。

SHIFT + 单击可选择连续的多个文件。

在文件列表窗格外部单击可清除选择。

要使用菜单选择文件或文件夹：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编辑。

2.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全部选择：选择当前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与子文件夹。

选择所有文件：选择当前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

选择所有图像：选择当前文件夹中的所有图像文件。

选择已标记的：选择已标记的所有图像文件，而不论它们的文件夹如何。

按评级选择：显示评级列表，并选择当前指定给所选评级的全部文件。

清除选择：清除选择内容。

反向选择：选择所选文件之外的所有文件。

预览图像

您可以在“预览”窗格中预览图像、音频及视频文件。默认情况下，“预览”窗格显示当前所选图像或媒体文件的略图。您可

以调整窗格大小以调整略图尺寸，并可以在屏幕上的任何位置重新放置此窗格。您可以将“预览”窗格设置为突出显示图

像的 EXIF 信息以供快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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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打开或关闭“预览”窗格：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窗格 | 预览。

按 CTRL + Shift + P。

要显示或隐藏“预览”窗格中显示的内容：

有图像显示时，可以自定义“预览”窗格中显示的选项。使用鼠标右键单击“预览”窗格中的图像，选择图像与信息，然后选

择以下选项之一：

显示图像：仅显示图像的预览。

显示信息：显示关于图像的 EXIF 信息。这称为信息调色板。

信息调色板

通过信息调色板，可以即时访问图像 EXIF 信息中最有用的元素。它包括：

相机名称和镜头型号

尺寸

文件大小

曝光设定

白平衡

测光模式

闪光

RAW(对于非 RAW 文件，将为空白 )

ISO

光圈

快门速度

曝光补偿

焦距

如果您不确定某个符号的含义，可以将鼠标悬停在其上以获得弹出式说明。

要自定义预览信息：

您可以自定义“预览”窗格的“信息”调色板部分底部显示的信息。默认情况下会选中拍摄图像的日期和时间。

1. 用鼠标右键单击“预览”窗格的 “信息 ”调色板底部的日期和时间。

2. 单击选择预览信息 ...。

3. 在“选择详细信息 ”对话框中，选择“当前显示的详细信息 ”下列出的项目，然后按删除按钮。

4. 在“可用详细信息 ”列中，通过选择项目旁边的复选框选中一个项目，然后按添加按钮。

5. 单击确定。

要预览音频或视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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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工具 | 选项 | 预览。

2. 选中预览音频与视频剪辑复选框。

3. 单击确定。

“信息”调色板还会在“查看”和“编辑”模式下显示。要关闭“信息”调色板，在“编辑”模式中的“查看”菜单下，或在

“查看”模式的“窗格”菜单下取消选择信息调色板。

旋转图像

您可以在“管理”与“查看”模式下，使用底部工具栏中的 “旋转 ”图标旋转图像。

当旋转未编辑的 JPEG 图像时，ACDSee 将执行无损旋转。

要旋转图像：

1. 在“管理”模式或 “查看 ”模式下，选择一个或多个图像。

2. 单击底部工具栏中的向左旋转或向右旋转图标。

“旋转 ”图标

向左旋转 将图像向左旋转 90°。

向右旋转 将图像向右旋转 90°。

比较图像

您可以使用 “比较图像”功能来比较一组图像。此工具突出显示所选图像在属性、元数据及像素浓度水平等方面的相似性

与差异。您可以将喜爱的图像保存到硬盘上新的位置，或在 “管理 ”模式中给希望选择的图像作标记，然后再删除、移动、

重命名或更改图像。

要比较图像：

1. 在“文件列表”窗格中，选择希望比较的图像。

2. 单击工具 | 比较图像 ...。在“比较图像查看器”中最多显示四个图像。

3. 要更改在比较视图中显示的图像，执行以下一个或多个操作：

在“比较列表”中，使用鼠标右键单击图像，然后单击发送到活动视图 (由浅色框标出 )。

在“比较列表”中，将图像拖放到“比较图像查看器 ”中的方框。

在“比较图像查看器”中，使用鼠标右键单击图像，然后单击下一个图像或上一个图像。

在“比较图像查看器”中，使用鼠标右键单击图像，然后单击文件 | 从视图中删除，或单击图像工具栏中

的删除图标。

4. 要标记图像，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比较列表”中，单击右侧图像底部的复选框。

在“比较图像查看器”中，使用鼠标右键单击图像，然后单击标记，或单击图像工具栏中的标记图标。

单击左下角的全部标记按钮标记所有图像，或单击全部取消标记取消对所有图像的标记。

5. 要给图像评级，请使用鼠标右键单击图像，单击设置评级，然后选择一种适当的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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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要给图像归类，请使用鼠标右键单击图像，选择设置类别，然后选择一种适当的类别 (或创建一个适当的类

别 )。

7. 单击位于右下角的确定。

“比较图像 ”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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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个 使用 “比较列表”中的上一个图像来替换所选的图像。

下一个 使用 “比较列表”中的下一个图像来替换所选的图像。

放大 增加所选图像的缩放比例。

缩小 减少所选图像的缩放比例。

“缩放”菜单 打开缩放选项菜单。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实际大小：按原始大小显示图像。

适合图像：以“比较图像查看器 ”中所能容纳的最大缩放比例来显示

图像。

适合宽度：根据“比较图像查看器”的左、右边界来显示图像。

适合高度：根据“比较图像查看器”的上、下边界来显示图像。

缩放锁定：按当前图像的缩放选项显示所有图像。如果调整缩放级

别，则新的缩放级别应用于查看的所有图像。

缩放到：打开可以从中选择缩放选项的对话框。

平移锁定 锁定平移的图像区域，这样缩放图像并平移到特定区域时，“比较图像查看

器”就会为查看的所有图像显示相同的区域。

曝光警告 指示可能曝光过度或不足的像素。

属性 在“比较图像查看器”中显示每个图像的属性。单击元数据设置按钮，以指

定要显示哪些文件属性。

“比较图像 ”工具在每个图像下方的字段中显示文件属性。属性差异以粗体

显示，相似部分则使用常规字体显示。

直方图 在“比较图像查看器”中显示每个图像的直方图。

元数据设置 打开一个对话框，从中可以选择要给“比较图像查看器”中每个图像显示的

元数据 (确保“属性” 切换为打开 )。

一个图像 在“比较图像查看器”中显示一个图像。

两个图像 在“比较图像查看器”中显示两个图像。

三个图像 在“比较图像查看器”中显示三个图像。

四个图像 在“比较图像查看器”中显示四个图像。

“属性”窗格 显示一个图像时，单击此按钮可打开属性、直方图、放大镜及导航器窗格。

帮助 打开帮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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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工具栏
“比较图像 ”工具中的每个图像下方都有一个工具栏。您可以使用此工具栏单独调整每个图像。

保存 打开一个对话框，在其中可以使用另一个文件名与另一种文件格式保存图

像。

上一个 使用 “比较列表”中的上一个图像来替换所显示的图像。

下一个 使用 “比较列表”中的下一个图像来替换所显示的图像。

放大 增加图像的缩放比例。

缩小 减少图像的缩放比例。

删除 从硬盘上删除图像。

删除 从“比较列表”中删除图像。

标记 标记图像，使它在 “比较图像”工具关闭之后仍处于选择状态。

在“图像筐”中收集图像

您可以使用 “图像筐”收集与存放来自不同位置或文件夹的图像与媒体文件。将这些项放入“图像筐 ”之后，可以使用

ACDSee 中的任何工具或功能来编辑、共享或查看那些文件。

要使用“图像筐”：

1. 要在 “管理 ”模式中打开 “图像筐”，请单击窗格 | 图像筐。

2. 在“文件列表”窗格中，选择要添加的文件。将这些项拖放到“图像筐”；或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所选的项，然后选择

添加到图像筐。

3. 要删除一个或多个文件，请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文件，然后选择从图像筐删除。

4. 要删除所有文件，请使用鼠标右键单击 “图像筐”，然后选择清除图像筐。

您还可以通过从“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拖放图像，将它们添加到“图像筐 ”。

在 ACDSee 中对文件进行编目与管理

除浏览、查看以及编辑功能之外，ACDSee 还提供多个集成的管理工具，可供您用于对图像与媒体文件进行整理与排序。

这些工具包括批处理功能 (同时更改或调整多个文件的工具 )、类别与评级系统、以及用于存放所有重要图像信息的强大

数据库。

可以使用 ACDSee 批处理功能一次性对单个图像或一组图像进行转换文件格式、旋转、调整大小、重命名，以及调整时

间标签或曝光。通过类别、颜色标签与评级系统，可以创建虚拟的文件夹结构，只要单击一次就能找到相关的图像与媒

体文件。

ACDSee 在易于访问的“属性”窗格中显示文件属性与图像信息，您可以使用此窗格直接添加与编辑文件信息，包括

ACDSee 元数据。您可以将作者、描述、备注、关键词添加到文件，并可以同时调整指定的类别与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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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编目”窗格整理

“编目”窗格是 ACDSee 中最有用的窗格之一，它为编目、排序、组合、搜索以及管理文件提供了多种方式。

类别

“类别”是一种对文件进行整理，从而围绕相互关系而形成分类的简单方法。将文件指定给类别时，并不需要将它从原文

件夹移出或是创建额外的副本。类别可繁可简，可以使用您选择的任何名称。不同的类别使用不同的图标，以便帮助您

快速分辨它们。文件归入类别之后，便可以按照类别搜索、排序、组合以及查找它们。

将文件指定给类别的方式之一是从文件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并将它们拖放到类别上。任何已指定给类别的文件

在其 “文件列表”中的略图上都有一个蓝色的标签。一个文件可以属于多个类别，但它将只有一个蓝色标签。要进行全面

的类别管理，请使用“属性”窗格中的 “整理 ”选项卡。

关键词

关键词是将文件分组，从而形成对您有意义的层次结构的一种高效方式，形成了这种结构后，就可以在展开的树状结构

中快速找到文件。在“属性”窗格的“整理”选项卡中创建的关键词分层结构会自动显示在“编目”窗格的 “关键词”部分，无

需选择任何图像 。在这个分组中可以用上下文菜单 (鼠标右键单击 )来以实时方式管理关键词。可以通过将关键词拖放

到图像 ，或将图像 拖放至关键词中来快速添加关键词。

评级

您可以给图片与文件指定 1 到 5 的数字评级。指定评级之后，便可以根据评级、或者评级、类别、自动类别三者的组合

来搜索、排序及编制文件目录。一个文件只能有一个评级。文件具有评级时，评级数字会出现在“文件列表 ”窗格中相应

略图的顶部。

颜色标签

颜色标签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帮助您编制文件目录。可以使用不同颜色代表工作流程的不同阶段。在检查相片时，可以将

它们指定给颜色标签并相应地重命名它们。

自动类别

大部分数码相机会在拍摄相片时创建并嵌入关于文件的信息。此信息称为元数据，可以包含相机的名称与型号、文件大

小、快门速度、拍摄时使用的相机设置等信息。ACDSee 使用此信息来创建自动类别。单击自动类别时，ACDSee 便会搜

索包含该元数据的图像。您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自动类别来查找文件，例如用特定相机拍摄的特定大小的相片。您还可

以使用“属性”窗格来添加此数据。

保存的搜索

如果发现自己经常创建相同的搜索准则，则可以保存该搜索以供日后再次使用。保存的搜索出现在“搜索”窗格的顶部，

也会出现在 “编目 ”窗格中，您只需在其名称上或是在“轻松选择 ”栏的白色复选框中单击一下，便可以再次运行该搜索。

要从“编目”窗格创建新的保存的搜索：

1. 在“编目”窗格的 “保存的搜索 ”区域，单击新建保存的搜索图标。

此时会打开 “搜索 ”窗格。

2. 输入搜索准则，然后单击保存的搜索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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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新的保存的搜索会出现在“编目”窗格的 “保存的搜索 ”中，并且会出现在 “搜索 ”窗格的“保存的搜索”下拉列

表中。

特殊项目

您可以使用 “特殊项目”来快速查看数据库中的所有图像 以及任何未归类的图像 。选择以下项目之一：

图像库：显示已在 ACDSee 数据库中编制目录的所有图像。如果拥有丰富的图像集，则搜集全部信息只需要花

费一点点时间。

嵌入挂起：显示所带数据库数据已更改但尚未嵌入文件中的所有文件。

未归类：显示已在数据库中编制目录但尚未归类的任何图像 。

无关键词：显示已在数据库中编制目录但尚未分配 ACDSee 关键词的任何图像 。

已标记：显示计算机上所有已标记的图像 。

您可以给任何类型的文件指定评级或类别，但 “特殊项目”区域内的选项仅适用于图像。

ACDSee数据库与嵌入的数据

给文件指定评级或类别时，此信息存储在 ACDSee 数据库中。如果愿意，您还可以将此信息嵌入到各个文件，以便能够

更容易地移动、共享文件或是在需要时从文件检索此信息。作为数据库，信息总是与一个特定的文件关联。如果使用

ACDSee 之外的应用程序 (如“Windows 资源管理器”)移动或重命名文件，则文件与 ACDSee 数据库之间的链接将会断

开。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而您已经在每个文件中嵌入该信息，则可以重建数据库并检索所有信息。

您还可以使用“属性”窗格将标题、关键词等信息添加到 ACDSee 数据库。花些时间来指定类别并添加关键词、备注等，

可以使查找与整理文件更容易。

ACDSee 使用 XMP 在每个文件中嵌入 ACDSee 元数据。只有一些文件格式与文件扩展名支持 XMP。它们包括

GIF、JPEG、DNG、PNG、PSD 以及 TIF。ACDSee 元数据将嵌入到这些格式的文件中，因此重命名这些文件或将

其移到 ACDSee 之外后，您将仍然可以检索 ACDSee 元数据。对于当前不支持 XMP 的格式 (包括 RAW 和

ABR)，ACDSee 元数据将写入存储在同一个文件夹中的 sidecar 文件。由于 sidecar 文件独立于文件自身，您

需要一起重命名或移动它们，否则可能永久丢失 ACDSee 元数据。

“轻松选择 ”栏

“轻松选择 ”栏是位于“文件夹 ”与“编目”窗格左侧的指示器。您可以使用“轻松选择”指示器来选择多个文件夹或类别，并

在“文件列表”窗格中显示它们的内容。在“编目”窗格中，您还可以使用“轻松选择 ”指示器来选择类别、评级、自动类别、

保存的搜索以及特殊项目的组合。例如，您可以显示所有评级为 1 并且属于 “人物 ”类别的相片。

您还可以通过“选择性浏览”窗格 (视图 | 选择性浏览 )来使用“轻松选择 ”指示器。

同时使用“全部匹配 /任意匹配 ”按钮与“轻松选择 ”指示器时，“编目 ”窗格便成为查找一组独特文件的强大搜索工具。

要使用“轻松选择”栏：

在“编目”窗格中，选择包含要显示的内容的每个项目左侧的指示器。指示器将改变方向，指向已经选择的项目。

如果选择的类别、评级或组合没有任何文件与之匹配，则“文件列表”会显示一个消息并且不显示任何略图。返

回包含文件的文件夹的最快捷方式是单击后退箭头。

要查看已编制目录的文件：



ACDSee Photo Studio Standard 2019

Page 51 of 289

选择一个或多个类别、评级、自动类别、保存的搜索或特殊项目。指定给这些分类的文件显示在“文件列表 ”窗格中。

“文件列表 ”窗格顶部的 “内容 ”栏显示当前选择的任何类别或项目。您可以使用“选择性浏览”窗格来浏览特定类别、评

级或特定文件夹中的项目。

全部匹配 /任意匹配

“编目”窗格上有两个“全部匹配 /任意匹配 ”下拉列表：一个位于窗格顶部，它影响类别；另一个影响保存的搜索。您可以

通过使用“全部匹配”与 “任意匹配”选项，按以下方式来影响略图在“文件列表”中的显示：

全部匹配：文件必须属于所选的全部类别或搜索，才会包含进去。因此，文件必须属于两个或全部类别或搜索，

才会显示在 “文件列表”中。“全部匹配”的排除性更大。您可以使用它来限制显示的文件的数量，以缩减搜索结

果。

任意匹配：文件只要属于所选的任意类别或搜索，便可以包含进去。因此，所选类别或搜索中的任意文件都将显

示在 “文件列表”中。“任意匹配”的包含性更大。

编目图标

类别 用来标识已指定给某一类别的文件。

1-5 级 用来标识文件的评级。

新建保存的搜索 打开 “搜索 ”窗格以方便您新建保存的搜索。

保存的搜索 显示 “保存 ”/“另存为 ”菜单以方便您保存搜索。

“轻松选择”指示器(已选择) 选择在“文件列表 ”窗格中显示的类别、评级、自动类别或其

它项目。

“轻松选择”指示器(未选择) 不选择在“文件列表”窗格中显示的类别、评级、自动类别或

其它项目。

全部匹配/任意匹配 控制哪些图像显示在“文件列表 ”窗格中。

要隐藏“编目”窗格中的图标，请单击工具 | 选项，然后选择编目。在“选项”对话框中取消选择显示图标复选框。

创建类别

在“属性”窗格的 “整理 ”选项卡中创建并管理用于文件的类别体系。您能以对您有意义的方式来轻松自定义类别体系。

通过 “属性 ”窗格中的“整理”选项卡来创建、重命名、删除及移动类别。您还可以通过选择窗格 | 类别来访问“类别”窗格。

要创建类别：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 “编目 ”窗格中的类别，然后选择新建类别。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编辑 | 设置类别 | 新建类别。

2.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创建新的顶层类别

在当前所选类别中创建子类

3. 如果要创建子类，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顶层 (或父 )类别。(如果使用鼠标右键单击“编目”窗格中的某个类

别，默认情况下会在该类别下添加新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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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名称字段中，输入新类别的名称。

5. 单击确定。

创建新的顶层类别时，可以选择某个图标来帮助标识该类别。只有在“选项”对话框的 “编目 ”页面中选择了显示

图标复选框之后，“图标 ”下拉菜单才会显示。在“管理”模式中，单击工具 | 选项，然后选择编目。

管理类别

要管理类别：

在“编目”窗格中选择一个类别，然后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要移动类别，请将它拖放到新的位置。

要编辑类别，鼠标右键单击所选的类别，然后选择编辑。

要删除类别，鼠标右键单击所选的类别，然后选择删除。

创建轻松访问类别组

如果您的类别列表较长，或是要将类别分为不同的事件或感兴趣领域，则可以使用“编辑类别组”功能。

要创建轻松访问类别组：

1. 首先创建想要在组中使用的类别。

2. 在“属性”窗格中单击“快速类别”下拉列表，选择管理快速类别。

3. 从“行”和 “列”下拉菜单中选择值，可为您的组自定义行数和列数。

4. 在字段中输入常用的类别。用竖线键划分子类。示例：A|B|C。

5. 单击保存按钮。

6. 单击确定。此类别组会列在“快速类别 ”下拉列表中。

7. 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并单击类别组中的按钮。会将类别指定给所选文件。按钮文本颜色会改变以指示该类别已

指定给当前所选的文件，如果仅指定给当前所选文件中的某些文件 (而不是所有文件 )时则以斜体显示。

请确保类别按钮名称与类别树中的类别名称相符。

指定和搜索类别与评级

您可以将文件指定给评级或者一个或多个类别，而不用移动文件或是制作额外的副本。

如果在“管理”模式中看不见“属性”窗格或 “编目 ”窗格，请单击窗格 | 属性或窗格 | 编目。

快速指定评级

1. 将光标悬停在略图上可显示有对角线的灰色框。

2. 单击灰色框可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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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光标悬停在略图上以选择评级的示例：

1.

2.

3.

悬停光标只在“略图”视图中显示。

使用键盘快捷方式 CTRL + 0-5 可快速对文件进行评级。

选择的评级数字在其它应用程序中可能会反映为星级评级。可对您最喜欢的相片指定高评级，对最不喜欢的相

片指定低评级。

在 “编目 ”窗格中指定类别与评级并进行搜索

通过 “编目 ”窗格可以指定类别与评级并搜索它们。

要在“编目”窗格中将文件指定给类别或评级：

1. 在“管理”模式下，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将所选文件拖到“编目”窗格中的类别或评级上。

将类别或评级从“编目”窗格拖到所选文件上。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文件，然后单击设置类别并在弹出菜单中单击相应的类别，或者单击设置评级并单

击相应的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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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查看”模式下，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编辑 | 设置类别，然后单击要给文件指定的类别。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文件，选择设置类别，然后单击要给文件指定的类别。

单击编辑 | 设置评级，然后单击要给文件指定的评级。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文件，单击设置评级，然后单击要给文件指定的评级。

在状态栏上单击评级图标，然后单击新的评级。此图标仅在设置评级之后才会显示。

3. 如果正在比较图像并希望将它们分类，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其中一个文件，单击设置类别，然后单击要给文件指定的类别。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其中一个文件，单击设置评级，然后单击要给文件指定的评级。

可以在支持 xmp:rating 的其它应用程序中看到 ACDSee 嵌入的评级，反之亦然。要将元数据嵌入到一个或多

个所选文件，请单击工具 | 元数据 | 嵌入 ACDSee 元数据 | 在所选文件中嵌入。

在类别树中使用上下文菜单(右键单击)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指定项目

删除项目

创建新类别

搜索

剪切

复制

粘贴

删除

编辑类别

要在“编目”窗格中搜索类别或评级：

单击类别名称或评级数字可在“文件列表”窗格中显示所有对应文件。

在 “属性 ”窗格中指定类别和评级

“属性”窗格提供了另一种指定类别和评级的方式。

要在“属性”窗格中将文件指定给评级：

1. 在“文件列表”窗格中，选择要指定评级的文件。

2. 在“属性”窗格中，选择元数据选项卡。

3. 在“属性”窗格顶部列出的数字中单击希望给这些文件指定的评级。

要在“属性”窗格中将文件指定给类别：

1. 在“文件列表”窗格中，选择要指定评级的文件。

2. 在“属性”窗格中，选择整理选项卡。

3. 在“类别”列表中单击希望给这些文件指定的类别。

可以使用类别组按钮快速指定文件。请参阅创建轻松访问类别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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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件中删除类别或评级

您可以从类别或评级中删除文件，而不用移动或删除原始文件，也不会影响指定给该分类的其它任何文件。

要从文件中删除类别或评级：

1. 在“文件列表”窗格中，选择要删除的文件。

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所选的文件，然后单击设置评级 | 清除评级。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所选的文件，单击设置类别，然后单击要从其中删除文件的类别的名称；要删除所有

类别，请单击取消归类所选全部项目。

在“编目”窗格中，清除类别复选框或评级单选按钮。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 “编目 ”窗格中的类别或评级，然后单击删除项目。

指定颜色标签

颜色标签可用于对图像的处理方案命名，并可以快速确定方案。可以使用不同颜色代表工作流程的不同阶段。例如，在

查看相片时可以快速地将文件标为上载、打印、查看、锐化或其他操作，分别与工作流程中的各种需求相匹配。给文件添

加标签后，在“编目”窗格中单击某个颜色标签可立即显示指定给该标签的所有文件。

您还可以将颜色标签与“组合方式”或 “过滤方式”功能结合使用以细化列表。颜色标签就像是标记、类别与级别那样，是

在不必将文件移动到另一个文件夹的情况下挑选、整理与组合相片的好办法。

如果在“管理”模式中看不见“属性”窗格或 “编目 ”窗格，请单击窗格 | 属性或窗格 | 编目。

创建颜色标签组

首先要创建一个标签组，这样就能快速选择并指定特定的标签。标签组创建完成后，就可以为图像指定与工作流程相对

应的合适标签。

要创建颜色标签组：

1. 在“编目”窗格中，单击 “标签 ”下的设置按钮 并选择编辑标签组。

2. 输入标签组的名称并单击 “保存 ”图标。

3. 在“保存标签组”对话框中单击另存为。

4. 为新标签组输入一个名称。

5. 单击确定。

颜色标签组创建完成后，可以通过在“编目”窗格中单击“标签”下的设置按钮，然后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该标签组来进行访

问。指定颜色标签之前，请确保希望使用的标签组处于活动状态。活动的标签组名称以括号形式显示在标签标题上。

指定颜色标签

您可以使用以下方法为文件指定颜色标签：

略图视图中的悬停图标

“编目”窗格

“属性”窗格



ACDSee Photo Studio Standard 2019

Page 56 of 289

“管理”和 “查看 ”模式中的“编辑”菜单

上下文菜单

键盘快捷方式

ACDSee 使用 XMP 在每个文件中嵌入 ACDSee 元数据。只有一些文件格式与文件扩展名支持 XMP。它们包括

GIF、JPEG、DNG、PNG、PSD 以及 TIF。ACDSee 元数据将嵌入到这些格式的文件中，因此重命名这些文件或将

其移到 ACDSee 之外后，您将仍然可以检索 ACDSee 元数据。对于当前不支持 XMP 的格式 (包括 RAW 和

ABR)，ACDSee 元数据将写入存储在同一个文件夹中的 sidecar 文件。由于 sidecar 文件独立于文件自身，您

需要一起重命名或移动它们，否则可能永久丢失 ACDSee 元数据。

还可以在“查看”、以及 “编辑 ”模式下的状态栏中设置标签。

要在“略图”视图下使用标签行悬停图标指定颜色标签：

1. 将光标悬停在略图上可显示灰色标签图标。

2. 单击灰色标签图标可进行选择。

将光标悬停在略图上以单击并选择颜色标签的示例：

1.

2.

3.

如果是在多个选定图像中的某一个上使用重叠图标，就可以将标签指定给所有选定的项目。

要使用“编目”窗格为文件指定颜色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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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管理”模式下，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将所选文件拖到“编目”窗格中的颜色标签上。

将颜色标签从“编目”窗格拖到所选文件上。

要在“属性”窗格中为文件指定颜色标签：

1. 在“文件列表”窗格中，选择要指定颜色评级的文件。

2. 在“属性”窗格顶部的框中选择颜色标签。

要在“管理”和“查看”模式下使用“编辑”菜单指定颜色标签： 

单击编辑 | 设置标签，然后选择颜色。

要使用上下文菜单指定颜色标签：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文件，单击设置标签，然后选择标签名称。

要使用键盘快捷方式指定颜色标签： 

五种颜色标签均可使用键盘快捷方式添加，此外，Alt-0 可清除标签 (除了用 Alt 替代 Ctrl，其他与评级所使用的

快捷方式完全相同 )

Alt-1

Alt-2

Alt-3

Alt-4

Alt-5

Alt-0

搜索指定给某个标签的 图像

要在数据库中搜索所有指定给某个标签的图像：

在“编目”窗格中单击该颜色标签以在 “文件列表”窗格中显示所有对应文件。

使用 “搜索 ”框。

使用 “快速搜索”。

要在文件列表中搜索所有指定给某个标签的图像：

单击 “文件列表”窗格上方的过滤下拉列表，选择标签名称。这样可以选择当前文件列表中所有已指定给该标签的文件。

要在文件列表中选择所有指定给某个标签的图像：

用 Alt-1 至 Alt-5，每个对应五种颜色中的一种，此外，Alt-0 可清除标签 (除了 Alt 替代 Ctrl，其他与评级所使用的快捷方

式完全相同 )。

删除颜色标签和颜色标签组

要从文件中删除颜色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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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文件列表”窗格中，选择要从中删除标签的一个或多个文件。

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所选的文件，然后单击设置标签 | 清除标签。

在“属性”窗格中，单击未指定标签的灰色图标。

要删除标签组：

1. 在“编目”窗格中，单击 “标签 ”下的设置按钮并选择编辑标签组。

2. 选择要从“标签组 ”下拉列表中删除的标签组。

3. 单击删除按钮。

创建集合

集合是一款强大的分组和搜索查询工具。您可以使用 “集合 ”窗格根据常用变量 (如使用的相机、位置或大小 )对累积的相

片进行分组。您还可以使用“集合”对相片分组，以执行排序、处理、分享等操作。

集合

集合

组

智能

集合

要创建集合：

1. 在“管理”模式下，选择窗格 | 集合。“集合”窗格将以选项卡的形式显示在“文件夹”窗格中。

2. 在“集合”窗格中，鼠标右键单击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创建集合 ... 。

3. 在“创建集合”对话框中，按如下所述配置选项。

4. 按创建按钮。

“创建集合 ”对话框选项

名称 输入集合的名称。

位置 在集合组内 如果要将此集合放在另一个先前创建的集合组内，请选择此复选框，

这样将形成层次结构。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您要向其中添加图像的集合

组。

选项 包含选中的相片 选择此复选框，可在集合中包括当前选择的所有相片。

设置为目标集合 选择此复选框，可将此集合指定为您将向其中添加相片的图像目标集

合。选择图像并按 Ctrl+Alt+C 能够快速地将图像直接发送到此集

合。要自定义键盘快捷方式：see Customizing Keyboard Shortcuts。

要将相片添加到集合：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文件列表”窗格中，先选择图像，再按上文所述使用“创建集合”命令。然后，启用“创建集合 ”对话框中的包含

选中的相片复选框。

在“文件列表”窗格中，鼠标右键单击图像，并选择集合 | 添加到 | [集合的名称 ]。

将“文件列表”窗格中的图像拖放到“集合”窗格中的集合中。

选择 “文件列表”窗格中的图像。在“属性”窗格的 “整理 ”选项卡的“集合组 ”中，选择集合旁边的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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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某个集合设置为目标集合：

您可以将特定的集合设置为目标集合，从而可以使用键盘快捷方式快速将图像添加到其中。目标集合将在“集合”窗格中

显示，旁边带有蓝色的圆圈图标。 您不能将智能集合设置为目标。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创建集合时，在“创建集合”对话框中启用设置为目标集合复选框。

鼠标右键单击“集合”窗格中的某个集合，然后选择设置为目标集合。

要将图像添加到目标集合：

选择图像，并按 Ctrl+Alt+C 键。

您可以自定义此键盘快捷方式。请参阅自定义键盘快捷方式。

要搜索集合：

您可以在“集合”窗格顶部的“过滤器集合”字段中搜索集合、集合组和智能集合。

输入您要搜索的集合、智能集合或集合组的名称 (或部分名称 )。如果您要搜索的集合属于某个集合组，当其中

一个子集合包含您在“过滤器集合”中输入的文本时，搜索将返回根集合组。

要从集合中删除图像：

1. 选择集合。

2. 鼠标右键单击图像，并选择集合 | 从选定集合中删除。

这只会将图像从集合中删除，而不会彻底删除图像。

您可以一次从集合中删除多个图像：选择所有要删除的图像，鼠标右键单击并选择集合 | 从选定集合中删除。

要从全部集合中删除某个图像：

要从全部集合中删除某个图像，请鼠标右键单击某个图像并选择集合 | 从全部集合中删除。

这只会将图像从全部集合中删除，而不会彻底删除图像。

您可以一次从全部集合中删除多个图像：选择所有要删除的图像，鼠标右键单击并选择集合 | 从全部集合中删

除。

集合组

您可以创建集合组，并在其中添加其他集合文件夹。您可以使用此方法创建层次结构，以方便以后进行整理。不能将图

像添加到集合组中，只能添加到集合组内的文件夹 (集合 )中。选择集合组的根将显示该根内所有集合中的所有图像。

要创建集合组：

1. 在“集合”窗格中，鼠标右键单击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创建集合组 ...。

2. 在“创建集合组”对话框中，输入集合组的名称。

3. 如果要在另一个集合组内添加您的集合组，请选择在集合组内复选框。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集合组。

4. 单击创建。

要将集合添加到集合组：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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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集合”对话框中创建集合时，选择“在集合组内”复选框。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集合组。

在“集合”窗格中，将集合从根级别拖放到集合组中。

智能集合

智能集合是根据您指定的搜索准则内置了查询的集合。这些搜索查询将保存到数据库中。您将来对新图像进行编目时，

符合您的搜索查询准则的图像将自动显示在智能集合中。您还可以创建搜索查询，以根据编目日期查找文件。

要创建智能集合并向查询中添加搜索准则：

1. 在“集合”窗格中，鼠标右键单击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创建智能集合 ... 。

2. 在“创建智能集合 ”对话框中，按如下所述配置选项。

3. 按确定按钮。

“创建智能集合 ”对话框选项

名称 输入智能集合的名称。

建议您为智能集合输入的名称能够反映分配给它的搜索查询。这样，无需打开智能集

合，就能知道它包含的查询，可以节省您的时间。

位置 在集合组内 如果要将此集合放在另一个先前创建的集合组

内，请选择此复选框，这样将形成层次结构。从

下拉菜单中选择您要向其中添加智能集合的集

合组。

匹配 按添加按钮可为您的查询添加搜索准则。在“添加搜索准则 ”对话框中，单击加号 + 以展开树，通

过选中和取消选中复选框来选择属性，即可选择搜索准则。按确定。您选择的搜索准则将在显示

在“匹配”字段框中。通过单击带下划线的变量并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选项，或在字段中输入数字，

可以细化每个项目。

例如，如果您选择 “大小 ”作为搜索准则，单击“为 ”并选择“非 ”、“小于”、“小于或等于”、“大于 ”、
“大于或等于”或者“介于”。然后单击“0”，并输入大小值。

要从搜索查询中删除搜索准则：

从“匹配”字段中选择搜索准则，并选择删除。

要编辑您的搜索查询：

1. 鼠标右键单击“智能”窗格中的智能集合，并选择编辑。

2. 在“编辑智能集合 ”对话框中，按上文所述添加和删除搜索准则。

3. 单击确定。

使用“属性”窗格

“属性”窗格显示关于文件的所有元数据。该窗格还显示文件大小、创建日期与只读或隐藏状态等文件属性。您可以使用

“属性”窗格来添加、更改或删除图像与媒体文件的元数据。

默认情况下，“属性”窗格在“管理”模式下 “文件列表”窗格的右侧打开。“属性”窗格在所有模式中都可用 (除了“相片”模
式 )。

要在任何模式下打开“属性”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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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窗格 | 属性。

“元数据”面板中元数据字段的宽度是可调的。只需将光标悬停在对应标签与字段之间便可显示双向箭头光标。

单击并拖动可调整宽度。双击可在组中最长标签或窗格中最长标签的宽度之间切换。

“属性 ”窗格区域

“属性”窗格划分为 3 个选项卡：“元数据”选项卡、“整理 ”选项卡与“文件”选项卡。

使用悬停在略图上时会显示的重叠图标，可以对图像进行标记、评级以及添加颜色标签等操作。也可以通过单

击工具 | 选项 | 属性窗格并选择显示标记、评级与颜色标签，在 “属性 ”窗格中显示这些设置。

“元数据”选项卡

“元数据”选项卡显示随相片存储的评级、类别、IPTC、EXIF 与 ACDSee 元数据。ACDSee 元数据字段可用于为相片输入

标题以及日期、作者与备注。关键词字段只用于显示信息，如果要输入内容则需要使用 “整理 ”选项卡。标签字段的内容

可在此处输入，也可从“编目”窗格的 “标签 ”部分选择。IPTC 信息会自动嵌入到图像中，而 ACDSee 元数据不会嵌入到文

件中，而是存放在数据库中。ACDSee 元数据可以通过单击工具 | 元数据 | 嵌入 ACDSee 元数据命令嵌入到所有文件

(或只是所选文件 )中。

IPTC 数据字段提供了一种标准的方式，用于输入与存储同相片有关的信息 (如描述、创建者与版权信息 )。ACDSee 支持

在 IPTC Core 1.1 中定义的字段。

EXIF 数据字段存放相机捕获的信息 (如快门速度、相机型号与 GPS 信息 )。

某些 EXIF 字段在默认情况下不再可见。EXIF 的艺术家、版权、图像描述与原始日期 /时间字段在与其匹配的 IPTC 字段

(请参阅下表 )修改时会自动修改。这一改变反映了元数据工作组 (MWG) 的建议。如果需要使这些字段在 EXIF 部分中

可见，则可以通过单击工具 | 选项 | 属性窗格并单击管理元数据视图按钮来调整设置。

匹配的 IPTC 与 EXIF 字段

IPTC EXIF

描述 写入 图像描述

创建者 写入 艺术家

版权声明 写入 版权

创建日期 写入 原始日期 /时间

当 ACDSee 解析来自文件的元数据时，会显示字段的内容而不进行映射。

“整理”选项卡

“整理”选项卡显示类别树和关键词树。通过类别树上下文菜单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 )可以添加和删除类别与子类。另外可

以创建类别组以快速对文件分类。使用鼠标右键单击 “关键词”树也可得到相同的选项。通过关键词树来创建分层结构，

就能以对您有意义的方式轻松整理文件。

“文件”选项卡

“文件”选项卡显示所选文件的详细信息与图像属性。您可以设置或更改文件或文件夹的“只读”与 “隐藏 ”属性，并可以查

看文件中包含的任何 EXIF 信息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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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ACDSee元数据嵌入到文件中

如果已将元数据嵌入到文件中，然后在 ACDSee 之外复制、移动或重命名这些文件，则文件与数据库之间的链

接会断开，但是您可以使用文件中嵌入的数据来重建数据库。

ACDSee 使用 XMP 在每个文件中嵌入 ACDSee 元数据。只有一些文件格式与文件扩展名支持 XMP。它们包括

GIF、JPEG、DNG、PNG、PSD 以及 TIF。ACDSee 元数据将嵌入到这些格式的文件中，因此重命名这些文件或将

其移到 ACDSee 之外后，您将仍然可以检索 ACDSee 元数据。对于当前不支持 XMP 的格式 (包括 RAW 和

ABR)，ACDSee 元数据将写入存储在同一个文件夹中的 sidecar 文件。由于 sidecar 文件独立于文件自身，您

需要一起重命名或移动它们，否则可能永久丢失 ACDSee 元数据。

使用“自动前进”功能浏览和编目

在添加标记、评级、标签、类别或关键词的同时，可以使用 “自动前进”功能快速无缝地查看图像。您可以在“管理”和 “查
看”模式下使用“自动前进”功能。

要在“管理”模式下打开“自动前进”：

在“文件列表”工具栏中，单击 “文件列表”工具栏底部的自动前进按钮或按 CTRL+Q。

要使用“自动前进”：

启用 “自动前进”后，在图像中添加或清除标记、评级、颜色标签、关键词或类别将使其前进到文件夹中的下一个图像，从

而允许您继续添加元数据。这在与键盘快捷方式配对时特别有用，因为您无需将手从键盘上移开即可整理整个文件夹。

要选择应用哪种类型元数据将触发自动前进，请参阅设置“自动前进”选项。

关键词和类别默认禁用。

“管理 ”模式

在 “管理 ”模式下，使用数字键盘上的按键，应用以下键盘快捷方式以充分利用

“自动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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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以下任何键盘快捷方式之前，按 Num Lock 键打开数字键盘。

/ 标记

* 紫色颜色标签

9 蓝色颜色标签

8 绿色颜色标签

7 黄色颜色标签

6 红色颜色标签

5 5 级

4 4 级

3 3 级

2 2 级

1 1 级

0 删除评级

+ 下一个

- 上一个

。 删除颜色标签。

如果尚未激活 Num Lock 键，则此键将用作“删除”按钮。

您还可以自定义键盘快捷方式。

关键词和类别

通过组合自定义键盘快捷方式和 “自动前进”，您可以简化向图像添加关键词和类别的过程。

关键词

在“属性”窗格的 “元数据”选项卡上，在“IPTC”组中，您可以向 “关键词”字段添加关键词、按 ENTER键，“自动前进”将移

到下一个图像。您还可以在“属性”窗格的“整理”选项卡上的“关键词 ”字段中使用相同的方法。在这两个位置，您可以一

次添加多个关键词，用逗号分隔。您无需将手从键盘上移开即可继续处理所有图像。

类别

在“属性”窗格的 “整理 ”选项卡中，展开“类别”组。通过启用所需类别的复选框，将类别添加至图像。或请执行以下操作之

一：

鼠标右键单击图像，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设置类别 | [您所需的类别]。

选择编辑 | 设置类别 | [您所需的类别]。

使用任何这些方法，“自动前进 ”都将移到下一个图像。

要使所有 IPTC 字段具有同样的便利性，请参阅要使用键盘快捷方式将元数据输入到多个相片的相同字段中。

“查看 ”模式

要在“查看”模式下打开“自动前进”：

在底部工具栏中，单击自动前进按钮或按 CTRL+Q。

要在“查看”模式下使用“自动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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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窗格 | 属性。

2. 在“属性”窗格中添加评级、颜色标签、标记、类别或关键词，“自动前进”将前进到胶片中的下一个图像，从而允

许您继续添加元数据。

在 “查看 ”模式下，使用以下键盘快捷方式浏览文件夹：

Home 选择文件夹中的第一个图像。

End 选择文件夹中的最后一个图像。

Page Down 下一个

Page Up 上一个

创建和指定分层关键词

您可以通过关键词将文件整理形成一个分层结构，并在关键词树中维护这些分组。通过属性窗格中的 “整理 ”选项卡来创

建、重命名、删除及移动关键词。

您还可以通过选择窗格 | 关键词来访问“关键词 ”窗格。

创建关键词

要创建关键词：

在“属性”窗格中，从“文件列表”窗格右侧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 “整理 ”选项卡中的 “关键词”，然后选择新建关键词。

在“关键词 ”组下的字段中输入关键词，然后按回车。

要使用现有的关键词为文件指定关键词，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然后将关键词拖动到文件上。

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然后选中合适关键词旁的复选框。

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然后用鼠标右键单击关键词。选择指定项目。

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然后将文件拖动到关键词上。

要创建分层结构，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关键词 ”字段中先输入范围较小或较特定的关键词，后跟小于号，然后输入范围较大或较综合性的关键词。

示例：

猫头鹰 < 鸟类

或

马德里 < 西班牙 < 欧洲

鼠标右键单击现有的关键词，然后选择新建关键词。新建的关键词将自动成为现有关键词的子关键词。

为一个文件指定多个关键词时需要注意，以逗号分隔的关键词不会生成层次，这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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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关键词

要管理关键词：

在“整理”选项卡中选择一个关键词，然后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要取消将关键词指定给文件，用鼠标右键单击所选关键词，然后选择删除项目，或取消选择复选框。

要编辑关键词，用鼠标右键单击所选的关键词，然后选择编辑。

要删除关键词，用鼠标右键单击所选的关键词，然后选择删除。

要编辑关键词树，单击关键词并将其拖动到树的其他部分。

要复制关键词，用鼠标右键单击所选关键词，选择复制然后选择粘贴将关键词粘贴至所需位置。

要合并重复的关键词，请单击一个关键词并将其拖动至另一关键词。

要用现有的类别创建关键词，请单击类别并将其拖动至关键词树中。

创建快速关键词

可以通过快速关键词功能创建与您个人工作相关的一组关键词，这样就可以保持关键词井井有条并简化工作流程。这尤

其适合希望能很方便地找到，而不是深埋在树形层次结构中的关键词。您可以创建多组关键词，并根据正在查看的相片

来选择。您还可以将这些关键词添加至您的树。

示例：

意大利

佛罗伦萨 威尼斯 科莫湖

罗马 米兰 维罗那

热那亚 博洛尼亚 那不勒斯

要创建轻松访问快速关键词：

1. 在“整理”选项卡的“关键词”组中，从下拉菜单选择管理快速关键词。此时将打开“快速关键词”对话框。

2. 从“行”和 “列”下拉菜单中选择值，可为您的组自定义行数和列数。

3. 在活动的字段中输入最多 250 个相关或常用的关键词。要在某个字段中创建层次关系，请使用竖线。示

例：A|B|C。

4. 单击保存按钮，并为您的关键词组输入名称。单击确定。

5. 单击确定。

6. 通过选择文件并单击快速关键词表中的适用关键词，应用集合中的关键词。

7. 此时将打开一个对话框，询问您是否想要创建此关键词。单击是。关键词将添加至树。如果您在关键词组中指

定了分层结构，则父关键词与子关键词都将显示在树中。表格中关键词的文本颜色会改变以指示该关键词已指

定给当前所选的文件，如果仅指定给当前所选文件中的部分文件 (而不是所有文件 )，则以斜体显示。

复制与移动文件

您可以使用 “复制到文件夹”或 “移动到文件夹”命令在硬盘中移动文件或文件夹，并可以指定如何处理覆盖现有文件的操

作。您也可以从以前访问过的文件夹列表中选择文件夹，以便节省在目录结构中查找的时间。

在默认情况下，使用 ACDSee 移动文件时，与那些文件关联的任何 ACDSee 元数据都将复制到新位置。如果不

想复制关联的文件，请清除包括非 RAW 图像的相关文件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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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使用 ACDSee 移动或复制文件时，会断开已经添加到那些文件的任何数据库信息的链接。这是因为

ACDSee 不会去跟踪文件。您将会丢失重要的分类及其它数据库信息。通过单击更改绑定并重新绑定到数据

库，可以纠正这个问题。如果已经将数据库信息嵌入到文件自身，则还可以使用工具 | 数据库 | 文件编目检索

该信息。

ACDSee 使用 XMP 在每个文件中嵌入 ACDSee 元数据。只有一些文件格式与文件扩展名支持 XMP。它们包括

GIF、JPEG、DNG、PNG、PSD 以及 TIF。ACDSee 元数据将嵌入到这些格式的文件中，因此重命名这些文件或将

其移到 ACDSee 之外后，您将仍然可以检索 ACDSee 元数据。对于当前不支持 XMP 的格式 (包括 RAW 和

ABR)，ACDSee 元数据将写入存储在同一个文件夹中的 sidecar 文件。由于 sidecar 文件独立于文件自身，您

需要一起重命名或移动它们，否则可能永久丢失 ACDSee 元数据。

要复制或移动文件：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文件列表”窗格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然后单击编辑 | 复制到文件夹或移动到文件夹。

在“查看”模式中查看图像或媒体文件时，单击编辑 | 复制到文件夹或移动到文件夹。

2. 在“复制到文件夹 ”或“移动到文件夹 ”对话框中，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择文件夹选项卡，在硬盘上找到要用于放置这些文件的文件夹。

选择历史选项卡，并从最近访问过的文件夹列表中选择文件夹。

选择创建文件夹并输入新文件夹的名称。

3. 在覆盖重复的文件下拉列表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来指定 ACDSee 应如何处理覆盖文件：

询问：覆盖文件时提示进行确认。

重命名：提示重命名文件。

替换：覆盖具有相同文件名与扩展名的任何文件。

忽略：如果存在具有相同文件名与扩展名的文件，则取消操作。

4. 单击确定。

将图像复制到剪贴板

可以将图像复制到剪贴板，然后将其粘贴到另一个应用程序中。使用“复制图像 ”命令时只将图像数据传输到剪贴

板：EXIF、IPTC 或元数据信息都不会保留。

要复制图像：

1. 在“管理”模式或 “查看 ”模式下，选择想要复制的图像文件。

2. 单击编辑 | 复制图像。

3. 将图像粘贴到其它应用程序中。

粘贴文件与文件夹

您可以将文件剪切或复制到剪贴板，然后将它们粘贴到另一个文件夹中，而不会丢失 ACDSee 元数据。

要剪切与粘贴文件：

1. 在“管理”模式下的“文件列表 ”或“文件夹 ”窗格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或文件夹。

2. 单击编辑 | 复制或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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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文件夹 ”窗格中，浏览到新位置。

4. 单击编辑 | 粘贴以便将文件或文件夹粘贴到新的位置。

替换或覆盖文件

将文件从一个位置复制或移动到另一个位置时，如果在目标文件夹中已经存在与更改位置的文件具有相同文件名与扩

展名的文件，则会发生文件名冲突。在 ACDSee 中，可以在“确认文件替换 ”对话框中查看所涉及的这些文件。如果涉及

的文件是图像文件，ACDSee 会显示这些文件的略图预览，并提供选项来替换现有文件，重命名、删除或跳过正在移动的

文件，或完全取消操作。

要使用“确认文件替换”对话框：

1. 如果正在移动多个文件，并且希望以同样的方式处理潜在的文件名冲突，请选择全部应用复选框。

2. 要帮助确定两个文件之间的任何差异，请使用两个预览字段之间的工具栏来缩小或放大预览尺寸。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要使用源文件替换目标文件，请单击替换。

要在将新文件移动到目标文件夹之前重命名它，请在重命名成字段中，为文件输入新名称，然后单击

重命名。

要忽略此文件，并保持两个文件不变，请单击忽略。

要删除目标文件或源文件，请在希望从硬盘删除的文件下方，单击删除。

要取消操作而不移动或复制任何其它文件，请单击取消。

在“确认文件替换 ”对话框中，目标文件是指目标文件夹中存在的文件，而源文件是指要移动或复制的文件。

重命名文件或文件夹

在“文件夹 ”与“文件列表”窗格中，可以重命名硬盘上的文件或文件夹。

要重命名文件或文件夹：

1. 在“管理”模式的 “文件列表”或“文件夹”窗格中，选择希望重命名的项目。

2. 单击编辑 | 重命名。

3. 为文件输入新名称，而不删除或更改文件扩展名，如 ".jpg"。

4. 按 Enter键。

通过使用 批量重命名工具，可以同时重命名多个文件。

将文件存储到隐私文件夹

隐私文件夹是加密的文件夹，可以存储机密文件。将文件放到隐私文件夹时，ACDSee 会将它们从当前位置移到隐私文

件夹中。隐私文件夹受密码保护，其中的文件只在 ACDSee 中才能查看。

将文件或文件夹添加到隐私文件夹时，所有相关的信息将从数据库中永久删除。从隐私文件夹中还原文件与文件夹时，

无法将这些信息还原到数据库。要保留同文件或文件夹相关的数据库信息，唯一的办法是在将它们添加到隐私文件夹之

前备份或导出数据库。

要打开“隐私文件夹”窗格：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窗格 | 隐私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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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建隐私文件夹：

1. 关闭打开的任何隐私文件夹。

2.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 “隐私文件夹 ”窗格中的隐私文件夹图标，并选择创建隐私文件夹。

3. 在输入密码文本框中，输入隐私文件夹密码。密码必须少于 40 个字符。

4. 在再次输入密码文本框中，再次输入密码以进行验证。

5. 单击确定。

新文件夹不显示在 “隐私文件夹 ”窗格中。隐私文件夹是隐藏的，只能根据密码来确定。打开隐私文件夹时，可以看到隐

私文件夹中的任何子文件夹，但是请不要将这些子文件夹与隐私文件夹本身弄混淆。

要打开隐私文件夹：

1. 关闭打开的任何隐私文件夹。

2. 单击窗格 | 隐私文件夹。

3. 在“隐私文件夹”窗格标题中，单击打开按钮。

4. 在输入密码文本框中，输入希望打开的隐私文件夹的密码。

5. 单击确定。

您可以看到打开的隐私文件夹的内容，直至将其关闭。如果要离开计算机并且不希望他人看到其中的内容，请

记住关闭隐私文件夹。

要关闭隐私文件夹：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隐私文件夹”窗格标题中，单击关闭按钮。

单击文件 | 退出以退出 ACDSee。此时隐私文件夹自动关闭。

要将文件添加到隐私文件夹：

1. 打开要添加文件的隐私文件夹。

2. 单击并拖动文件，将它们放到“隐私文件夹”窗格中的隐私文件夹图标上。此时显示一则警告消息。

3. 单击是以将文件移动到到隐私文件夹中。

将文件与文件夹添加到隐私文件夹时，它们从文件系统原来的位置删除，并添加到受密码保护的隐私文件夹。

如果忘记密码，将无法从隐私文件夹还原这些文件与文件夹。确保选择自己能记住的密码。

要将现有的文件夹及其内容添加到隐私文件夹：

1. 打开要添加文件的隐私文件夹。

2. 单击并拖动文件，将它们放到“隐私文件夹”窗格中的隐私文件夹图标上。

3. 单击是，将文件夹及其内容移动到隐私文件夹。

要从隐私文件夹还原文件夹与文件：

1. 打开包含要还原的文件夹或文件的隐私文件夹。

2. 选择文件夹或文件，然后单击文件 | 从隐私文件夹还原。

3. 单击浏览按钮，浏览到要将文件夹或文件移动到的文件夹，然后单击确定。

4.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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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 ACDSee 将文件夹或文件从隐私文件夹还原到所选的位置。现在使用这台计算机的用户便都可以看到这

些文件夹与文件。

要删除隐私文件夹或隐私文件夹中的文件夹或文件：

1. 打开包含要删除的文件夹或文件的隐私文件夹。

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要删除隐私文件夹，使用鼠标右键单击隐私文件夹图标，然后选择删除。

要删除隐私文件夹中的文件夹或文件，请使用鼠标右键单击它们，然后选择删除。

此时显示一则警告消息。

3. 单击是，删除隐私文件夹及其中的所有内容，或隐私文件夹中所选的文件夹或文件。

谨慎删除隐私文件夹中的文件夹或文件。如果删除隐私文件夹中的文件夹或文件，它们将被永久删除。如果要

将文件夹与文件从隐私文件夹移到计算机上的非保密位置，请还原它们。

标记图像

在婚礼或马拉松比赛这样重要的活动中，很容易就拍摄了数百张相片。在将相片传输到计算机之后，您可能要查看这些

相片并挑选出最喜欢的相片。对于识别最佳相片，或是隔开它们以便编辑或查看，标记是最简单快捷的方式。

标记复选框位于略图的右下角。单击该复选框可以给相片加上标记或取消标记。在清除复选框中的选取标记之前，相片

都将保持标记状态。

通过单击“编目”窗格中 “特殊项目”下的已标记，只要一次单击就可以显示所有已标记的相片。标记就像是类别与级别那

样，是在不必将文件移动到另一个文件夹的情况下挑选、整理与组合相片的好办法。

标记属于一种临时性质的图像区分方法。在标记之后，可以将类别与评级移动到或应用于图像，然后清除所有

标记。对于图像的长期整理与分组，类别、评级、颜色标签和文件夹更为有效。

要标记所选图像：

使用键盘快捷方式 \ 反斜杠键打开标记。

选择略图右下角的复选框。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一个或多个略图，然后选择标记。

在“属性”窗格中，选择元数据选项卡左上角的标记复选框。

要取消标记所选图像：

使用键盘快捷方式 \ 反斜杠键关闭标记。

在“属性”窗格中，取消选择元数据选项卡左上角的标记复选框。

要取消标记所有标记的图像：

1. 在“编目”窗格中单击已标记以在“文件列表 ”窗格中显示所有已标记文件。

2. 使用键盘快捷方式 CTRL + A进行全选。

3. 按反斜杠键 \关闭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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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显示标记的图像：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窗格 | 编目以显示“编目”窗格，然后单击 “特殊项目”部分中的已标记。

此时，所有文件夹中已标记的相片都显示在“文件列表”窗格中。

要在“查看”模式下标记图像：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查看”模式下，选中状态栏右下角的复选框。

在“查看”模式下，单击窗格 | 属性以显示“属性”窗格，单击“元数据”选项卡，然后选择左上角的已标记复选框。

要在比较图像时标记图像：

1. 在“比较列表”中，选择图像略图右下角的复选框。

2. 单击确定。此时“比较图像查看器”关闭。您将看到所标记的图像的复选框中有一个选取标记。

管理元数据视图与预设值

要选择元数据视图：

1. 单击窗格 | 属性以打开“属性”窗格。

2. 选择 “属性 ”窗格的“元数据”选项卡。

3. 在“元数据 ”选项卡中单击“元数据视图”下拉列表以选择视图选项之一：默认元数据视图 (最常用的字段 )、所有

EXIF、所有 IPTC、ACDSee 元数据或保存的自定义视图。

要创建自定义元数据视图：

1. 在“元数据 ”窗格中单击 “元数据视图 ”下拉列表并选择管理元数据视图。

2. 在“选择要显示的元数据 ”对话框中，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新建元数据视图。

3. 单击加号 +以展开树，通过选中和取消选中复选框来选择首选项。请参阅下面的“管理元数据视图”选项。

4. 单击保存按钮并为自定义视图输入名称。

5.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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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元数据视图 ”选项

当组中的所有项目都被选中时，该组的复选框也会被选中。

当组中的任何项目都未被选中时，该组的复选框也处于未选中状态。

当选择组中的某些 (而不是所有 )项目时，该组的复选框为实心。

选中和取消选中复选框来进行选择。

可以通过选择或取消选择显示厂商备注复选框来选择是否显示厂商备注。

将 ACDSee 元数据添加到多个文件

建议在处理图像之前输入和编辑元数据。如果使用还原到原始文件命令，则除非元数据是在处理之前输入，否则就会丢

失 (除了 RAW 图像的情况 )。

不能给只读文件 (如 CD-ROM 上的文件 )设置 IPTC 与 EXIF 信息。

如果 “属性 ”窗格尚未打开，请选择窗格 | 属性。

要将元数据添加到一个或多个文件：

1. 在管理模式中，选择“文件列表 ”窗格中的一个或多个文件。

2. 在“属性”窗格中，选择元数据选项卡。

3. 在元数据字段中输入信息。

4. 单击应用或按 Enter以应用更改。

在“管理”模式中单击应用或 Enter时，焦点会返回“文件列表 ”窗格，这样就可以使用键盘快速选择其它文件。

要在元数据中包含一个数字序列，请选择文件并在任何想要的字段中输入 <#>作为起始编号。例如 ) 输入

<5>将从 5 开始序列。

“元数据 ”选项卡键盘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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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快捷方式 包含此结果

TAB 使焦点逐个字段地向前跳转

SHIFT + TAB 使焦点逐个字段地向后跳转

CTRL + K 将光标放到“属性”窗格“元数据”选项卡的 ACDSee 元数据关键词字段中。

ALT + K 将光标放到“属性”窗格“元数据”选项卡的 IPTC 关键词字段中。

ENTER 应用更改。

ESC 丢弃更改。

如果在“属性”窗格外部单击，则刚输入的所有元数据都会丢失。必须单击应用或按 ENTER才能应用更改。

要使用键盘快捷方式将元数据输入到多个相片的相同字段中：

1. 在列表中选择第一个相片并在某个元数据字段中输入内容。

2. 按 Page Down 键以移动至下一个相片。对于每个相片，光标会停留在“属性”窗格的相同字段中，从而使您可

以为多个相片的相同字段输入内容。

3. 在字段中输入内容并再次按 Page Down 以移动至下一个相片。

4. 继续执行步骤 3，直至完成。

在使用此快捷方式时无需单击应用按钮。

可以使用 Page Up键返回前一个相片。

从自动类别中删除 IPTC关键词

可以从 ACDSee 数据库中删除未使用的 IPTC 关键词。删除后，IPTC 关键词将不会再显示在 “编目 ”窗格的相片属性自动

类别列表下的关键词 (IPTC) 中。

此过程也适用于“补充类别”字段。仅当在工具 | 选项 | 属性窗格下通过按管理元数据视图按钮，在“选择要显

示的元数据 ”对话框中选择了此字段时，此字段才可见。

要删除 IPTC 关键词与补充类别：

1. 在“管理”模式下，选择任何支持 IPTC 的图像。

2. 如果 “属性 ”窗格尚未显示，请单击窗格 | 属性。

3. 要确保图像可写，请执行以下操作：

选择文件选项卡，然后检查只读中是否有选取标记。

如果有选取标记，则该图像不可写。取消选择只读复选框使该文件变为可写。

4. 在“元数据 ”选项卡的 IPTC 部分中，单击关键词字段旁边的关键词选取器按钮 。

5. 在“IPTC 关键词选取器”对话框中，单击编辑列表。

6. 选择要从“值”列表中删除的关键词。

要选择多个关键词，请按住 CTRL 键，同时选择关键词。

7. 单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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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单击确定。

9. 单击确定。

只能从列表中删除未使用的关键词。要查找与某个关键词关联的相片，请在“编目”窗格的“自动类别”列表中单

击“相片属性”下列出的该关键词。

更改图像的日期与时间属性

在“管理”模式或 “查看 ”模式中，可以使用 “批量调整时间标签 ”工具来更改一个或多个图像的日期与时间属性。

要更改文件的日期与时间属性：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管理”模式下，选择一个或多个图像，然后单击工具 | 批量 | 调整时间标签。

在“查看”模式下，单击工具 | 修改 | 调整图像时间标签。

2. 在“要更改的日期 ”选项卡上，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要更改的日期

EXIF 日期与时间 原始 EXIF 日期/时间 捕获图像时的原始日期 /时间。

数字化 EXIF 日期/时间 图像转换为数字图像时的日期 /时间 (通常与原始时间相

同 )。

EXIF 日期/时间 上次编辑图像时的日期 /时间。

文件上次修改日期与时

间

上次编辑图像或文件的日期 /时间。例如图像编辑或元数据更新。

文件创建日期与时间 创建文件时的原始日期 /时间。

ACDSee 数据库日期与

时间

存放在 ACDSee 数据库中的日期与时间。

3. 在高级选项选项卡上，选择下述“调整图像时间标签”工具选项，然后单击下一步。

高级选项

接受默认值并开始转换 接受新时间标签选项的默认设置。要开始更改图像的日期与时间，请单击调整时

间标签。

完成时自动关闭向导 过程完成时关闭“调整图像时间标签向导”。

将当前设置保存为默认

值

记住当前设置并在下次更改时间标签时应用它们。

4. 在“选择新的时间标签”页面上，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使用不同的日期与时间：使用相同文件的另一个时间标签属性来替换所选的日期与时间。从选择日期

与时间下拉列表中，选择希望使用的文件属性。

使用特定的日期与时间：将每个文件中所选的时间标签更改为特定的日期与时间。在日期与时间字段

中，为时间标签输入新的日期与时间。

调整到新的开始日期与时间：将最早的时间标签替换为指定的日期与时间，并相应调整此后的所有时

间标签。在日期与时间字段中，指定最早的文件的时间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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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特定的数值调整日期与时间：将所有的时间标签向前或向后调整特定的小时数 (以调整时区 )。选择

向前调整或向后调整，然后在小时、分与秒数字显示框中输入数值。

5. 单击调整时间标签以开始调整文件。

6. 完成向导时，单击完成以返回到 ACDSee。

将文件备份到另一个计算机

“同步向导 ”将引导您创建文件的同步副本，以免因本地硬盘损坏而造成损失。您可以将本地文件夹同步到网络驱动器、

远程计算机或外置硬盘驱动器。您可以给同步命名，指定每次同步文件时希望执行的操作，安排同步按照指定的间隔运

行，以及在日后编辑或删除同步。

将文件复制到新位置时，“同步向导”不备份数据库。要连同数据库信息一起备份文件，请使用 ACD 数据库备份

向导。

要创建同步：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文件 | 同步 | 创建同步。

2. 准备就绪时，在“欢迎”页面上单击下一步按钮继续操作。

3. 在“同步选项”页面上，执行以下操作：

在源文件夹字段中，指定包含要复制的文件的文件夹。

在备份目标位置字段中，指定要放置备份文件的网络驱动器、远程计算机或外置硬盘驱动器上的文件

夹。

在选项区域，指定 “同步 ”应该如何处理错误与日志。

在确认区域中，指定“同步”应该如何处理文件重复冲突。

准备就绪时，单击下一步以继续。

4. 在“同步计划”页面上，执行以下操作：

在名称文本框中，输入同步的名称。

在计划区域，指定是希望立即运行同步，还是安排同步计划。

准备好完成向导时，单击完成。

计划：没有密码的帐户不能设置计划。您必须为帐户设置密码，才能创建计划。空密码无效，必须使用包含一个

或多个字符的真正密码。

更新或删除同步

您可以调整同步的设置，使之按照固定的间隔运行，您也可以从 ACDSee 中删除同步。

要更新或删除保存的同步：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文件 | 同步 | 编辑同步。

2. 在“保存的同步”对话框中，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同步。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要安排同步计划，请单击计划。指定多长时间运行同步一次，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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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调整设置，请单击编辑。在“编辑同步”对话框中，更新包含要复制的文件的文件夹，以及要放置那些

文件的网络驱动器、远程计算机或外置硬盘驱动器的文件夹。在选项区域，更新 “同步 ”应该如何处理错

误与日志。在确认区域，更新“同步”应该如何处理文件重复冲突。完成时单击确定。

要重命名同步，请单击重命名。为同步输入新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要删除同步，请单击删除。

4. 单击关闭。

运行保存的同步

创建同步之后，即使它安排成按照固定的间隔运行，您仍可以在任何时候运行它。

要运行保存的同步：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文件 | 同步，然后选择要运行的同步的名称。

使用 ACDSee 搜索

ACDSee 包含多种方法可用于在计算机中搜索文件与文件夹。您可以使用 “搜索 ”窗格按文件名、关键词或图像属性来进

行搜索。您可以创建高级搜索来查找落在某个日期或评级范围内的文件，然后保存并命名该搜索供日后使用。您还可以

使用 “重复项查找器”来查找并管理完全相同的文件。

要更简单地进行搜索，您可以使用“快速搜索 ”栏来快速查找文件与文件夹，或使用指定的名称与关键词来搜索数据库。

您也可以自定义“快速搜索”栏，仅搜索特定的项目或数据库中特定的部分。

此外，您也可以使用“编目”窗格来快速查找并列出硬盘上的全部图像，或查找文件夹中尚未分类的任何文件。如果正在

处理大量的图像，您可以使用“选择性浏览”为希望在“文件列表 ”窗格中显示的图像指定较宽泛或较狭窄的准则。

使用“快速搜索”栏
您可以使用 “管理 ”模式中的“快速搜索”栏来快速定位文件或文件夹。您可以使用快速搜索选项或基本运算符来细化或扩

展搜索范围，并在 “文件列表”窗格中查看结果。

“快速搜索 ”功能始终搜索以下 IPTC 字段：“标题 ”、“大标题 ”、“特殊说明”、“关键词”、“创建者”、“城市 ”、“详细位置”、“省 /
自治区 /直辖市”、“国家 /地区”与 “说明 ”。“快速搜索”还会搜索颜色标签与 ACDSee 元数据字段：“标题”、“作者 ”、“备注”
与“关键词 ”。

当 ACDSee 搜索文件名时，仅考虑文件名中的第一个词。例如，对于名为 Cat_Dog的文件，可以通过搜索

Cat 找到，而不是 Dog。搜索词不区分大小写。

要运行“快速搜索”：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快速搜索”栏中，输入要搜索的词汇或部分单词。

单击 “快速搜索”字段旁的下拉列表，然后选择以前输入过的搜索词汇。

您可以使用键盘快捷方式 Ctrl+F 将焦点放在快速搜索栏中并立即开始键入。

“快速搜索 ”运算符
在“快速搜索”栏中，您可以使用以下运算符来进一步细化或扩展搜索范围。请注意，搜索词汇不能以运算符开头，它必

须以单词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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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符 结果 示例

- 搜索包含第一个搜索词的所有项目，然后仅显示不包含第二个搜索词

的那些项目。

Cat -Dog返回包含 Cat
但不包含 Dog 的所有项

目。请务必在减号之前插

入空格。如果未插入空

格，ACDSee 会认为在搜

索带连字符的单词。

+ 搜索同时包含运算符前、后搜索词汇的所有项目。仅包含这些词汇之一

的那些项目会排除在外。快速搜索栏将单词之间的空格视作 [+] 运算

符。

Cat+Dog或 Cat Dog
将返回同时包含 Cat 与
Dog 的项目。

Cat+Dog+-Kittens返

回同时包含 Cat 与 Dog、
但不包含 Kittens 的那些

项目。

| 搜索包含一个或另一个搜索元素的所有项目。 Cat|Dog在搜索中返回

包含 Cat 或 Dog 二者之

一的所有项目。

Cat+Dog|Kittens 列

出同时包含 Cat 与 Dog
的项目，以及包含

Kittens 的项目。

使用“搜索”窗格

您可以使用 “搜索 ”窗格来搜索文件及文件夹。使用文件名或关键词短语，可以进行基本搜索；也可以使用文件夹、类别及

图像属性来创建高级搜索，以缩小搜索结果的范围。您还可以搜索文件名模式及查找重复的文件。

您还可以保存搜索并给它命名。“保存的搜索 ”在“搜索”窗格与 “编目 ”窗格上列出。在“搜索”窗格上，可以从下拉列表中

选择 “保存的搜索 ”以再次运行。在“编目”窗格中，“保存的搜索”在 “自动类别”列出，在此通过单击一次“保存的搜索”名称

便可以再次运行。

“搜索”窗格将无法返回未在 ACDSee 数据库中编制目录的文件夹的结果。浏览到某个文件夹时，程序会自动进

行编目。您还可以单击工具 | 数据库 | 文件编目。

要打开“搜索”窗格：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窗格 | 搜索。

“搜索 ”窗格区域

“搜索”窗格包含多个区域，用以帮助管理您的搜索。创建搜索时，请记住搜索工具仅返回与指定的全部准则相匹配的文

件。

保存的搜索
在“保存的搜索”区域，可以保存复杂的搜索以供日后使用、选择要再次运行的搜索或是删除保存的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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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的搜索 如果具有保存的搜索，则会在此下拉列表中显示它，以供您选择并再次运行。单击

窗格底部的开始时，搜索结果便会在“文件列表”窗格中列出。

“保存的搜索”还会在“编目”窗格上列出，在其中只需单击一下 “保存的搜索 ”名称便

可以运行它们。

保存搜索 单击保存图标，然后单击保存或另存为以保存或覆盖保存的搜索。“保存的搜索 ”对
话框打开时，输入搜索的名称。如果使用描述性名称，则可以更容易地记住保存的

搜索中的准则。

删除搜索 从下拉列表选择一个搜索，然后单击删除图标。提示窗口打开时，单击是以确认删

除。

文件与文本
在“文件与文本”区域，可以指定希望搜索什么，以及在何处搜索。

搜索使用以下名称的文件或

文件夹

输入希望搜索的文件或文件夹名称的部分内容，或从下拉列表选择以前搜索过的

词。您也可以使用通配符来搜索文件名模式。要排除所有的非图像文件，请单击字

段旁边的右箭头按钮，并选择仅限图像。

包含文本 输入要在 ACDSee 数据库中搜索的文本。这可以包括部分标题或关键词，甚至可能

包含所希望查找的文件的文件夹或类别名称。同时按文件名与关键词或短语搜索

时，只有同时符合这两项准则的项目才会出现在搜索结果中。

要指定搜索数据库中的哪些部分，并指出如何处理在字段中输入的文本，请单击字

段旁边的箭头，并选择以下任意选项：

查找所有文字：只返回与输入的所有词都匹配的文件。

仅查找整个词组：只返回包含输入的整个词的文件。

搜索标题：搜索数据库中文件的 “标题 ”字段。

搜索关键词：搜索数据库中文件的“关键词”字段。

搜索备注：搜索数据库中文件的 “备注 ”字段。

搜索类别：搜索数据库中给文件指定的 “类别 ”。

搜索文件夹：搜索数据库中文件夹的名称。

在标签中搜索：按颜色搜索指定标签的图像。

搜索范围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整个数据库：在整个 ACDSee 数据库上执行搜索。请注意，计算机上任何未

编制目录的文件夹都不包含在搜索结果中。

特定的文件夹与类别：仅在指定的类别与文件夹中执行搜索。选择此选项以

打开 “类别与文件夹”区域，在其中可以选择希望搜索的位置与类别。

同步到文件列表设置 将当前“管理”模式设置 (包括选择性浏览设置 )导入“搜索”窗格中。请注意，这也可

能会从“搜索”窗格中删除准则。

“属性 ”区域

在“属性”区域中，可以指定希望搜索的文件属性，以及指定要包含在搜索中或要从搜索中排除的值的范围。

要使用“属性”区域：

1. 在搜索文件属性字段下方，单击添加。

2. 在“添加搜索准则 ”对话框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属性作为搜索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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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确定。

4. 在“属性”区域，单击超级链接，为每个属性定义约束条件。

5. 单击开始以执行搜索。

使用文件名模式搜索

在 “搜索 ”窗格的搜索使用以下名称的文件或文件夹字段中，可以输入文本模式来搜索文件名。您可以使用简单的模式

(如文件名中的部分文字 )进行搜索，或使用包含通配符的高级模式。

文件名模式通配符

通配

符

结果 示例

? 匹配文件名中的任何单个字符。 ca?.jpg产生 cat.jpg、cap.jpg 及 car.jpg，但

没有 cats.jpg

* 匹配文件名中的零个或更多字符。 cat* 产生 cat.jpg、cats.jpg 及 cathy.jpg

[…] 匹配任何括起的字符。 ca[tr] 产生 cat.jpg 或 car.jpg，但没有

cap.jpg

[!…
]

匹配任何未括起的字符。 cat[!0] 产生 cata.jpg 与 catb.jpg，但没有

cat0.jpg

[…-
…]

匹配指定范围中的任何字符。 cat[a-f0-9] 产生 cata.jpg、catb.jpg、
catf.jpg 及 cat0.jpg、cat1.jpg、…、cat9.jpg

\ 禁止使用也能在文件名中使用的其它通配符，如方括号：[ 
]。* 与 ?字符不能用在文件名中，因此这项功能不能使用它

们。

由于方括号是通配符，如果想要搜索包含方括

号的文件名，就必须在方括号前面加一个反斜

杠：

ACD\[123\] 产生 ACD[123].gif

模式不区分大小写。要使用多个模式，请使用空格或分号分隔名称。要同包含空格或分号的模式匹配，请给模

式加上双引号。如果不在模式中包含 * 通配符，则模式将进行子字符串匹配。例如，cat 将匹配 cat、cathy 与

bobcat，它相当于 *cat* 模式。

使用选择性浏览

您可以使用选择性浏览来浏览指定文件夹内的文件、指定了特定日期的文件以及 /或指定了特定“编目”类别的文件。通

过调整选择性浏览准则，可以快速地从 “文件列表”窗格中包括或排除文件，并且仅查看希望浏览的那些文件。

要取得最佳的选择性浏览效果，建议在 ACDSee 数据库中给文件编制目录并进行整理。为文件输入的信息越多，您就会

发现选择性浏览功能越有帮助。

要使用选择性浏览：

通过单击视图 | 选择性浏览，打开 “选择性浏览 ”面板。此面板显示在“文件列表 ”窗格的左侧。

设置选择性浏览准则

“选择性浏览”面板分为三个区域：“文件夹 ”、“编目”以及“日历”，这些区域对应“管理”模式中的同名窗格。“选择性浏览”
面板打开时，“文件列表 ”窗格中的“内容”栏会替换成“选择性浏览”栏，列出当前所有的浏览准则。

将文件夹、日期范围或整理方法添加到 “选择性浏览 ”面板时，ACDSee 会排除与该准则不符的任何文件。您可以添加或

删除准则，以缩小或扩大结果范围。

要添加选择性浏览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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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开“选择性浏览”面板的情况下，执行以下任何操作：

在“文件夹 ”窗格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夹。

在“编目”窗格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类别以及 /或是评级。

在“日历”窗格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日期范围。

将每个准则添加到 “选择性浏览 ”面板时，ACDSee 都会在数据库中搜索该文件夹中与日期范围匹配同时又指定给特定类

别的文件，并将它们显示在“文件列表 ”窗格中。随后您可以选择那些文件，按自己的方式使用 ACDSee 功能来编辑、共

享、移动以及查看它们。

您也可以在 “选择性浏览 ”面板中调整或细化准则：

要从 “选择性浏览 ”面板中删除所选的准则，请使用鼠标右键单击任何准则，然后选择从范围删除。

要排除某种类型的所有准则，请单击列表上面的栏，然后切换选项将该类型从范围中排除掉。例如，要从范围

排除列出的文件夹，请单击文件夹栏，然后单击范围包含文件夹。所选文件夹仍将显示在“选择性浏览”面板中，

但其内容将不显示在结果中。

要删除某种类型的所有准则，请单击列表上方的栏，然后选择全部清除。

在“选择性浏览”面板中，类别的默认行为是显示与所列任何类别匹配的文件。您可以选择只显示指派给指定的所有类别

的那些文件来细化结果。要在各种行为之间进行切换，请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所选类别上方的栏，然后选择任意匹配或全

部匹配。

关于 “选择性浏览 ”的提示

将准则添加到“选择性浏览”面板时，表示您希望要浏览的文件必须有该属性。例如，如果在 “文件夹”窗格中选择某个文

件夹，则 ACDSee 只显示该文件夹中的文件。如果在“编目”窗格中选择某个评级，则 ACDSee 只会显示指定了该评级的

文件。

您可以组合准则以进一步优化您的选择性浏览。例如，如果选择某个类别与日期范围，则 ACDSee 仅显示既与所选的类

别匹配又与该日期范围吻合的那些文件。除非也处在正确的类别中，否则即使项目处于该日期范围之内，ACDSee 也不

会显示；同样，除非文件也与该日期范围匹配，否则即使已将其指定给该类别，也不会显示。

隐藏 “选择性浏览 ”窗格

您可以使用 “自动隐藏”功能来自动隐藏“选择性浏览”窗格，以便为“文件列表”窗格让出更多空间。窗格设为自动隐藏

时，只要在其外部单击鼠标，它就会自动卷起，只留下一个边缘仍在显示。将光标移到该边缘上方时，就可以再次访问此

窗格。

使用自动类别搜索

您是否拥有成百上千的图像？您是否使用不止一部相机？是否您的其它家庭成员也和您共用相机？或者您的计算机上

保存着由您的朋友及家庭成员拍摄的相片？对于上述任意问题，如果您的答案为 “是”，那就可以考虑使用自动类别来搜

索图像。

您可以在“编目”窗格中看到一些自动类别，在“标签”的下方。双击或单击加号 (+) 以展开自动类别组。双击或单击减号

(－ ) 以折叠自动类别组。

相机会将一些自动类别信息添加到图像中。例如，相机将记录相机厂商与型号、使用的白平衡设置、焦距以及光圈等信

息。您可能希望补充一些信息，如拍摄相片时所在的城市、省 /自治区 /直辖市，以及关键词或版权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在

“属性”窗格中手动输入。

单击某个自动类别时，ACDSee 就会搜索属于该类别的图像。例如，假设您使用不止一部相机。您可以展开 “相片属性”与
“相机型号 ”组，然后选择代表您相机型号的类别。此时将显示该型号相机拍摄的所有相片。与此类似，假设您的兄弟拍

摄了许多相片并发送给您。您可以展开 “相片属性”与“摄影师”组，然后在摄影师列表中选择您兄弟的名字。此时将显示

您的兄弟拍摄的所有相片。

以下是使用自动类别进行搜索的一些技巧。



ACDSee Photo Studio Standard 2019

Page 80 of 289

识别常用搜索类别

如果发现自己经常使用“相片属性”组中某些特定的自动类别，则可以将它们添加到“常用”组来节省时间。默认情况下，

“常用”组中已经包含一些“相片属性 ”组。您可以根据需要将任意多的自动类别添加到“常用”组，也可以轻松从“常用”组
中删除任何不再需要的组。

要将自动类别组添加到“常用”组：

1. 展开 “相片属性”组。

2.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要添加到“常用”组的自动类别组，然后选择添加到常用项目。此时该组将添加到 “常用 ”组。

它仍然可以在“相片属性 ”组中看到。

要从“常用”组中删除自动类别组：

1. 展开 “常用 ”组。

2.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要从“常用”组删除的自动类别组，然后选择从常用项目删除。

此时该组将从“常用”组中删除。

细化自动类别搜索

通过选择多个自动类别可以细化自动类别搜索。例如，假设您正在学习通过结合光圈与快门速度的设置来查找在各种不

同光线下正常曝光的相片，或是希望找到使用特定设置拍摄的相片。如果单击 f/16 光圈自动类别及 1/30 秒快门速度

自动类别旁边的“轻松选择”指示器，ACDSee 将搜索同时属于这两种自动类别的图像。

选择超过一个自动类别时，通过在“编目”窗格顶部的“全部匹配 /任意匹配”下拉列表中选择全部匹配或任意匹配，可以

进一步控制搜索内容。如果选择 “任意匹配”，ACDSee 将显示与所选自动类别相关的所有图像。如果选择 “全部匹配”，
ACDSee 将显示与全部所选自动类别相关的图像。

您还可以通过选择类别或评级来细化自动类别搜索。例如，您在单击“摄影师”自动类别之后，找到超过 1000 幅图像。

不过，您只想查看那个摄影师拍摄的最好的图像。此时可以在“编目”窗格的评级区域中，单击 1 旁边的“轻松选择 ”指示

器。此时将只显示该摄影师所拍摄的评级为 1 的图像。

您还可以使用“选择性浏览”窗格来细化自动类别搜索。例如，假设您在单击“相机型号”自动类别之后，ACDSee 显示超

过 1000 幅图像。不过，您只想查看在特定日期拍摄的图像。单击视图 | 选择性浏览打开 “选择性浏览 ”窗格，然后选择日

历窗格，并选择相应的日期。此时将只显示该型号的相机在当天所拍摄的图像。

查找重复文件

您可以使用“重复项查找器”插件来搜索硬盘上重复的文件。找到任何重复文件之后，就可以重命名或删除它们以便更

好地管理文件集。

以下步骤简要说明如何使用“重复项查找器”。该插件的对话框中还有丰富的上下文相关“帮助”，可以提供附加的信息。

通过只选择文件夹中的一部分相片或图像，可以对搜索作出限制。

要查找重复的文件：

1. 在“管理”模式下，选择文件夹或图像来搜索重复项。

2. 单击工具 | 查找重复项。

3. 在“重复项查找器 ”对话框的“选择搜索类型 ”页上，添加任何其它要搜索的文件或文件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要在添加到列表的文件与文件夹中查找重复项，选择在此文件列表中查找重复项。

要在创建的列表与另一组文件之间比较文件，请选择在这些文件与另一个列表之间查找重复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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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下一步。

6. 如果要与另一个列表比较文件，请将要比较的文件或文件夹添加到第二个列表，然后单击下一步。

7. 在“搜索参数”页面上，指定是要查找完全相同的重复项，还是仅查找同名的文件。

8. 如果仅搜索图像文件，选择仅查找图像。

9. 单击下一步。

10. 如果没有找到重复项，请单击确定并调整搜索设置，或者单击取消以退出 “重复项查找器”。

11. 如果找到重复项，则可以指定要从哪个列表中删除重复项，然后选择要删除的文件旁边的复选框。您也可以使

用鼠标右键单击某个文件名来打开、重命名或删除文件。

12. 单击下一步以检查所作的更改，然后单击完成。

快速查找图像

您可以单击保存的搜索的名称以快速重新运行该搜索。您可以在编目窗格中选择 “特殊项目”来找到数据库中的所有图

像，或列出所有尚未指定类别的图像。

要重新运行保存的搜索：

在“管理”模式下的“编目”窗格中，单击保存的搜索的名称。

此时搜索结果显示在“文件列表 ”窗格中。

要一次查找所有图像：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窗格 | 编目以打开“编目”窗格。

2. 在“编目”窗格中的“特殊项目 ”下，单击图像库。

要查找未归类的图像：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窗格 | 编目以打开“编目”窗格。

2. 在“编目”窗格中的“特殊项目 ”下，单击未归类。“图像库”与 “未归类”功能仅显示那些已在数据库中编制目录的

图像，它们并不在硬盘上搜索特定的文件类型。

要查找已设置关键词的图像：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窗格 | 编目以打开“编目”窗格。

2. 在“编目”窗格中的“特殊项目 ”下，单击无关键词。

使用 ACDSee 共享文件

ACDSee 让您可以轻松地与亲朋好友分享图像与其它文件。在 ACDSee 中您可以直接用电子邮件发送文件、将图像上载

到网站，以及使用 “HTML 相册”插件创建自己的网页，或打印联系表。

ACDSee 包含一个 “刻录筐”窗格，可以帮助将图像安全地刻录到光盘上。您也可以创建幻灯放映与屏幕保护程序，将它

们发给任何拥有计算机的人。他们不需要 ACDSee 也能查看这些内容。

捕获屏幕截图

您可以借助 “ACDSee 屏幕截图 ”工具，用屏幕的不同区域创建图像。您可以选择截取哪些区域，如何截取，以及将截取的

图像保存在何处。

要捕获屏幕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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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管理”模式或 “查看 ”模式下，单击工具 | 屏幕截图 ...。

2. 在“屏幕截图”对话框的 “来源 ”区域，指定希望截取的屏幕部分。请参阅下表中关于 “来源 ”选项的描述。

3. 如果希望将光标包含在输出的图像中，请选择包含鼠标光标复选框。

4. 在“目标”区域，指定希望将输出图像放到何处。

5. 在“开始截图”区域，指定希望如何捕获屏幕截图。

6. 单击开始以启动屏幕截图工具。

此时有个按钮出现在“任务栏通知”区域。

7. 准备好屏幕来显示希望截取的区域，然后按“屏幕截图”图标上方的气泡中出现的步骤执行操作。

8. 要退出“屏幕截图 ”工具而不捕获任何屏幕截图，请使用鼠标右键单击“屏幕截图”图标，然后选择退出屏幕截

图。

“屏幕截图 ”选项

桌面 当前显示器 捕获屏幕上显示的整个区域的图像。

窗口 整个窗口 捕获整个活动窗口的图像。

仅限内容 捕获窗口内容的图像 (不包括边框或标题栏 )。

区域 固定大小 捕获屏幕上的固定区域的图像。

单击下拉按钮，选择尺寸设置；或选择自定义，并输入像素

尺寸。

所选区域 捕获屏幕的所选区域。单击并拖动光标来包围要捕获的区

域。

对象 子窗口 捕获窗口一部分的图像。例如，工具栏或按钮。

光标下的菜单 捕获所选的菜单命令。

包含鼠标光标 在屏幕截图中包含光标。

“目标”选项 剪贴板 将图像副本放到“剪贴板 ”上。从“剪贴板”可以将图像粘贴

到新的位置。

文件 显示 “保存 ”对话框以保存文件；您可以指定位置、格式以及

文件名。

编辑器 在默认的编辑器中打开捕获的图像。

“开始截图”选项 热键 指定按键组合来触发屏幕截图。

要设置“热键”，请在键盘上按一个键或一组键 (如 CTRL +
S)，不要在方框中输入。

定时器 指定的时间结束之后捕获屏幕截图。选择足够的时间，以

便为屏幕截图设置桌面或窗口。最长时间设置为 60 秒。

用电子邮件发送图像

您可以使用 “发送电子邮件向导 ”直接从 ACDSee 发送 图像，而无需打开外部电子邮件应用程序。要使用“发送电子邮件

向导 ”，需要有活动的电子邮件帐户，计算机中还必须设置有默认的电子邮件应用程序，或者是可以访问 SMTP 服务器。

要用电子邮件发送图像：

1. 在“文件列表”窗格中，选择要发送的图像，然后单击文件 | 发送 | 用电子邮件发送图像。

要过要添加其他图像，单击添加。图像添加完毕后，单击确定。

要删除图像，请选择相应图像并单击删除。这将从向导中删除图像，但不会从 ACDSee 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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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设置电子邮件与图像选项 (如最大电子邮件大小或将图像转换成 JPEG)，请单击选项。选项设置完毕

后，单击应用。

要更改电子邮件帐户设置以使用默认电子邮件客户端或 SMTP 服务器，请单击更改。电子邮件帐户设

置更改完成时，单击确定。

2. 在“发送电子邮件向导”中，单击下一步。

如果选择了使用默认电子邮件客户端发送，向导会将图像与电子邮件信息添加到一条新电子邮件消息

中。您可以编辑该邮件，然后像往常一样进行发送。

如果选择了通过 SMTP 服务器发送，您需要在向导中输入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电子邮件的主题以

及邮件正文。单击下一步。

3. 图像发送完成后，请单击完成关闭向导。

一些基于 Internet 的电子邮件应用程序 (如 Hotmail 与 Yahoo(免费帐户 ))不支持 SMTP，因此无法通过“发送

电子邮件向导”使用。对于其它程序 (如 Gmail、Yahoo(升级帐户 )以及 AOL)，您必须配置帐户使用

POP/SMTP。要了解如何配置这些类型的电子邮件帐户，请访问其指定网站并搜索 SMTP。

创建桌面屏幕保护程序

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图像来创建桌面屏幕保护程序。通过设置屏幕保护程序选项，可以调整每个图像显示的时间长度、设

置背景颜色、应用转场效果，以及添加页眉或页脚文本。

要创建屏幕保护程序：

1. 在“管理”模式下的“文件列表 ”窗格中，选择一组图像，然后单击工具 | 配置屏幕保护程序。

2. 在“ACDSee 屏幕保护程序”对话框中，单击添加来浏览更多图像以添加到屏幕保护程序中；或者选择不希望包

含的图像，然后单击删除。

3. 单击配置，指定下面描述的选项，然后单击“确定”。

4. 要在桌面上自动使用屏幕保护程序，请选择设为默认屏幕保护程序复选框。

5. 对所作的选择感到满意时，单击确定。

要在计算机上激活屏幕保护程序：

在 Windows 的 “显示属性”对话框中选择 “屏幕保护程序”选项卡，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ACDSee 屏幕保护程序。

ACDSee 屏幕保护程序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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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选择转场 显示转场列表供您选择，并在您选择时在“预览”中播放每个转场、变化或效果。

全部选择：选择所有转场并随机显示它们。

全部清除：清除任何选择的转场。

这些转场不适用于“二图”、“四图 ”及“拼贴画 ”变化。

变化 单击下拉列表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无：不使用变化。

平移与缩放：在显示每个幻灯期间缩放并平移它。

二图：同时显示两个图像。

四图：同时显示四个图像。

拼贴画：将图像显示为拼贴画，图像互相重叠。

效果 单击下拉列表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无：不使用效果。

黑白：将所有图像显示为灰度图像。

深褐色：将所有图像显示为深褐色。

逼真：增加图像的饱和度以使颜色更明亮。

柔和：略微模糊图像以获得柔和效果。

背景颜色 指定背景颜色。单击颜色选取器以选择或更改颜色。单击其它以在颜色对话框中

设置自定义颜色。

幻灯持续时间(秒) 指定希望屏幕保护程序显示每个图像的时间。

高级 常规设置 选择或清除以下选项：

根据屏幕拉伸图像：放大较小的图像使之填满整个屏幕。

播放内嵌音频：播放内嵌在图像中的任何音频剪辑。

幻灯顺序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来指定显示图像的顺序：

前进

无序

文本 显示页眉文本 在每个图像的顶部显示文本标题。设置选项以指定希望显示的文本。

显示页脚文本 在每个图像的底部显示文本标题。设置选项以指定希望显示的文本。

屏幕保护程序文本选项

对齐 指定文本标题的对齐方式。

背景颜色 指定标题文本的背景颜色。

文本 指定要作为标题显示的文本。

字体 打开 “字体 ”对话框，在其中可以选择或更改文本的字体选项。

插入元数据标记 将文件特有的被称作元数据的信息插入标题。

单击此项打开“选择属性 ”对话框，然后选择希望插入的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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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与配置幻灯放映

在“管理”模式或 “查看 ”模式中，您可以用幻灯放映的方式查看图像和 /或视频。您还可以配置幻灯放映，使它在运行时自

动启动，亦可设置幻灯放映选项来调整每个图像的显示时间，设置背景颜色、应用转场效果以及添加页眉或页脚文本。

要在“管理”模式下开始幻灯放映：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文件列表”窗格中，选择一组图像。

在“文件夹 ”窗格中，选择一个文件夹。

使用 “轻松选择”栏选择多个包含图像的文件夹。

2. 单击工具 | 幻灯放映 (键盘快捷方式为 CTRL+ S)

要在“查看”模式下开始幻灯放映：

单击工具 | 幻灯放映。

要配置幻灯放映：

1. 在“管理”模式下，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文件列表”窗格中，选择一组图像。

在“文件夹 ”窗格中，选择一个文件夹，或是使用“轻松选择”栏选择多个包含图像的文件夹。

2. 单击工具 | 配置幻灯放映。

3. 在“幻灯放映属性 ”对话框中，选择或更改下述幻灯放映选项。

4. 要将您的设置保存为默认的幻灯放映行为，请选择将当前设置保存为默认值复选框。

5. 单击确定。

幻灯放映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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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文件 幻灯放映内容 指定要在幻灯放映中包含以下哪些媒体：

当前文件夹中的所有媒体：显示所选文件夹中的所

有文件 (图像或视频 )。

当前文件夹及其子文件夹中的所有媒体：显示当前

所选的文件夹及其子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

所选媒体：仅显示在打开 “幻灯放映属性”对话框之

前选择的文件。

对于这种类型的选择，总是使用这

些内容并自动开始幻灯放映

保留当前的幻灯放映内容设置，并在下次启动幻灯放映时

自动开始。

基本 选择转场 显示转场列表供您选择，并在您选择时在“预览”中播放每

个转场、变化或效果。

全部选择：选择所有转场并随机显示它们。

全部清除：清除任何选择的转场。

这些转场不适用于 “二图 ”、“四图”及“拼贴画”变
化。

变化 单击下拉列表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无：不使用变化。

平移与缩放：在显示每个幻灯期间缩放并平移它。

二图：同时显示两个图像。

四图：同时显示四个图像。

拼贴画：将图像显示为拼贴画，图像互相重叠。

效果 单击下拉列表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无：不使用效果。

黑白：将所有图像显示为灰度图像。

深褐色：将所有图像显示为深褐色。

逼真：增加图像的饱和度以使颜色更明亮。

柔和：略微模糊图像以获得柔和效果。

背景颜色 指定背景颜色。单击颜色选取器以选择或更改颜色。单击其

它以在“颜色”对话框中设置自定义颜色。

幻灯持续时间(秒) 指定希望幻灯放映显示每个图像的时间。

高级 常规设置 选择或清除下面任何选项：

根据屏幕拉伸图像：放大较小的图像使之填满整个

屏幕。

播放内嵌音频：播放内嵌在图像中的任何音频剪

辑。

根据屏幕拉伸视频：放大视频文件使之填满整个屏

幕。

自动隐藏控制栏：只要鼠标光标停止移动超过几秒

种，就会隐藏幻灯放映控件。

循环：播放完最后一个图像之后，重复播放幻灯放

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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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顺序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来指定显示图像的顺序：

前进

无序

音乐目录 显示之前选择的文件夹中的音乐，或是单击浏览以查找新

的文件夹。

文本 显示页眉文本 在每个图像的顶部显示文本标题。设置选项以指定希望显

示的文本。

显示页脚文本 在每个图像的底部显示文本标题。设置选项以指定希望显

示的文本。

将当前设置保存为默认值 保留所有标签页的当前设置，并在下次查看幻灯放映时应

用它们。

幻灯放映文本选项

对齐 指定文本标题的对齐方式。

背景颜色 指定标题文本的背景颜色。

文本 指定要作为标题显示的文本。

字体 打开 “字体 ”对话框，在其中可以选择或更改文本的字体选项。

插入元数据标记 将文件特有的被称作元数据的信息插入标题。

单击此项打开“选择属性 ”对话框，然后选择希望插入的元数据。

共享幻灯放映与屏幕保护程序

在“管理”或“查看”模式中，可以通过单击工具 | 幻灯放映 (在“管理”模式中为键盘快捷方式 CTRL+S)，随时用幻灯放映

的方式查看图像。通过使用 ACDSee，还可以将自己喜欢的相片创建成幻灯放映与屏幕保护程序，并将它们发送给亲朋

好友，或放到网站上进行展示。您甚至还可以保存幻灯放映或屏幕保护程序项目，以便以后编辑。

要创建幻灯放映：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工具 | 创建 | 幻灯放映文件。

2. 要创建新的幻灯放映，请在“欢迎”页面上选择创建新的幻灯放映单选按钮。要指定希望创建的幻灯放映类型，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独立的幻灯放映：创建包含所有图像以及查看工具的单个可执行文件 (.exe)。您可以与任何有计算机

的人共享此类型的文件，即使他们没有 ACDSee 也无妨。

Windows 屏幕保护程序：创建标准的 Windows 屏幕保护程序文件 (.scr)，可以在任何 Windows 系

统上存储与使用。

Adobe Flash Player® 幻灯放映：创建紧凑的 Adobe Flash 文件 (.swf)，可以在网站上显示。

3. 要编辑现有的幻灯放映或屏幕保护程序项目，选择加载现有的幻灯放映项目单选按钮，然后单击浏览以查找项

目 (.asw 文件 )。

4. 单击下一步以继续。

5. 在“选择图像”页面上，可以查看幻灯放映中包含的图像，这些图像按默认顺序显示。单击添加或删除以更改图

像，或使用箭头按钮调整它们的顺序。准备就绪时，单击下一步以继续。

6. 在“设置文件特有选项”页面上，单击每个略图旁边带下划线的词为每个图像设置单独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相

片之间的转场、转场与幻灯的时间、文字标题以及显示图像时播放的音频文件。请注意，选项可用与否取决于

所选的输出文件格式，并非所有格式都支持全部选项。准备就绪时，单击下一步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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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设置幻灯放映选项”页面上，为每个幻灯设置自动或手动持续时间、播放顺序，以及是否要隐藏控件。您也可

以添加音频文件作为背景声音，并调整转场的质量或速度。准备就绪时，单击下一步以继续。

8. 在以下页面上，设置图像大小、幻灯放映文件与项目文件的位置等选项。

9. 最后，单击下一步，然后稍候片刻等待 ACDSee 生成幻灯放映。完成后即可启动幻灯放映并退出向导。

如果将某个音频文件指定给单个图像，同时也在“设置幻灯放映选项”页面将另一个音频文件指定给整个幻灯

放映，则放映幻灯时将同时播放两个音频文件。

创建桌面幻灯放映

您可以使用 “ACDSee 陈列室”创建相片的幻灯放映，并在计算机桌面上的一个小窗口中显示该幻灯放映。您最多可以在

计算机上同时运行 16 个不同的幻灯放映。

您可以将“ACDSee 陈列室”窗口配置成总是位于其它应用程序窗口前面。您也可以将它配置成在启动计算机时打开。您

不必打开 ACDSee 就可以使用 “ ACDSee 陈列室 ”。

要使用“ ACDSee 陈列室”创建桌面幻灯放映：

1. 在“管理”模式下，浏览到某个文件夹，其中包含要添加到桌面幻灯放映中的图像。

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工具 | 创建 | ACDSeeACDSee 陈列室。

单击开始 | 程序 | ACD Systems | ACDSee 陈列室。

这将立即开始幻灯放映，同时会在任务栏中显示“ ACDSee 陈列室”的图标。

使用 “ ACDSee陈列室 ”幻灯放映控件

“ ACDSee 陈列室”窗口中有许多的幻灯放映控件。

单击后退或前进按钮，以显示幻灯放映中的上一个或下一个相片。

显示特定相片时可以单击暂停按钮以暂停幻灯放映。

如果在“ ACDSee 陈列室”窗口中看不到这些幻灯放映控件，请单击窗口中的任何位置。在幻灯放映播放时这些

控件将消失，使您能够完全投入到相片的欣赏中。

要创建多个“ ACDSee 陈列室”：

在打开“ACDSee 陈列室 ”后，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 ACDSee 陈列室”窗口中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新建陈列室。

单击任务栏中的“ ACDSee 陈列室”图标，选择新建陈列室。

要关闭 ACDSee 陈列室。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 ACDSee 陈列室”窗口中单击关闭。

单击任务栏中的“ ACDSee 陈列室”图标，并选择退出 ACDSee 陈列室。

如果已经将 “ ACDSee 陈列室 ”配置成在启动计算机时打开，则下次启动计算机时它将自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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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PDF
您可以使用 ACDSee 将多个图像合并到 PDF(便携文档格式 )文件。“创建 PDF 向导”将引导您使用图像创建一个或多个

PDF 文件，或将图像添加到 PDF 幻灯放映。

要创建 PDF：

1. 在“管理”模式的 “文件列表”窗格中，选择希望共享的图像。

2. 单击工具 | 创建 | PDF。

3. 在“创建 PDF 向导 ”的“欢迎”页面上，选择以下选项之一，然后单击下一步：

创建 PDF 幻灯放映：将所有的图像合并到可以当作幻灯放映来查看的单个 PDF 文件。

创建一个包含所有图像的 PDF 文件：将所选的全部图像合并到包含多个页面的单个 PDF 文件。

为每个图像创建一个 PDF 文件：将每个图像转换成单独的 PDF 文件。

4. 在“选择图像”页面上，可以更改所选的图像，也可以使用箭头按钮来调整它们的顺序。单击下一步以继续。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如果选择了创建 PDF 幻灯放映，则可以通过单击每个图像旁边的超级链接来设置或更改转场选项。单

击下一步设置幻灯放映的顺序、颜色以及文件名选项。准备就绪时，单击下一步以继续。

如果选择了创建一个或多个 PDF 文件，指定文件名与位置，然后单击下一步。

6. 单击完成以关闭此向导并返回到 ACDSee 中。

创建 PowerPoint演示文稿

通过使用“创建 PPT 向导 ”，您可以从 ACDSee 中快速创建 PowerPoint 演示文稿。该向导会引导您完成使用相片创建或

编辑演示文稿的过程。您可以设置幻灯持续时间、文件位置、每个幻灯的图像数量以及是否使用设计模板作为背景。您

也可以给每个幻灯添加大标题、标题或备注。

此功能仅当计算机上安装有 Microsoft PowerPoint® 时才能正常工作。此功能不支持 RAW 文件，因此需要将

RAW 文件转换成另一种格式。

要创建 PowerPoint 演示文稿：

1. 在“管理”模式的 “文件列表”窗格中，选择希望共享的图像。

2. 单击工具 | 创建 | PPT。

3. 在“创建 PPT 向导 ”的“选择图像”页面上，如果要添加更多的图像，请单击添加。

4. 单击下一步。

5. 在“演示文稿选项 ”页面上，执行以下一个或全部操作：

在演示文稿选项区域，如果这是新的演示文稿，请设置希望每个幻灯显示的持续时间。

如果是编辑演示文稿，请选择现有演示文稿以激活路径字段，然后浏览到您的演示文稿。选择是否要

在演示文稿的开头或结尾插入幻灯。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每个幻灯的图像数量。(如果选择多个，则不会在下一个页面上出现 “标题 ”与“备注”
选项 )。

如果要让图像保持链接到 ACDSee 而不是嵌入在演示文稿内，请选择链接到图像文件。

如果希望使用背景模板，请单击使用设计模板，然后浏览到计算机上的文件夹以选择它。(PowerPoint
模板通常在 Microsoft Office | Templates | Presentation Designs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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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下一步。

7. 在“文本选项”页面上，执行下述一个或全部操作：

在标题选项卡上，输入标题并选择其背景颜色与对齐方式。您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字体，或插入文件名

或是图片尺寸之类的元数据。大标题出现在幻灯的底部。

在标题选项卡上，输入幻灯的标题，并选择其背景颜色与对齐方式。您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字体或插入

元数据。

在备注选项卡上，输入希望出现在附加到每个幻灯的 “备注 ”部分的任何备注。这些备注不出现在幻灯

自身上。

8. 单击创建。

此时演示文稿在 PowerPoint 中打开，您可以像对待任何其它演示文稿那样进行编辑。

刻录 CD或 DVD
您可以使用“刻录筐”将相片与文件刻录到 CD 或 DVD，以便在计算机上使用。要使用“刻录筐 ”，您必须在计算机上安装

CD 或 DVD 刻录机。

使用 “刻录筐”可以整理、排列以及存储相片与文件，直到您准备好将它们刻录到光盘。您可以通过 “刻录筐”创建自己的

文件夹，使用现有的文件夹，或者让“刻录筐 ”自动创建文件夹结构。

要创建 CD 或 DVD：

1. 要打开“刻录筐”窗格，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窗格 | 刻录筐。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工具 | 创建 | CD 或 DVD。

2. 在“刻录筐 ”的工具栏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要用于创建光盘的设备。此下拉列表中的选项取决于您计算机上的

CD/DVD 硬件。

3. 单击格式选项按钮。此时将打开 “格式选项”对话框。选中或取消选中复选框，以指定是否要包含与这些文件关

联的任何 ACDSee 元数据。

4. 可以使用“刻录筐 ”的左侧创建文件夹结构，用以整理光盘上的相片与文件。要创建新文件夹，请使用鼠标右键

单击文件夹的名称 (默认为“卷标”)，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新建文件夹。为新的文件夹输入名称，然后按

Enter键。

5. 要将相片或其它文件添加到光盘，请将它们从 “文件列表”窗格拖到“刻录筐”，或选择要添加的文件，然后单击

编辑 | 添加到刻录筐。您可以使用 “刻录筐”工具栏上的按钮 (如下所述 )来调整 “刻录筐”的内容，或是保存或加

载项目。

6. 准备好创建光盘时，单击位于右下角的刻录。

如果希望在光盘不在驱动器内的情况下浏览光盘中的内容，则可以考虑创建 ACDSee 相片光盘 。

“刻录筐 ”工具栏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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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选项 打开 “格式选项”对话框，其中可以指定是否将编目添加至数据光

盘。

添加到刻录筐 将当前所选的文件或文件夹添加到“刻录筐”。

从刻录筐删除 从“刻录筐 ”中删除当前所选的文件或文件夹。

全部删除 清除 “刻录筐”的内容。

新建文件夹 创建新的子文件夹。

重命名 重命名当前所选的文件或文件夹。

保存项目 将“刻录筐 ”当前的内容与设置保存为项目文件以便日后编辑。

加载项目 打开以前保存的“刻录筐 ”项目。

创建 HTML相册

您可以使用 “HTML 相册向导”来准备要发布到 Internet 的相片集。HTML 相册包含幻灯放映控件以及略图显示。您可以

从图库样式模板列表中选择，然后将自己的徽标作为图像或文字添加到页眉与页脚来自定义图库。您也可以更改图库中

使用的字体与颜色。

要创建 HTML 相册：

1. 在“管理”模式的 “文件列表”窗格中，选择希望共享的图像。

2. 单击工具 | 创建 | HTML 相册。

3. 在“创建 HTML 相册向导 ”的“样式设置”页面上，从“网页样式 ”框中选择“图库样式”。

选择 “图库样式”以及其它设置之后，可以单击预览图库，以查看这些选择如何影响 HTML 相册的外观。在

“HTML 相册向导”中，也可以单击生成相册从任何页面生成 HTML 相册。

4. 单击下一步。

5. 在“自定义图库”页面上，执行以下一个或全部操作：

在图库标题文本框中，输入要显示在网页顶部的标题。

选择包含页眉以便在网页顶部显示页眉；或清除包含页眉复选框以删除页眉。

选择包含页脚以便在网页底部显示页脚；或清除包含页脚复选框以删除页脚。

如果要在页眉或页脚中显示图像，选择使用图像，然后单击浏览并选择要在页眉中显示的公司徽标、

您自己的相片或其它图像。

如果要在页眉或页脚中显示文本，选择使用信息，然后单击设置信息并输入要显示的文本。

在文件夹设置区域，单击浏览并选择要保存 HTML 相册文件的文件夹。

6. 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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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略图与图像”页面上，执行以下一个或全部操作：

在略图设置区域，调整相册中略图的外观与格式。

在图像设置区域，调整相册中正常大小图像的外观与格式。

在幻灯放映持续时间区域，指定在幻灯放映期间显示正常大小图像的时间。

在颜色与字体设置区域，单击颜色与字体，调整网页中使用的颜色与字体，然后单击确定。

单击保存设置，以便保存您为特定网页样式选择的设置。如果保存设置，则可以从“创建 HTML 相册向导”的“样
式设置”页面快速将它们重新应用于网页样式。

8. 单击下一步以创建 HTML 相册。ACDSee 生成略图并创建网页时，您可能需要稍等片刻。

9. 单击创建另一个相册以便创建另一个相册，或者单击完成以退出向导并返回到 ACDSee。

您将需要使用 FTP 或其它方法将 HTML 相册文件发布到网站上。

将图像上载到相片网站

您可以直接从 ACDSee 中将相片或图像上载到 新浪微博 等网站和 FTP 站点。当然，在将相片上载到这些网站之前，您

需要一个帐户。如果需要，您可以在使用 ACDSee 执行首次上载的过程中创建一个帐户。

您可以选择几乎所有图像文件类型，包括 RAW 和 TIFF，ACDSee 会在上载前将文件自动转换为 JPG。

要将相片上载到相片网站：

您可以快速上载相片到相片分享网站而无需退出 ACDSee。

1. 在“管理”模式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图像并单击文件 | 发送 | 至 新浪微博。

2. 在“新浪微博 上传程序 ”对话框中，按右下角的“帮助”按钮并根据说明执行操作。

创建联系表

您可以创建联系表 - 排列在页面上的图像略图预览 - 来整理与共享图像。您可以使用 “创建联系表 ”实用程序将联系表

保存为多种图像格式，并可以保存为 HTML 图像地图。这些选项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略图大小取决于联系表显示的行数与列数，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

要创建联系表：

1. 在“管理”模式的 “文件列表”窗格中，选择希望包含的图像。

2. 单击工具 | 创建 | 联系表。

3. 在“联系表格式”区域，设置“联系表格式”选项。

4. 在“输出设置”区域，设置“输出设置 ”选项。

5. 如果需要，可以在页面上添加或更改文本。

6. 单击确定。

如果没有指定输出文件路径，“创建联系表”工具会在默认的图像文件夹中放一个 Contact Sheet.<ext> 文件。

对于多页联系表，该实用程序会给文件名添加一个数字，例如 Contact Sheet3.bmp。

“联系表格式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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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图设置 大小 指定要在每个页面上创建的行数与列数。

间距 在每个略图周围创建一个边框。指定行或列之间的间距。

在水平与垂直数字显示框中，输入一个值来表示显示距

离。

边框选项 使用略图边框 在每个略图周围创建一个边框。

边距 指定边框的宽度。

单色 指定边框的颜色。单击颜色选取器以定义一种颜色。

平铺图像 指定要用作边框的图像。单击浏览以查找要使用的图像。

略图选项 彩色阴影 在每个略图周围创建阴影效果。单击颜色选取器以定义

一种颜色。

彩色细边 在图像周围创建淡化的边框效果。单击颜色选取器以定

义一种颜色。

彩色粗边 将单色用作页面的背景。单击颜色选取器以定义一种颜

色。

倾斜边缘 在每个略图上创建倾斜边缘效果。此效果不显示在“预览”
窗口中。

页面背景选项 单色 将单色用作页面的背景。单击颜色选取器以定义一种颜

色。

平铺图像 将平铺图像用作页面的背景。单击浏览以查找要使用的

图片。

创建存档文件

您可以使用 “存档文件创建程序 ”插件来创建图像与媒体文件的存档文件。“存档文件创建程序”支持多种存档文件格式，

使用压缩、加密、密码保护等工具帮助您管理文件。

要创建存档文件：

1. 在“管理”模式下的“文件列表 ”窗格中，选择一个文件夹或一组文件。

2. 单击工具 |创建 | 存档文件。

3. 在“创建存档文件 ”对话框的“选项”区域，单击存档类型下拉列表，然后选择要创建的存档格式。

有些存档格式有附加设置，您可以单击设置按钮进行调整。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要包含所选任何子文件夹的内容，选择包含子文件夹复选框。

要在存档文件中包含任何隐藏文件，选择包含隐藏文件复选框。

要在将所选的文件和文件夹添加到存档文件之后从硬盘删除它们，选择存档之后删除文件复选框。

要使用密码保护存档文件的内容，选择密码保护存档文件复选框，然后在它旁边的字段中输入密码。

请注意，并非所有存档类型都支持密码保护功能，有些格式则要求使用密码。

5. 在输出文件字段中，输入路径与文件名，或单击浏览在硬盘上查找文件夹。

6.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添加到现有存档文件：将文件添加到现有的存档文件。只有在“输出文件 ”字段中指定的存档文件已经

存在时，此选项才可用。

覆盖现有的存档文件：使用创建的存档文件替换任何现有的存档文件。只有在“输出文件”字段中指定

的存档文件已经存在时，此选项才可用。

7. 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满意时，单击创建以开始给文件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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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存档的 (.zip)文件

不用离开 ACDSee 便可以非常简单快速地提取存档的文件 (.zip)。您既可以将文件提取到文件夹，也可以简单地双击并

查看它们。

要将存档的文件提取到文件夹：

1. 在“管理”模式下，您可以使用 “文件夹”窗格浏览到包含存档文件的文件夹。

2. 单击 “文件列表”中的存档文件。

3. 单击编辑 | 提取到文件夹。

4. 在“提取到文件夹 ”对话框中，浏览到并选择要在其中保存文件的文件夹。

5. 要创建新的文件夹，则单击创建文件夹，输入文件夹的名称，然后按 Enter键。

6. 如果正在提取到其中的文件夹中存在同名的文件，可以选择覆盖重复的文件下拉列表，指定希望如何处理。您

可以执行以下任何操作：

询问：询问要针对每个单独的文件做什么。

重命名：给重复的文件一个新名称。

替换：覆盖重复的文件。

忽略：不提取重复的文件。

7. 单击确定。

要查看存档文件中的文件：

1. 在“管理”模式下，导航到包含存档文件的文件夹。

2. 双击存档文件。

此时存档文件内容的略图在“文件列表 ”窗格中打开。

打印图像

通过使用 ACDSee 的打印实用程序，可以在任意大小的纸张上按任意方向、以打印机所支持的任意分辨率打印图像。您

还可以使用打印工具来创建并打印联系表，给每个图像添加上特定的页眉、页脚以及标题。

更改 “打印 ”对话框中的选项时，可以查看动态更新的图像预览以及它在页面上的位置。您可以调整输出大小、每个图像

的打印份数，以及更改图像在每个页面上的方向。

要打印图像：

1. 选择要打印的一个或多个图像。

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文件 | 打印。

在“查看”模式下，单击文件 | 打印所有图像。(如果想要在 “查看 ”模式中打印单个图像，请选择打印图

像 )。

3. 在打印布局下，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择整页，然后从格式列表中选择一种打印尺寸。

选择联系表，然后设置联系表格式选项定义联系表的外观。

选择布局，然后选择一个可用的布局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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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打印机选项选项卡上，指定希望使用的打印机、纸张大小、方向、打印份数、要打印的页面范围以及图像分辨

率。

5. 在页面设置选项卡上，指定图像在纸张上的位置与边距宽度。

6. 在调整选项卡上，指定要应用的任何调整。

7. 指定每个相片的打印份数。如果打印整页或联系表，则在页面设置选项卡上提供此选项。如果打印布局，则在

布局列表下方提供此选项。

8. 添加标题、页眉或页脚。只有打印整页或联系表时，才能添加标题、页眉或页脚。

9. 单击打印。

设置打印机选项

使用 ACDSee 打印图像时，可以在“打印”对话框的打印机选项选项卡上指定要使用的打印机并设置打印机选项。

打印机选项

打印机 指定要使用的打印机。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打印机，单击属性按钮以设置其选项。如需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打印机生产厂家的“帮助”文件或手册。

纸张大小 指定纸张的大小，如 Letter、Legal、A4。

方向 指定页面方向是纵向还是横向。

份数 指定要打印的份数。

打印范围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全部：打印文档中的所有页面。

页面范围：打印指定范围的页面。在字段中指定打印范围中的第一页与最后一页。

分辨率 以 PPI(每英寸像素数 )为单位指定图像的分辨率。值越高，每英寸包含的点数就越多，打印的图像

的分辨率就越高。例如：600 PPI 表示每平方英寸包含 360,000 (600 x 600) 个像素。

滤镜 指定打印图像时要使用的重新采样滤镜。单击下拉列表并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方形：重新调整图像大小时，会显示明显的方块或锯齿。

三角：对于图像缩小和放大，都能产生较好的效果，但会显示清晰的过度带。

双三次：对于写实相片图像及不规则或复杂图像而言，可以产生很好的效果。使用插值法将

放大图像造成的粗糙感降至最低。

贝尔：使图像平滑。

B 样条：产生平滑的过渡，但可能会使图像变得过于模糊。

Lanczos：产生最清晰的图像，但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环移痕迹。

Mitchell：放大写实相片图像时，可以产生平滑的过渡。此滤镜的效果介于 Lanczos 的环

移效果和其它滤镜的模糊效果之间，是一个很好的折衷。

伽玛 给打印的图像应用伽玛校正。在伽玛值字段中，输入 0.10 到 3.00 之间的数值来调整图像的伽玛

值。较高的值会使图像变亮，较低的值则使图像变暗。

可用时使用

EXIF 2.2 打

印

您的相机可能会捕获 EXIFY 信息，在与计算机共享这些信息时，可以优化打印效果。如果相机与打

印机都支持 EXIF 2.2 打印，请选择此选项。

创建自定义打印布局

您可以创建自定义打印布局，并将它们存储为打印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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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建自定义打印格式：

1. 在“打印”对话框中，选择整页。

2. 在“打印格式”区域中，单击添加。

3. 在“添加自定义格式”对话框中，从度量单位下拉列表中选择一种度量单位。

4. 在格式宽度与格式高度字段中，输入新格式的尺寸。

5. 单击添加。

设置图像大小与位置

您可以使用 “打印 ”对话框中的页面设置选项卡来调整和控制打印图像的大小，以及图像在页面上的位置。

“页面设置 ”选项

页面位置 指定将图像放在每个页面上的位置。

边距 指定边距的大小。输入数值，或单击顶部、底部、左侧、右侧数字显示框中的箭头。

打印份数 指定每个图像要打印多少份。打印实用程序会按要求添加页面。

根据打印格式自动旋转

图片

指定是否希望由打印实用程序自动确定要给每个图像使用的方向。如果选择此复选框，打

印实用程序会根据打印的图像将每个页面更改到最适合的方向。

保持纵横比 指定是否希望打印实用程序保持原始图像的纵横比。选择以下选项之一来指定打印实用

程序如何处理尺寸过大的图像的纵横比。

根据打印格式裁剪图像：只打印落在打印格式之内的图像区域。

根据打印格式缩小图像：图像缩小到打印格式之内，然后打印整个图像。

设置打印机调整

您可以使用 “打印 ”对话框的“调整”选项卡上的设置来补偿特定于打印机的特性，例如打印机处理曝光的方式。

建议您仅在最初打印后，当您知道打印机可能需要哪些校正时调整这些设置。

请注意，在 “调整 ”选项卡上进行的任何调整都不会反映在 “预览 ”窗口中。

要在打印前将调整应用到图像：

1. 选择要打印的一个或多个图像。

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文件 | 打印。

在“查看”模式下，单击文件 | 打印图像或文件 | 打印所有图像。

3. 在“打印机 ”对话框中的 “调整 ”选项卡上，根据需要调整 “曝光 ”、“对比度 ”或“清晰度 ”滑块。

4. 单击打印。

将文本添加到页面

您可以将页眉与页脚添加到页面上，也可以将标题添加到图像下方。

要将标题添加到打印的图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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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打印对话框中，单击标题选项卡。

2. 选择使用标题文本。

3. 单击字体以打开“字体”对话框，并设置字体选项。

4. 在文本框中，输入要显示的标题文本。

5. 单击插入元数据，以便将文件特有的信息插入每个图像的标题。

6. 在文本对齐方式下拉列表中，选择标题位置。

7. 要设置每个标题显示的最大文本行数，选择行数复选框，然后在字段中指定一个数值。

要将页眉与页脚添加到打印的页面上：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页眉选项卡，并选择使用页眉文本。

单击页脚选项卡，并选择使用页脚文本。

2. 单击字体以打开“字体”对话框，并设置字体选项。

3. 在文本框中输入要在页眉和页脚处显示的文字。

4. 要将当前页码或总页数插入到文本中，单击插入页码，然后从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5. 在文本对齐方式下拉列表中，选择页眉与页脚的位置。

6. 要设置最大文本行数，选择行数复选框，然后在字段中指定一个数值。

设置联系表打印选项

打印实用程序的“联系表 ”格式区域中包含一些设置，通过调整这些设置可以控制外观、布局以及略图的大小。如果已将

格式选项保存为预设值，则可以选择预设值。

“联系表格式 ”选项

略图设置 大小 指定要在每个页面上创建的行数与列数。

间距 指定行或列之间的间距。在水平与垂直数字显示框中，输入数值

以指出要显示的间距。

边框选项 使用略图边框 在每个略图周围创建一个边框。

边距 指定边框的宽度。

单色 指定边框的颜色。单击颜色选取器以定义一种颜色。

平铺图像 指定要用作边框的图像。单击浏览以查找要使用的图像。

略图选项 彩色阴影 在每个略图周围创建阴影效果。单击颜色选取器以定义一种颜

色。

彩色细边 在图像周围创建淡化的边框效果。单击颜色选取器以定义一种颜

色。

彩色粗边 在每个略图周围创建粗边效果。单击颜色选取器以定义一种颜

色。

倾斜边缘 在每个略图上创建倾斜边缘效果。此效果不显示在“预览”窗口

中。

页面背景选项 单色 将单色打印为页面的背景。单击颜色选取器以定义一种颜色。

平铺图像 将平铺图像打印为页面的背景。单击浏览以查找要使用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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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量编辑

在 ACDSee 中，您可以对多个图像进行同一种编辑。例如，如果需要调整多个图像的大小，则可以使用 “批量调整大小”
工具。或者，如果需要将多个相片旋转 90 度，则可以使用“批量旋转 /翻转”工具。

通过标记文件，可以加速批量编辑工作流程。例如，您可以快速标记要更改的文件，然后在“编目”窗格中单击已标记，这

将在 “文件列表”窗格中显示所有已标记的文件。然后就可以选择这些文件并选用适当的批量工具。

将多个图像转换成另一种文件格式

您可以将多个图像转换成 ACDSee 支持的任何文件格式。您可以单独为每个格式设置选项，指定如何处理多页图像，并

自动应用默认转换操作。“转换文件格式向导 ”将引导您完成整个过程。

要将图像转换成另一种文件格式：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管理”模式下，选择一个或多个图像，然后单击工具 | 批量 | 转换文件格式。

在“查看”模式中，单击工具 | 修改 | 转换文件格式。

2. 在“选择格式”页面上，从格式选项卡上显示的列表中为您的一个或多个图像选择新格式。

3. 选择高级选项选项卡以更改此向导的设置。

4. 单击下一步以继续。

5. 在“设置输出选项 ”页面上，指出保存转换后的图像的位置；并从覆盖现有的文件下拉列表中，选择以下选项之

一指定希望向导如何处理任何文件名冲突：

询问：覆盖文件时出现提示消息。

忽略：如果存在具有相同文件名与扩展名的文件，则取消操作。

替换：覆盖文件而不提示确认。

重命名：提示您重命名文件。

6. 单击下一步以继续。

7. 在“设置多页选项 ”页面上，可以指定希望如何处理正在转换的任何多页图像。

如果没有选择要转换的多页图像，也没有指定多页图像格式作为输出文件格式，则可以跳过此页面上的这些选

项。

8. 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满意时，单击开始转换，并在向导转换图像时稍等几秒钟。

旋转或翻转多个图像

您可以按预设的角度来旋转或翻转多个图像。

要旋转或翻转一个图像：

1. 在“管理”模式下，选择一个或多个图像，然后单击工具 | 批量 | 旋转/翻转。

2. 在“批量旋转 /翻转图像 ”对话框中，选择希望应用的旋转角度。请参阅下面对每种角度的解释。

3. 如果选择了多页图像，并且希望对所有页面应用所选的旋转角度，请选择应用于当前图像的所有页面复选框。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下一个图像以移到所选的下一个图像。如果未勾选应用于所选的全部图像复选框，则下一个图像

按钮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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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了多个图像，并且希望对所有图像应用相同的旋转角度，请选择应用于所选的全部图像复选

框。

单击选项以指定希望如何保存并存储图像。

5. 准备好将旋转应用于图像时，单击开始旋转。

“旋转 /翻转 ”角度

将图像按逆时针方向旋转 90 度。

将图像旋转 180 度。

将图像按顺时针方向旋转 90 度。

根据图像包含的任何 EXIF 数据来旋转图像。(不影响没有 EXIF 信息的图像。)

沿纵轴翻转图像。

沿横轴翻转图像。

沿纵轴翻转图像，然后将它按逆时针方向旋转 90 度。

沿纵轴翻转图像，然后将它按顺时针方向旋转 90 度。

您也可以在 “编辑 ”模式中使用 “旋转 ”工具，按自定义的旋转角度来旋转图像。

设置旋转与翻转的文件选项

您可以在“批量图像旋转 /翻转选项”对话框中更改设置，来控制 ACDSee 在何处放置修改的图像、如何处理文件重复冲

突，以及指定在使用“批量旋转 /翻转图像”工具时是否希望保留文件的最新修改日期。

要设置旋转与翻转选项：

1. 在“管理”模式下，选择一个或多个图像，然后单击工具 | 批量 | 旋转/翻转。

2. 在“批量旋转 /翻转图像 ”对话框中，单击选项按钮。

3.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4.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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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与翻转选项

强制无损 JPEG 操作 旋转 JPEG 图像时不解压缩和再压缩 JPEG 信息。因此，旋转或翻转后不会损失图像质

量。

文件选项 指定在何处放置新图像。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删除/替换原始文件：使用新图像覆盖原始文件。

重命名修改后的图像并放入源文件夹：给图像名称添加识别标签，并将它们与

原始文件放入同一文件夹。

将修改后的图像放入以下文件夹：将转换后的图像放入用户指定的文件夹。单

击浏览按钮并选择文件夹。

覆盖现有的文件 询问：覆盖文件时出现提示消息。

忽略：如果存在具有相同文件名与扩展名的文件，则取消操作。

替换：覆盖文件。

重命名：提示您重命名文件。

保留上次修改日期 保留文件的日期与时间属性。

记住并应用上次执行的旋

转

下次旋转图像时自动应用相同的设置。

所有操作成功时自动关闭

进度对话框

所有的图像都已调整之后自动关闭对话框。

将当前设置保存为默认值 存储当前设置，并在下次使用“旋转 /翻转图像向导 ”时应用它们。

调整多个图像的大小

您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调整一组图像的大小，包括指定它们的像素尺寸，指定它们占原始大小的百分比，是将它们限制

为一个实际的打印尺寸。

要调整一组图像的大小：

1. 在“管理”模式下，选择一个或多个图像，然后单击工具 | 批量 | 调整大小。

2. 在“批量调整图像大小”对话框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原图的百分比：按图像原始大小的百分比调整图像大小。

以像素计的大小：将图像调整为以像素计的特定大小。

实际/打印大小：将图像大小调整为特定的打印尺寸。

3. 按下表所述为所作的选择设置选项。

4. 单击选项以指定希望如何保存并存储图像。

5. 对所作的选择感到满意时，单击开始调整大小。

您也可以在 “编辑 ”模式中调整图像大小，并使用其它的重新采样滤镜。

“调整大小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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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图的百分比 百分比 指定如何调整图像大小。输入小于 100 的百分数以缩小图像；输入

大于 100 的百分数以放大图像。

应用于 指定将调整大小应用于高度或宽度、还是二者同时应用。

以像素计的大小 宽度 指定以像素为单位的图像新宽度。

高度 指定以像素为单位的图像新高度。

调整大小 指定如何调整图像大小。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只放大：只调整那些小于指定高度与宽度的图像。

只缩小：只调整那些大于指定高度与宽度的图像。

放大或缩小：将所有图像调整为指定的高度与宽度。

保持原始的纵横比 保留原始图像的宽高比。

适合 指定是否根据指定的宽度保持纵横比。如需有关不同组合如何影响

图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像素调整大小选项及其产生的效果。

实际/打印大小 单位 指定度量单位。

宽度 为图像指定新的宽度。

高度 为图像指定新的高度。

分辨率 为图像指定打印分辨率。

保持原始的纵横比 保留原始图像的宽高比。

适合 指定是否根据指定的宽度保持纵横比。如需有关不同组合如何影响

图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像素调整大小选项及其产生的效果。

调整多个图像的曝光度

在 ACDSee 中，可以使用“批量调整曝光度向导”将一个或一组图像的颜色调亮或调暗。您可以单独调整每个图像并在应

用之前预览更改；也可以先调整图像，然后再将相同的更改自动应用于所选的全部图像。

您可以将设置保存为预设值，供日后使用。

要调整图像曝光度：

1. 在“管理”模式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图像，然后单击工具 | 批量 | 调整曝光度。

2. 在“批量调整曝光度”对话框中，执行以下一项或多项操作：

要调整图像的曝光度、对比度以及填充光线水平，选择曝光选项卡并调整选项。

要精确调整图像的对比度与亮度，选择色阶选项卡并设置选项。

要自动调整图像的曝光度，选择自动色阶选项卡并设置选项。

要精确调整图像中的 RGB 颜色通道，选择色调曲线选项卡并设置选项。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择将设置应用于所选的全部图像复选框，以便将当前设置应用于所选的全部图像。

取消选择将设置应用于所选的全部图像，然后单击下一个图像以移动到下一个图像，并针对您要调整

的每个图像重复步骤 2。

4. 单击选项以指定希望如何保存并存储图像。

5. 单击过滤所有图像。

您还可以在 “编辑 ”模式中调整图像的曝光度与色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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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批量曝光度选项

您可以使用 “批量调整曝光度”对话框中的选项校正图像的曝光。“曝光 ”部分有四个选项卡：“曝光”、“色阶 ”、“自动色阶”
与“色调曲线”。

要使用“曝光”选项：

在“批量调整曝光度”对话框中可使用以下选项。

“曝光 ”选项

曝光 指定要添加到图像所有区域的光线量。

自动 根据图像亮度自动校正曝光。

对比度 指定图像中颜色与亮度的差异量。向右移动滑块使图像中阴暗的区域更暗，向左移动滑块使

它们更亮。

填充光线 指定要添加到图像中最暗区域的光线量。

“色阶 ”选项

通道 指定要调整的亮度或颜色通道。

阴影 指定图像的黑色点。

移动滑块或在数字显示框中输入 0 到 255 之间的数值来定义图像中最黑的区域。此数值增大

时，图像中阴暗颜色区域将变得更暗。

中间调 指定图像的伽玛修正值。

移动滑块或在数字显示框中输入 0.00 到 2.00 之间的数值来设置伽玛修正值。较高的值会使

图像变亮，较低的值则使图像变暗。

高光 指定图像的白色点。

移动滑块或在数字显示框中输入 0 到 255 之间的数值来定义图像中最白的区域。此数值增大

时，图像中较亮的颜色区域将变得更亮。

调整 % 指示由于校正黑色点与白色点将丢失的图像细节量。

黑色点滴管 单击带有黑色滴管图标的按钮来调整黑色点。在“之前”的图像上选择要设置为黑色点的区域，

以供 “之后 ”的图像使用。

中间点滴管 单击带有灰色滴管图标的按钮来调整伽玛修正值。在 “之前 ”的图像上选择要设置为伽玛修正

值的区域。

白色点滴管 单击带有白色滴管图标的按钮来调整白色点。在“之前”的图像上选择要设置为白色点的区域，

以供 “之后 ”的图像使用。

“自动色阶 ”选项

强度 调整应用于图像的曝光度。

自动调整对比度与

颜色

调整色差、亮度及图像颜色通道。

自动调整对比度 仅调整色差与亮度。

自动颜色 平衡整个图像的颜色。

“色调曲线 ”选项

通道 指定要调整的颜色通道。

显示直方图 显示或隐藏直方图。

直方图 根据所选的通道用可视化图形来显示图像中的颜色等级信息。单击并拖动线条以操纵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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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命名多个文件

您可以使用 “批量重命名 ”工具来重命名多个文件。您可以使用数字或字母序列来指定模板，保存模板供日后使用，替换

特定的字符或短语，并将文件特有的信息插入每个新文件名。

要重命名一组文件：

1. 在“管理模式”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然后单击工具 | 批量 | 重命名。

2. 在“批量重命名”对话框中，执行以下一个或多个操作：

选择模板选项卡，以指定 “模板 ”选项。

选择搜索和替换选项卡，以设置 “搜索和替换 ”选项。

选择高级选项选项卡，以调整“批量重命名”工具的设置。

在“预览”区域查看对文件名所作的更改。

3. 单击开始重命名。

无法重命名只读文件系统 (如 CD-ROM)上的任何文件。

“批量重命名 ”选项

模板 选择使用模板重命名文件复选框，以创建重命名模板。您可以为新文件名指定数字或字母序列，并可

以使用原始文件名、新文件名，或基于图像元数据的名称。

模板 显示用于重命名文件的模板。

输入星号 (*) 将原始文件名插入模板。根据选择的选项，使用一个或多个数

字符号 (#) 以插入数字或字母。

单击下拉列表上的箭头选择最近使用的模板。

清除模板 从模板下拉列表中，清除最近使用过的模板。

使用数字替换 # 使用按顺序的数值字符替换模板中的任何数字符号 (#)。

使用字母替换 # 使用按顺序的字母替换模板名称中的任何数字符号 (#)。

开始于 指定序列中的第一个字母或数字。

插入元数据 在文件名模板中插入特定于文件的信息。

将光标放入模板字段，然后单击插入元数据，以打开 “选择属性”对话框。选

择要插入的元数据，然后单击确定。

文件名大小写 指定文件名与文件格式扩展名的大写或小写形式。

搜索和替换 选择使用“搜索和替换”重命名文件复选框，以替换文件名中的特定字母或单词。您可以使用下划线来

替换空格，或将大写字母更改为小写字母，也可以使用任何命名模板来合并这些更改。

搜索 指出要在文件名中替换的字符。

替换为 指出要用于替换原始文本的字符。

区分大小写 指出是否要将搜索限制成按照搜索字段中输入的字母同样的大小写形式。

高级选项 选择任何“高级选项”以调整“批量重命名”工具的行为。

完成时自动关闭向导 重命名过程完成时关闭“批量重命名”对话框。

将当前设置保存为默

认值

存储当前的设置并在下次重命名文件时加载它们。

更改扩展名时发出警

告

如果模板会对文件扩展名进行更改，将发出警告。

自动解决命名冲突问

题

通过在每个文件名后面添加下划线以及顺序数字，来自动解决任何命名冲

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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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ACDSee 数据库

浏览文件夹时，ACDSee 数据库会自动存储图像与媒体文件信息。此过程称为编目。数据库可以加快计算机浏览速度，您

可以使用数据库中存储的信息对图像与媒体文件进行排序、整理、搜索及过滤。您还可以备份、还原以及共享数据库信

息。

您可以存储缓存的略图预览，并可以为计算机上的每个图像或媒体文件添加或编辑以下信息：

类别

备注

关键词

颜色标签

作者

日期

评级

标题

您还可以选择将一些文件夹排除在数据库之外，使那些文件夹中的内容同其它的图像和媒体文件隔离开。

在 ACDSee 中将 ACDSee 元数据添加到文件中时，该文件便会链接到数据库。如果随后使用 ACDSee 之外的程

序 (如“Windows 资源管理器 ”)复制、移动或重命名文件，则指向数据库的链接会断开，并且这会导致 ACDSee
元数据丢失。

将 ACDSee元数据嵌入到文件中

如果编辑 ACDSee 元数据或将这些元数据添加到文件，则 ACDSee 会自动将新数据添加到其数据库。如果在“选项”对话

框中选择了显示嵌入 ACDSee 元数据提醒复选框 (单击工具 | 选项 | 数据库 )，则在下次关闭 ACDSee 时，“将 ACDSee
元数据嵌入到文件中”对话框会打开，供您选择将新数据嵌入到已更改的文件本身。在文件中嵌入 ACDSee 元数据是一

种备份此类数据的安全方法，并会使检索更加容易 (如果需要检索 )。

例如，将 ACDSee 元数据指定给文件之后，该文件便会链接到数据库。如果使用“Windows 资源管理器 ”或任何其它

ACDSee 之外的应用程序移动文件，则该链接将会断开。但是如果您已在文件中嵌入了此数据并且链接已断开，则仍可

以使用文件中嵌入的数据检索 ACDSee 元数据。

可以使用 ACDSee 重命名、移动或复制文件 (甚至是以另一台计算机为目标 )，嵌入的 ACDSee 元数据会随文件一起转

移。

要在出现提示时将 ACDSee 元数据嵌入到文件：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要将数据嵌入到网络上的文件，请选择包含网络驱动器复选框。

要在文件格式不支持文件内嵌入时，将信息写入 sidecar 文件，请选择对于不支持嵌入式 XMP 的格

式，写入 sidecar 文件。

要接受对话框中的当前选项，并将这些选项设为将来自动执行，请选择不要再次询问。

2. 要将数据嵌入到文件，请单击是。此时出现一个进度条，然后显示 “嵌入摘要报告”对话框，其中列有以下内容：

选择的项目：表示所选文件的数量。

处理的项目：表示实际已处理的文件的数量。(如果您选择了无需嵌入日期的文件，此数量将与“选择的

项目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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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表示已经嵌入数据的文件的数量。

失败：表示由于各种原因而不能嵌入数据的文档的数量。(要查看 “错误日志”，请单击查看错误。)

3. 单击关闭。

要随时嵌入 ACDSee 元数据：

您可以随时在文件中嵌入数据。

单击工具 | 元数据 | 嵌入 ACDSee 元数据，然后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嵌入所有文件中：为所有文件嵌入数据。

嵌入所选文件中：为选择的所有文件嵌入数据。

ACDSee 使用 XMP 在每个文件中嵌入 ACDSee 元数据。只有一些文件格式与文件扩展名支持 XMP。它们包括

GIF、JPEG、DNG、PNG、PSD 以及 TIF。ACDSee 元数据将嵌入到这些格式的文件中，因此重命名这些文件或将

其移到 ACDSee 之外后，您将仍然可以检索 ACDSee 元数据。对于当前不支持 XMP 的格式 (包括 RAW 和

ABR)，ACDSee 元数据将写入存储在同一个文件夹中的 sidecar 文件。由于 sidecar 文件独立于文件自身，您

需要一起重命名或移动它们，否则可能永久丢失 ACDSee 元数据。

嵌入挂起标记

在“管理”模式下的“文件列表 ”窗格中，如果文件包含存储在 ACDSee 数据库中但尚未写入文件的 ACDSee 元数据，则该

文件顶部会显示以下重叠图标：

鼠标右键单击并选择两个选项之一：

嵌入 ACDSee 元数据：将元数据写入文件。

清除嵌入挂起标记：清除此重叠图标，但不将元数据写入文件。

查看拥有待嵌入数据的文件

如果要查看拥有待嵌入数据的文件，使用“嵌入挂起 ”选项可以快速地将它们列出。

要查看拥有待嵌入数据的文件：

在“编目”窗格中的“特殊项目 ”下，单击嵌入挂起。

拥有待嵌入数据的所有文件都将显示在 “文件列表”中。

检索嵌入在文件中的 ACDSee元数据

只要浏览到文件所在的文件夹，部分 ACDSee 元数据便会被检索出来并写入到数据库。但类别和关键词不会。

检索所有 ACDSee 元数据 (包括类别和关键词 )最安全的方式是单击工具 | 数据库 | 文件编目。此后适用以下内容：

如果文件是 GIF、JPEG、DNG、PNG 以及 TIF 格式，则所有数据都将被检索出来并写入到数据库。

如果文件在文件夹中仍然具有自己的 sidecar 文件，并且文件名仍然没变，则数据库信息将被检索出来并写入

到数据库。

如果文件已经与它们的 sidecar 文件分开，或是已经重命名，则它们的 ACDSee 元数据就无法被检索出来并且

将会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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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件夹排除在数据库之外

您可以选择将一些文件夹排除在数据库之外，从而将其内容同其它的图像或媒体文件隔离开来。默认状态下，硬盘上

Program Files 与 Windows 文件夹自动排除在数据库之外。

要管理排除的文件夹设置：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工具 | 数据库 | 排除的文件夹设置。

2. 在“排除的文件夹 ”对话框中，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要从数据库中排除一个文件夹，请单击添加。浏览到硬盘上的一个文件夹，然后单击确定。

要从排除的文件夹列表中删除一个文件夹，请在列表中选择一个文件夹，然后单击删除。

要将排除的文件夹列表重设成默认设置，单击重设为默认值。

3. 对所作的选择感到满意时，单击关闭以返回到 ACDSee。

在数据库中编制文件目录

浏览文件时，ACDSee 会自动将文件信息与略图添加到数据库。您可以使用“编目”对话框将成组的文件添加到数据库，

而不必事先浏览文件夹。第一次使用 ACDSee 时，或者需要浏览或管理大量的图像时，此功能特别有用，它可以减少加

载这些文件夹所需的时间。

首次运行 ACDSee 时将提示您编制文件目录。

要给文件编制目录：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工具 | 数据库 | 文件编目。

2. 在要编制目录的文件夹部分，选择您想编制目录的文件夹旁的复选框。

如果想添加不在列表中的文件夹，请单击添加文件夹，选择希望包括的文件夹，然后单击确定。

3. 在选择选项部分，选择要添加到数据库的信息。

4. 单击开始。

编制目录时，进度条会显示所编目的文件。

5. 单击完成。

如果要给大量的文件编制目录，请不要中断编制过程，也不要在它运行时使用其它软件。对于大量的文件集

合，最好是隔夜运行编目功能。

关于 ACDSee Indexer
浏览文件夹时，ACDSee 数据库会自动存储图像及媒体文件信息。此过程称为编目。数据库可以加快在 ACDSee 中浏览

文件的速度，您可以使用数据库中存储的信息对图像及媒体文件进行排序、整理、搜索及过滤。您还可以使用“编目”对
话框将成组的文件添加到数据库，而不必事先浏览文件夹，不过，在此期间您将不能使用 ACDSee。

但是，ACDSee Indexer 允许在计算机空闲及 ACDSee 未运行时执行编目过程。这使您可以避免浏览所有文件夹，或妨

碍计算机的速度和可用性，或打断您使用 ACDSee。如果任何选定文件夹中的文件发生修改，ACDSee Indexer 将自动对

它们进行重新编目以使 ACDSee 数据库保持最新。

您可以设置要编目的文件夹以及 ACDSee Indexer 开始对文件进行编目之前计算机的空闲时长。要配置这些选项，请参

见设置 ACDSee Indexer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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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并切换多个数据库

ACDSee 允许您创建多个数据库并随时在它们之间切换，为您提供对文件集的完全组织控制。

当您首次打开 ACDSee 时 (直到您创建其他数据库之前 )，您将使用名为 Default.dbin 的原始数据库。它存储

在：C:\Users\<用户名>\AppData\Local\ACD Systems\Catalogs\<版本号>。除非另行指定，否则您创建的所有其他数

据库都将存储在同一位置。

您可以配置 ACDSee 以显示当前正在应用程序标题栏中运行的数据库。

要创建新数据库：

1. 在“管理”模式下，打开文件 | 数据库 | 新建 ...。

2. 在“新建数据库”对话框中，输入新数据库的名称。

3. 浏览以选择存储数据库的位置，或将其设置为使用存储现有数据库 Default.dbin 的现有位置存储新数据库。

数据库文件将采用同名文件夹存储。数据库文件和文件夹必须始终共享完全相同的名称，否则 ACDSee
将无法连接至该数据库。

4. 如果要在应用程序的标题栏中显示数据库的名称，请选中在标题栏中显示数据库文件名复选框。

5. 单击确定。

6. 此时将打开一个对话框，询问您是否要切换到新建的数据库。选择是或否。如果选择是，ACDSee 将重启并以新

数据库运行。

从一个数据库切换到另一个数据库：

在“管理”模式下，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打开文件 | 数据库 | 打开 ...。 在 “打开数据库 ”对话框中，浏览至要使用的数据库文件 (*.dbin) 并单击打开。

打开文件 | 数据库 | 最近。 选择其中一个最近使用的数据库。

要使用命令行开关在特定数据库中快速启动 ACDSee ：

1. 创建 ACDSee 的快捷方式。建议您将此快捷方式命名为与要打开的数据库名称对应的名称。

2. 在快捷方式属性中，将目标设置为 C:\Program Files\ACD Systems\ACDSee\<版本号>\ACDSee<版本

号>.exe" /db "C:\Users\<用户名>\AppData\Local\ACD Systems\Catalogs\<版本号>\<您的数据

库名称>.dbin".

转换旧的数据库

您可以使用 “ACD 数据库转换向导 ”从旧版本的 ACDSee 提取数据库信息，并将其添加到当前的数据库。这可以确保与旧

版本的 ACDSee 关联的任何文件信息都可以在当前的数据库正确地引用。

如果已经将信息添加到当前的 ACDSee 数据库，建议在转换旧的 ACDSee 数据库之前，先创建数据库的备份。

要转换旧的数据库：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工具 | 数据库 | 转换数据库。

2. 在“欢迎”页面上，单击下一步以选择转换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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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数据库转换选项”页面上，指定要转换的数据库文件的版本，以及数据库文件在硬盘上所处的文件夹。单击

下一步。

4. 要在转换过程完成之后自动重建图像略图、IPTC 与 EXIF 信息，请选择为本地图像重建略图、EXIF 以及 IPTC
数据复选框。

5. 要在转换之后自动更新数据库，选择转换之后优化数据库文件复选框。

6. 单击下一步。

7. 在“摘要”页面上，检查所作的选择，然后单击下一步以开始转换数据库。

导入数据库信息

您可以使用 “ACD 数据库导入向导 ”导入存档的数据库信息，或导入其他 ACDSee 用户发送给您的图像附带的数据库信

息。导入数据库信息之后，ACDSee 将它与相应的图像关联起来。

如果已经将信息添加到当前的 ACDSee 数据库，建议在转换旧的 ACDSee 数据库之前，先创建数据库的备份。

要使用“ACD 数据库导入向导”：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工具 | 数据库 | 导入，然后选择数据库。

2. 单击下一步以启动向导。

3. 在“导入选项”页面上，选择导出的数据库信息类型用于进行导入。

您可以从压缩的数据库版本中导入图像信息，或从基于 XML 的文本文件导入信息。

4. 单击浏览按钮以查找要导入的数据库，然后单击确定。

5. 选择导入之后优化数据库文件复选框以便在退出向导之后优化数据库，然后单击下一步。

6. 在“摘要”页面上，检查所作的选择。单击上一步以进行更改，或单击下一步开始导入数据库信息。

7. 单击完成以关闭“ACD 数据库导入向导”。

如果要导入另一个 ACDSee 用户发送给您的数据库信息，确保要应用信息的图像位于您硬盘上完全相同的位

置与文件夹结构中。

从其它来源导入文件信息

您可以将文件信息从其它来源导入到数据库中，这些来源包括 ACDSee 相片光盘 以及以前版本的 ACDSee 中的文件。

导入相片光盘

以前版本的 ACDSee(4.0 版 与 5.0 版 )为“相片光盘”创建带 .ddf 文件扩展名的单独数据库文件。您可以将“相片光盘”
数据库文件导入到 ACDSee 数据库。

要导入“相片光盘”：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工具 | 数据库 | 导入，然后选择相片光盘。

2. 在“打开”对话框中，查找并选择希望导入的相片光盘文件。

3. 单击打开。

要从使用 ACDSee 6.0 或更高版本创建的“相片光盘 ”中导入信息，必须转换并导入整个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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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相册

在以前版本的 ACDSee 中，您可以使用 .ais 文件格式来创建相册，它由按一定结构组织的图像快捷方式组成。现在您可

以使用类别来创建图像的相册，而不需要单独的文件扩展名。不过，您可以从以前版本的 ACDSee 导入相册，然后将信

息从相册添加到数据库中。ACDSee 为导入的每个相册创建一个新的类别。

要将相册信息导入数据库：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工具 | 数据库 | 导入，然后选择相册。

2. 在“打开”对话框中，查找并选择要导入的 .ais 文件。

3. 单击打开。

使用 Descript.ion 文件

在以前版本的 ACDSee 中，文件描述以单独的 descript.ion 文件的形式存储在包含图像的每个文件夹中。ACDSee 现在

将文件描述存储为数据库中的标题，以及其他文件信息，如注释和关键词。

您可以使用 Descript.ion 工具导入旧的 descript.ion 文件，并将信息添加到数据库中；或将现有的文件标题导出到

descript.ion 文件。

要导入 Descript.ion 文件：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工具 | 数据库 | 导入，然后选择 Descript.ion 文件。

2. 在“打开”对话框中，查找并选择希望导入的 descript.ion 文件。

3. 单击打开。

要将标题导出到 Descript.ion 文件：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工具 | 数据库 | 导出，然后选择 Descript.ion 文件。

2. 在“另存为 ”对话框的“文件名 ”字段中，为 descript.ion 文件输入名称。

3. 单击保存。

导出数据库信息

您可以使用 “ACD 数据库导出向导 ”将所选的数据库信息保存为压缩格式，然后将它存储为备份文件，或者同其他

ACDSee 用户共享。您也可以选择将类别与关键词定义导出到文本文件。

导出数据库信息不同于创建备份，原因在于，您可以选择仅导出数据库中要共享的部分，或者要同特定文件一起保存的

部分，例如光盘上的那些。其他 ACDSee 用户可以导入您的信息而不影响他们现有的数据库。

要创建整个数据库 (包括图像或媒体文件 )的备份文件，请使用 ACD 数据库备份向导。

要将本地文件夹的内容备份到某个远程位置，例如网络驱动器，请使用 ACD 同步向导。

要使用 ACD 数据库导出向导：

1. 如果要导出一组特定图像或媒体文件的数据库信息，请在“管理”模式下的文件列表窗格中选择文件。

2. 单击工具 | 数据库 | 导出 | 数据库。

3. 单击下一步以开始使用向导。

4. 在“内容与格式选项”页面上，通过选择以下选项之一来指定希望如何导出数据库信息，然后单击下一步：

将整个 ACDSee 数据库导出为只读的压缩版：将整个 ACDSee 数据库的内容导出为可以同其他

ACDSee 用户共享的压缩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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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选项目的数据库信息导出为只读的压缩版：导出 “文件列表”窗格中所选图像的全部数据库信息。

将数据库信息导出到文本文件：将所选的信息导出到基于 XML 的文本文件。选择要包含的信息旁边的

复选框。

5. 在“位置选项”页面上，指定所导出信息的位置，根据需要指定文本文件的名称，然后单击下一步。

6. 在“摘要”页面上，检查所作的选择。您可以单击上一步以进行更改，或单击下一步以开始导出数据库信息。

7. 单击完成以关闭此向导并返回到 ACDSee 中。

生成文件列表

您可以生成一个文本文件，列出 “文件列表”窗格中当前显示的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文本文件在表格中列出文件夹中所

有文件的文件名、大小、图像文件格式、修改日期、图像属性、标题以及评级，并创建一个单独的文本文件。

要生成文件列表：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工具 | 数据库 | 导出，然后选择生成文件列表。

ACDSee 自动生成文件列表并在默认的文本编辑器中将其作为文本文件打开。您可以编辑或保存该文本文件。

备份数据库

您可以使用 “ACDSee 备份向导 ”来备份所有的数据库信息，以备系统崩溃或其它事件发生后可以还原。您也可以选择将

图像、媒体或存档文件及其相关的数据库信息一起备份。

“ACDSee 备份向导”在指定的位置创建包含整个数据库的一系列文件。备份使用文件夹结构生成，对于您的计算机而言

是唯一的。要备份数据库中的部分信息，或者与其他 ACDSee 用户共享数据库信息，请使用 “ACD 数据库导出向导 ”。

如需有关管理数据库备份的一些建议，请参阅数据库备份提示与策略。

要备份数据库信息：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工具 | 数据库 | 备份数据库。

2. 在“欢迎”页面上，选择要创建新备份，还是更新现有的备份。单击下一步。

如果选择更新现有的备份，请转到步骤 5。

3. 在“新建备份”页面上，选择要备份的信息。单击下一步。

4. 在“备份位置”页面上，单击浏览，为备份指定位置，然后输入备份文件的名称。单击下一步。

5. 在“备份摘要”页面上，检查设置。如果选择更新现有的备份，单击要更新的备份下拉列表，然后选择现有的备

份。单击下一步。

“备份信息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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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略图 将略图排除在备份之外，这样可以在硬盘上节省大量的存储空间。

包括离线文件的略图 仅包括不在硬盘上的那些文件的略图，如相片光盘中的那些。

包括略图 在数据库中包括所有的略图。这将需要硬盘上的更多空间来存储备份。

备份的文件类型 备份指定类型的文件及其数据库信息。从以下文件类型中选择：

图像：将图像文件包含在备份中。

媒体：将音频与视频文件包含在备份中。

存档文件：将存档文件包含在备份中。

本地硬盘驱动器上指定类

型的所有文件

备份硬盘上指定的所有文件。

本地与网络硬盘驱动器上

指定类型的所有文件

备份本地硬盘及网络驱动器上指定的所有文件。

文件夹(包括子文件夹)中
指定类型的所有文件

备份指定的文件夹中指定的所有文件。单击浏览按钮并选择要备份的文件夹。

数据库备份提示与策略

ACDSee 数据库存储关于文件的信息，包括 EXIF 信息、文件名、文件夹位置、略图、类别、评级，以及您使用“属性”窗格

添加的任何其它信息。您在数据库中存储信息的量和花费在输入这些信息上的时间越多，备份数据库也就越显得重要，

好的备份管理策略也就更加重要。因系统崩溃或其它不可控制的事件造成许多小时的工作损失应该避免，也可以避免。

备份计划

需要备份的频繁程度取决于在数据库中添加或更改信息的频繁程度。一个良好的原则是：为避免重新输入，应尽可能频

繁地去备份数据。您可以使用“选项”对话框 “数据库”页面上的备份提醒设置来定期提醒自己备份数据，频繁程度根据自

己的需要来定。公司环境与专业用户每天都应该备份。

在执行任何重大调整之前，例如从其他 ACDSee 用户处导入数据库信息，或从早期版本的 ACDSee

备份位置

除了考虑备份频繁程度，考虑在何处备份数据也是个不错的主意。如果备份到硬盘，ACDSee 会每天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夹。这可以帮助避免覆盖以前的备份，并提供多个可从中还原数据库的增量备份。每月将数据库备份存储到自己计算机

之外的其它物理位置 (如网络驱动器 )也非常有裨益。

备份大小

要保持备份文件较小，可选择仅备份数据库信息，然后再单独备份图像，二者都定期进行。

从备份中还原数据库信息

您可以使用 ACD 数据库还原向导来恢复以前备份过的数据库信息。

要还原数据库信息：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工具 | 数据库 | 还原数据库。

2. 在“欢迎”页面上，单击下一步以选择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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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还原选项”页面上，选择要从中还原的备份与日期；或浏览到备份位置，然后选择 .bkup 文件。

4. 准备好还原数据库时，单击下一步。

从一系列备份文件还原一个备份时，ACDSee 仅还原所选备份文件及其之前文件中的信息。因此除非必要，建

议选择备份序列中的最后一个文件。

维护数据库

建议定期执行数据库维护与优化，以节省硬盘空间、删除冗余或多余信息、提高 ACDSee 总体性能。

您可以使用 “数据库维护 ”对话框中的工具更新文件夹，或标识要删除其略图和数据库信息的文件夹。您可以使用 “数据

库维护”对话框中的工具来更新文件夹，或确定要删除略图与数据库信息的文件夹。“数据库维护”对话框显示系统上的

文件夹列表，使用图标来表示特定文件夹中数据库信息的状态。

“数据库内容 ”图标

文件夹包含在数据库中有缓存略图的文件。

文件夹包含已经更改但是数据库未更新的文件。例如，文件夹或文件在 ACDSee 之外重命名或移动过。

要执行数据库维护：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工具 | 数据库 | 数据库维护。

2. 在“数据库维护”对话框中，浏览到标有数据库内容图标的文件夹。如果没有标记的文件夹，则不必执行数据库

维护，并且可以退出“数据库维护”对话框。

3. 选择文件夹，然后单击以下按钮之一以指出要在该文件夹上执行的维护：

删除略图：删除所选文件夹的全部略图信息。

删除所有数据库信息：删除所选文件夹的全部数据库与略图信息。

删除孤立的文件夹：删除所选文件夹中对遗失文件或信息的任何过时或断开的引用。只可能检查计算

机上文件夹中孤立的文件。如果文件夹在网络上，则此选项不可见。

更改绑定：将所选孤立文件夹的全部位置引用更改到另一个文件夹，同时保留所有数据库信息。默认的

绑定文件夹是“图片收藏 ”。

4. “数据库维护”工具将删除记录，在数据库中形成未使用的空间。要回收未使用的空间，请单击优化数据库，然后

按照向导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5. 单击关闭。

优化数据库

您可以使用 “优化数据库向导”快速删除冗余或过时的数据库记录。通过优化数据库以及定期执行数据库维护，可以帮助

回收硬盘空间并提升 ACDSee 的总体性能。

如果要定期给大量的文件编制目录，则每周进行优化，或是在较长的编目会话之后进行优化，都非常有帮助作

用。这也是备份数据库的良好时机。

要优化数据库：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工具 | 数据库 | 优化数据库。

2. 在“数据库优化向导”中，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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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以下一个选项，或同时选择这两个选项：

优化数据库表与字段：从数据库中删除过时的信息，减少数据库字段占用的空间，重新建立表格索引。

从数据库删除孤立项：删除由其它程序删除文件或文件夹而导致的所有孤立的数据库项。

4. 单击下一步。

5. 向导完成时，单击完成以返回到 ACDSee。

为外来数据库映射驱动器

如果您要升级到 ACDSee 或是要导入或还原 ACDSee 数据库，则会显示“数据库驱动器映射”对话框，显示将如何在

ACDSee 数据库中重新建立驱动器映射 (位于外来数据库中 )。您可以使用此对话框来更改在数据库中映射每个驱动器的

方式。

要选择新的驱动器映射：

1. 在“数据库驱动器映射”对话框中，选择驱动器并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要创建新的驱动器映射，请选择创建新数据库项。

要将驱动器映射到本地驱动器，请从本地驱动器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驱动器。

2. 单击完成。

重建略图与元数据

您的图像可能会与 “文件列表”窗格中显示的略图图像以及嵌入的元数据不同步。您可以使用 “重建略图与元数据 ”工具立

即为所选的图像重新生成略图并重建元数据。

要重建略图：

1. 在“管理”模式下，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文件列表窗格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略图。

在文件夹窗格中，选择一个文件夹。

2. 单击工具 | 元数据 | 重建略图与元数据。

隔离文件

如果 ACDSee 遇到已损坏或不完整的图像或媒体文件而无法读取，或者文件导致插件错误，则 ACDSee 将隔离该文件。

您可以查看隔离文件的列表，还可以从列表中删除文件。

要查看隔离的文件：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工具 | 数据库 | 隔离文件。

2. 要删除某个文件，请在列表中选择它，然后单击删除。

3. 要禁用“隔离”功能，请清除启用隔离功能复选框。

4. 单击确定以关闭“隔离的文件”对话框并返回到 ACDSee。

使用插件

插件是一种软件模块，用于扩充主程序的功能。ACDSee 附带许多不同的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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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件的类型

图像解码：将文件从二进制格式转换为可以在 ACDSee 中显示的图像。解码插件可以让 ACDSee 显示多种不同

格式的图像。ACDSee 可以查看的文件取决于计算机上安装的解码插件。

图像编码：将 ACDSee 中显示的图像转换为二进制文件格式。编码插件可以让 ACDSee 将图像保存 (或转换 )为
多种不同的文件格式。ACDSee 可以编辑与保存的文件取决于计算机上安装的编码插件。

存档文件：可以让 ACDSee 显示与保存许多不同格式的存档文件。ACDSee 可以查看与创建的存档文件取决于

计算机上安装的存档插件。

相机：可以让 ACDSee 浏览数码相机上的图像并将它们移动到硬盘上的文件夹中。

命令扩展：用于扩充 ACDSee 的功能。例如，ACDSee 有一种插件可用于在 Internet 上共享图像。

窗格扩展：将窗格添加到 ACDSee 中，这样就可以执行订购数码图像冲印之类的任务。

对于未经 ACD Systems 认证的插件，本公司无法确保其质量。如同对待其它任何软件，您需要确信该插件不

带病毒并且制作该插件的公司值得信赖。

管理插件

“插件设置 ”对话框显示计算机上安装的所有 ACDSee 插件的列表。您也可以使用“插件设置”对话框来控制让 ACDSee 使

用哪些插件。

要访问“插件设置”对话框：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工具 | 插件设置。

禁用插件

您可以在“插件设置”对话框中禁用某个插件，这样 ACDSee 就不会再使用它。

要禁用插件：

1. 在“插件设置”对话框中，选择 “插件 ”选项卡之一。

2. 清除不希望 ACDSee 使用的插件名称旁边的复选框。

3. 单击确定。

更改插件顺序

有些文件格式可以同时有多个插件支持。不过，遇到这种情况时，您可以控制使用哪个插件来读、写某个文件格式。插件

出现在“插件设置 ”对话框中的顺序就是 ACDSee 使用插件来读、写文件时所使用的顺序。

要更改插件顺序：

1. 在“插件设置”对话框中，选择 “插件 ”选项卡之一。

2. 在插件列表中选择一个插件。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上移按钮，以便在列表中向上移动插件。

单击下移按钮，以便在列表中向下移动插件。

4.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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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插件属性与获取帮助

您可以查看并设置特定插件的属性。

要查看插件属性：

1. 在“插件设置”对话框中，选择 “插件 ”选项卡之一。

2. 在插件列表中选择一个插件。

3. 单击属性按钮。

要查看插件的“帮助”文件：

1. 在插件设置 ”对话框中，选择“插件”选项卡之一。

2. 在插件列表中选择一个插件。

3. 单击插件帮助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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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相片”模式

使用“相片”模式

“相片”模式是一种可按日期查看整个图像集的快捷方式。“相片 ”模式显示已编目的图像。“相片 ”模式下的相片按拍摄日

期显示，拍摄日期由图像的 EXIF 数据指示。如果 EXIF 数据不包含拍摄日期，“相片 ”模式将基于修改日期显示图像。

您可以使用批量调整时间标签修改拍摄日期。

“相片”模式包含两个区域：

“日期”窗格：此窗格按日期显示所有已编目的相片集。

“时间线”窗格：此窗格显示相片的拍摄年份和月份，以及每个年份或月份的相片数量。

查看图像

图像在“相片”模式下按日期显示。要切换按年、月或日查看图像和文档，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 “日期 ”窗格右下方的年、月或日按钮。

使用左上方的向前或向后箭头可从“年 ”视图移动到 “月”和“日 ”视图。

选择查看 | 年 /月 /日。

单击图像可从“年 ”视图移动到 “月”和“日 ”视图。

单击 “时间线”窗格中的年 /月条目可导航至自那时起的图像。

要仅查看 Microsoft OneDrive® 相片集：

单击 “过滤 ”下拉菜单，然后选择 OneDrive。

要查看所有相片集(包括 OneDrive)：

单击 “过滤 ”下拉菜单，然后选择全部。

要仅查看图片文件夹中的相片：

单击 “过滤 ”下拉菜单，然后选择图片。

要仅查看桌面上的相片：

单击 “过滤 ”下拉菜单，然后选择桌面。

要使用您的相片集查看孤立文件：

单击 “日期 ”窗格顶部的显示孤立文件按钮。孤立文件将以棕褐色显示。

要查看较大版本的图像：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双击图像以在“查看”模式下将其打开。

选择一个图像并按 Enter在“查看”模式和 “相片 ”模式之间切换。

要在另一个模式下打开图像：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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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右键单击“日 ”视图中的图像，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Ctrl + 鼠标右键单击“年”或 “月”视图中的图像，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要在 Windows 文件资源管理器® 中查找图像：

鼠标右键单击“日 ”视图中的图像，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在文件资源管理器中显示。

Ctrl + 鼠标右键单击“年”或 “月”视图中的图像，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在文件资源管理器中显示。

编目

“相片”模式将仅显示已编目的图像。要给图像编制目录：

在“管理”模式下浏览文件夹。

使用 “相片 ”模式顶部的编目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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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查看”模式

“查看”模式是用户界面中的主要查看组件。

在“查看”模式下，您可以：

通过单击并按住鼠标按钮，然后拖动鼠标来平移大图像。

按键盘快捷方式 F 以切换是否使用全屏视图。

放大或缩小图像。

在幻灯放映中查看图像。

播放视频与音频文件，以及添加音频到图像文件。

添加标题到图像。

通过对文件进行标记，添加类别、关键词或其它元数据来编制文件目录。

当您应用元数据时自动前进到胶片中的下一个图像。

使用自动镜头预览图像

您可以使用自动镜头视图预览图像，视图中包含了几个滤镜，但不会真正应用于文件。

要使用自动镜头预览图像：

1. 在“查看”模式下打开一个图像。

2. 在工具栏上按自动镜头按钮。

3. 选择用于图像预览的滤镜。

4. 使用胶片或 “上一个 /下一个”按钮使用所选的滤镜预览多个图像。

“镜头”在 “查看 ”模式下将保持打开状态，直到您将其关闭。

要关闭您选择的自动镜头：

1. 在工具栏上按自动镜头按钮。

2. 选择无。

光线均衡 (Light EQ™)

您可在“查看”模式下使用光线均衡 (Light EQ™)查看图像，并可即时调整曝光度。您将需要为查看的每个图像选择光线

均衡 (Light 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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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光线均衡 (Light EQ™)查看您的图像：

1. 在“查看”模式下打开一个图像。

2. 在工具栏上按 光线均衡 (Light EQ™)按钮。

开

旋转图像

您可以在“管理”与“查看”模式下，使用底部工具栏中的 “旋转 ”图标旋转图像。

当旋转未编辑的 JPEG 图像时，ACDSee 将执行无损旋转。

要旋转图像：

1. 在“管理”模式或 “查看 ”模式下，选择一个或多个图像。

2. 单击底部工具栏中的向左旋转或向右旋转图标。

“旋转 ”图标

向左旋转 将图像向左旋转 90°。

向右旋转 将图像向右旋转 90°。

使用“直方图”
“直方图”显示图像中每个颜色通道像素浓度分布的图形化表示。

要显示并使用“直方图”：

1. 在“查看”模式中，单击窗格 | 直方图，或在“编辑”模式中，单击查看 | 直方图。

2. 在“直方图 ”上，选择或清除以下复选框：

R：显示或隐藏红色通道。

G：显示或隐藏绿色通道。

B：显示或隐藏蓝色通道。

L：显示或隐藏图像的亮度。

使用“图像播放”查看图像

您可以使用 “图像播放”功能来创建一组图像或是文件夹中所有图像的快速幻灯放映预览。

要开始图像播放：

1. 在“查看”模式中打开一组图像。

2. 单击查看 | 图像播放 | 选项。

3. 在“图像播放”对话框中，如下所述来设置选项。

4. 单击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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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前进到下一个图像，按空格键。

6. 要返回到上一个图像，请按退格键。

7. 要停止或重新开始图像播放，按 Pause键。

“图像播放 ”选项

顺序 确定要显示图像的顺序。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前进

反向

随机

重复 显示完最后一个图像后，自动重新开始幻灯放映。

延迟 指定显示每个图像的时间。拖动滑块或输入 0 到 864000000 之间的数值来设置时间 (以毫秒

为单位 )。

声音 选择播放音频剪辑复选框以播放所选图像中内嵌的任何音频。

在“查看”模式下的图像上显示文本

您可以使用 “页眉 /页脚 ”工具在“查看”模式中连同图像一起显示文本。文本在查看图像时显示，但并不修改原始图像。您

也可以隐藏页眉与页脚，而不必更改设置。

要将文本直接添加到相片中，并将它保存为图像的一部分，请参阅将文本添加到图像。

要编辑图像页眉与页脚：

1. 在“查看”模式下，单击视图 | 编辑页眉/页脚。

2. 执行以下一项或两项操作：

选择页眉复选框，以便将文本添加到图像顶部。

选择页脚复选框，以便将文本添加到图像底部。

3. 选择或更改下述文本选项。

4. 单击确定。

文本选项

对齐 指定标题的对齐方式。

背景 给文本添加背景颜色。单击颜色以指定一种颜色。

描述 显示希望在图像上看见的文本。输入希望出现的文本，或单击字段内部以设置插入点来插

入元数据。

插入元数据 将文件特有的信息插入每个图像的文本中。

字体 设置标题文本的字体、大小以及颜色。

要在图像文本中插入元数据：

1. 在描述文本框中将光标置于要显示文件信息的位置，并单击插入元数据。

2. 在“选择属性”对话框中，选择希望包含的文件信息。

3. 单击确定。

添加的信息作为占位符插入，随后会由每个图像特有的文本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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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图像文本

您可以隐藏页眉或页脚，也可以同时禁用它们，而不必更改或删除页眉与页脚字段中的信息。

要隐藏图像文本：

1. 在“查看”模式下，单击视图 | 编辑页眉/页脚。

2. 执行以下一项或两项操作：

清除页眉复选框，以便从图像顶部删除文本。

清除页脚复选框，以便从图像底部删除文本。

3. 单击确定。

要同时显示或隐藏页眉与页脚，请单击视图 | 显示页眉/页脚。

选择图像的一部分

在“查看”模式下，可以使用“选择工具”来选择图像中的矩形区域。然后可以放大、复制所选区域，也可以将它另存为新图

像或打印所选区域，还可以将所选区域用作墙纸。

要选择图像的一部分：

1. 单击选择工具图标。

2. 在图像上拖动鼠标光标以创建一个选取框。

3.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选取框内部，然后选择下述选项之一。

4. 要取消选择，请单击选取框之外的区域。

“选择 ”选项

缩放到 在所选的区域上放大。

复制 将所选的区域复制到“剪贴板”。

裁剪区另存为 将所选的区域保存为新图像。

打印 打印所选区域。

墙纸居中 使用所选区域创建桌面墙纸并让它在桌面上居中，根据需要缩小图像使之适合桌面大小。

墙纸平铺 使用所选区域创建平铺的桌面墙纸。

在“查看”模式下查看文件属性

您可以在“查看”模式下查看图像的属性，也可以在 “属性 ”窗格中编辑图像信息。

要查看图像的属性：

在“查看”模式下，单击窗格 | 属性。

如需有关“属性”窗格以及添加或编辑 ACDSee 元数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属性”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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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与使用画笔文件

您可以在“管理”模式下查看画笔文件，就像查看字体或其它文件一样。这意味着您可以在 ACDSee 中给画笔文件指定评

级或进行整理，就像处理任何其它文件一样。由于很多 .abr 文件实际上是保存在一个文件中的多组图像，因此需要在

“查看”模式下打开它们以查看各个图像。

此图标在 ACDSee 中表示 .abr 画笔文件。

要查看画笔文件：

在“管理”模式下，浏览到包含画笔文件的文件夹。

要只查看任何 .abr 文件中的顶层图像，请将光标悬停在略图上以激活弹出窗口，或单击略图以便在 “预览 ”窗格

中查看它。

要查看 .abr 文件中的其它图像，请双击图像以便在 “查看 ”模式下打开它。此时会在 “查看 ”模式下打开文件，并

在左侧的窗格中显示各个图像。

要查看图像的编号，并按编号选择图像，请单击边栏顶部的向下箭头，然后选择图像的编号。

要滚动浏览图像，请单击边栏顶部的左右箭头，或是单击每个图像。

要在 Adobe Photoshop® 中使用画笔文件：

在 Adobe Photoshop® 与 ACDSee 都打开的情况下，将文件从“文件列表”(在“管理”模式下 )拖到 Photoshop® 窗口上。

虽然看起来什么也没有发生，但画笔已经加载到 Photoshop® 画笔库中。要查看这些新画笔，请打开画笔库并滚动到窗

格底部。

为了能更方便地在 PhotoShop® 中使用画笔，您可以将它配置为默认编辑器。然后便可以使用 CTRL + ALT
+ X来打开 Photoshop®，并立即使用画笔。

播放音频与视频文件

您可以在 ACDSee 中播放许多格式的音频与视频文件。您可以控制播放音量，以及从视频帧创建图像。

要播放视频或音频文件：

在“管理”模式下，从“文件列表”窗格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双击视频或音频文件。

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然后按 Enter键。

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所选的文件，然后选择查看。

使用 “媒体 ”工具栏可调整音量、暂停、循环播放或从回放提取帧。

自动播放音频与视频文件

您可以配置一些设置，以便在“查看”模式下打开或在“管理”模式的“预览”窗格中查看音频与视频文件时，自动播放它

们。

要开始自动播放媒体文件：

1. 在“管理”模式或 “查看 ”模式下，单击工具 | 选项 | 预览。

2. 选择自动播放音频或视频剪辑复选框。

3.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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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工具栏

您可以使用 “媒体 ”工具栏来快速获取常用的媒体查看与编辑工具。

“媒体 ”工具栏按钮

播放 播放媒体文件或所选内容。媒体文件或所选内容正在播放时，此按钮会变为

“暂停”按钮。

提取帧 打开可以用来复制、保存以及提取视频帧的菜单。

所提取帧的分辨率是您查看时的分辨率 (您的屏幕分辨率 )。

循环 连续播放媒体文件或所选内容。

将视频帧保存为图像

您可以从视频中提取单独的帧并保存为静态图像。

要提取视频帧并保存为图像：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播放视频时，在希望保存的帧上单击暂停按钮。

在要提取的确切帧正在播放时跳至步骤 2。

2. 在所选内容与媒体控件工具栏上，单击提取帧按钮 。

3. 在“提取当前帧”对话框中，选择用于保存文件的文件夹。

4. 在文件名字段，输入文件名。

5. 单击保存类型下拉列表，然后选择一种文件格式。您可以单击选项按钮，以选择或更改与文件格式关联的任何

选项。

6. 单击保存。

添加或编辑图像音频

ACDSee 支持带有内嵌音频或关联的音频文件的图像。

内嵌音频的图像是图像文件内部保存音频的 TIFF 或 JPEG 图像。通过将音频添加到图像，您可以在图像文件内部嵌入

音频。

带有关联音频的图像与独立的 WAV 音频文件成对使用。图像文件及其关联的音频文件使用相同的文件名并且都位于相

同的文件夹中。通过给图像文件与 WAV 文件指定相同的文件名并放入相同的文件夹，或者直接将音频添加到图像，可

以将它们关联起来。

如果移动或重命名图像文件或与之关联的音频文件，这两个文件都必须重命名且放入相同的文件夹，否则它们

将不再相关联。内嵌音频的图像则不受影响。

要将音频添加到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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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管理”模式下选择一个图像。

在“查看”模式下打开一个图像。

2. 单击工具 | 图像音频 | 编辑。

3. 在“编辑音频”对话框中，单击浏览按钮。

4. 选择 WAV 文件，然后单击保存。

5. 如果希望截断或剪辑音频文件，请选择使用标记复选框，并拖动起始标记与结束标记滑块。请执行以下操作之

一：

单击截断按钮以删除音频文件的头、尾部分 (即起始标记与结束标记以外的部分 )。

单击剪辑按钮以删除音频文件起始标记与结束标记之间的片段。

6. 要预听音频文件，请单击播放按钮。

7. 单击确定。

将音频录制到图像

您可以录制自己的音频文件，并将它添加到图像中。向 JPEG 或 TIFF 图像添加音频时，音频将嵌入到图像中。对于其它

文件格式，音频文件与图像关联；音频文件保存在相同的文件夹，并在查看图像时播放。

要录制音频文件并添加到图像：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管理”模式下选择一个图像。

在“查看”模式下打开一个图像。

2. 单击工具 | 图像音频 | 编辑。

3. 在“编辑音频”对话框中，按以下描述选择或更改录音设置选项。

4. 单击录制，并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使用麦克风录制一段声音。

在计算机上用音频播放器播放音频。

5. 单击录制以停止录音。

6. 单击另存为以保存音频文件。

7. 在“保存声音文件 ”对话框的文件名字段中，输入名称，然后单击保存。

8. 单击确定。

“录音设置 ”选项

捕获设备 指定要用于录制音频的计算机设备。

输入格式 确定要用于录制声音的采样速率与音频类型。显示的格式取决于计算机上安装的声卡。

覆盖 从起始标记滑块位置开始替换录制的音频。

混音 合并录音与现有的音频文件。

使用起始标记插入 将录音插入起始标记位置。拖动起始标记滑块以选择位置。

附加到声音文件 将录音添加到现有的音频文件。

替换声音文件 使用新录音替换整个音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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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看”模式下打印图像

通过使用 ACDSee 的打印实用程序，可以在任意大小的纸张上按任意方向、以打印机所支持的任意分辨率打印图像。您

还可以使用打印工具来创建并打印联系表，给每个图像添加上特定的页眉、页脚以及标题。

更改 “打印 ”对话框中的选项时，可以查看动态更新的图像预览以及它在页面上的位置。您可以调整输出大小、每个图像

的打印份数，以及更改图像在每个页面上的方向。

要打印单张图像：

1. 在“查看”模式下，选择要打印的图像。

2. 单击文件 | 打印图像。

3. 在格式下，选择打印大小。

4. 在打印机选项选项卡上，指定希望使用的打印机、纸张大小、打印份数、要打印的页面范围以及图像分辨率。

5. 在页面设置选项卡上，指定图像在纸张上的位置与边距宽度，并指定每个相片的打印份数。

6. 在调整选项卡上，调整设置来补偿打印机处理曝光、对比度和清晰度的方式。

7. 添加标题、页眉或页脚。

8. 单击打印。

要打印所有图像：

1. 在“查看”模式下，单击文件 | 打印所有图像。

2. 在打印布局下，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择整页，然后从格式列表中选择一种打印尺寸。

选择联系表，然后设置联系表格式选项定义联系表的外观。

选择布局，然后选择一个可用的布局选项。

3. 在打印机选项选项卡上，指定希望使用的打印机、纸张大小、打印份数、要打印的页面范围以及图像分辨率。

4. 在页面设置选项卡上，指定图像在纸张上的位置与边距宽度。

5. 在调整选项卡上，调整设置来补偿打印机处理曝光、对比度和清晰度的方式。

6. 指定每个相片的打印份数。如果打印整页或联系表，则在页面设置选项卡上提供此选项。如果打印布局，则在

布局列表下方提供此选项。

7. 添加标题、页眉或页脚。只有打印整页或联系表时，才能添加标题、页眉或页脚。

8. 单击打印。

将图像设为桌面墙纸

您可以选择任何图像并将它设置为 Windows 桌面墙纸。您也可以自动拉伸作为墙纸的图像使它适合屏幕大小，或者恢

复上次使用的墙纸。

要将图像设为桌面墙纸：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管理”模式下，选择图像，然后单击工具 | 设置墙纸。

在“查看”模式下，单击工具 | 设置墙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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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居中：将图像放置在屏幕中央。如果图像大于屏幕，则根据屏幕大小缩小它。

平铺：以平铺模式放置图像，使之覆盖整个桌面。

拉伸：拉伸图像使之适合屏幕。

所选的图像作为 ACD Wallpaper.bmp 保存在 Windows 文件夹中。ACDSee 会自动更改“控制面板”的 “显示 ”属性中的墙

纸设置来显示该图像。

要根据屏幕大小自动拉伸墙纸图像：

1. 单击工具 | 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常规。

3. 在“常规”页面中，选择根据屏幕大小自动拉伸墙纸复选框。

4. 单击确定。

要显示上次使用的墙纸：

单击工具 | 设置墙纸 | 还原。

将“查看”模式同步到文件夹

您可以使用 “同步到文件夹”选项更改 “查看 ”模式中显示的图像。

要同步到文件夹：

1. 在“查看”模式下，单击文件 | 同步到文件夹。

2. 输入希望同步的文件夹路径，或单击浏览按钮以查找文件夹。

3. 选择或更改下述“新图像 ”选项。

4. 单击确定。

“新图像 ”选项

立即显示新图像 图像出现在文件夹中时立即显示它们。如果清除此选项，新图像会添加到幻灯放映的末尾。

忽略打开的文件 传输应用程序完成文件的移动或下载之后，才将新文件添加到幻灯放映。

按名称排序 按文件名给幻灯放映中显示的图像排序。

要停止同步到文件夹：

在“查看”模式下，单击文件 | 同步到文件夹。

查看离线图像

ACDSee 可以将光盘或其它可移动媒体中图像的略图和数据库信息保存为“相片光盘 ”。这样，即使光盘不在 CD-ROM 驱

动器中，也可以浏览这些图像的略图并查看信息。

要添加“相片光盘”：

1. 将包含图像的光盘放入 CD-ROM 驱动器。

2.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文件 | 新建 | 相片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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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新光盘 ”对话框中，将光盘名称输入标题字段，然后单击确定。

这样就可以在“文件夹”窗格的 “离线媒体”部分浏览“相片光盘 ”的内容。

对于已经作为“相片光盘 ”添加到 ACDSee 的光盘，如果后来又在其中添加或删除了图像，则可以更新数据库中

存储的信息。只要将光盘放入 CD-ROM 驱动器，然后在“文件夹 ”窗格中使用鼠标右键单击光盘的名称，并选择

更新相片光盘。

默认状态下，ACDSee 按照序列号识别 “相片光盘”。在使用“相片光盘 ”时，这是最可靠的设置，特别是从较早版本的

ACDSee 导入或转换“相片光盘 ”时就更为明显。

不过，如果正在使用或打算使用多区段光盘，则每次更改光盘的内容时，都会重新生成或更改序列号。因此必须使用卷

标签方法来标识多区段“相片光盘”。

重新绑定相片光盘

根据标识相片光盘的方法的不同，ACDSee 可能遇到无法识别的“相片光盘”。使用序列号方法来标识“相片光盘 ”，同时

插入多区段光盘时，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由于更新多区段光盘时，序列号很可能会发生更改，因此 ACDSee 可能会无

法识别光盘。

此时可以使用“重新绑定 ”选项来更新标识信息，以便将正确的数据库信息与光盘再次关联。

要重新绑定“相片光盘”及其 ACDSee 数据库信息：

1. 在“重绑定相片光盘”对话框中，仔细查看“当前光盘信息 ”，以确保驱动器中的光盘正确无误。

2. 从相片光盘名称列表中，选择要与当前光盘重新绑定的“相片光盘 ”记录。

3. 单击重新绑定。

使用 ACDSee 快速查看

“ACDSee 快速查看”是一个图像查看器，您可以使用它来快速查看图像而不必打开 ACDSee。例如，假设您要查看某人通

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您的图像。如果双击该图像，它将在“快速查看 ”中打开，它类似 ACDSee 中“查看”模式的精简版。

使用 “快速查看”可以迅速滚动浏览图像、临时旋转图像以及放大与缩小图像。如果在 “快速查看”中看到极具吸引力的图

像，还可以快速将该图像设置为桌面墙纸。

您可以轻松地从“快速查看”切换到 ACDSee。您还可以选择是在 “管理 ”模式、“查看”模式还是 “编辑 ”模式下打开图像。

如果习惯使用“查看”模式下的键盘与鼠标的快捷方式，同样也可以在“快速查看”中使用这些快捷方式中的大部分。

要在“快速查看”中打开图像：

1. 在 ACDSee 处于关闭状态时，双击图像。例如，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或电子邮件中双击图像。

2. 使用下述查看选项来查看图像。

“ACDSee 快速查看 ”查看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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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个 查看上一个图像。

下一个 查看下一个图像。

向左旋转 向左旋转图像。

向右旋转 向右旋转图像。

放大 以更高的缩放比例查看图像。

缩小 以更低的缩放比例查看图像。

删除 将图像移动到计算机的“回收站 ”。

您可以通过按 ESC 关闭 ACDSee。

要在 ACDSee 中打开图像：

单击管理、查看或编辑模式。

要将图像设为桌面墙纸：

1. 在“快速查看”中单击上一个或下一个，直到显示希望设为桌面墙纸的图像为止。

2. 单击工具 | 设置墙纸，然后选择下述选项之一：

居中：在桌面中央显示图像。

平铺：显示一个或多个平铺图像，直到桌面被铺满。如果图像较小，则它可能会出现在桌面上的多幅平

铺图像中。如果图像较大，则它可能只会出现在一两个平铺图像中。

拉伸：适当地拉伸图像以尽可能覆盖桌面。

要将系统还原为默认的桌面墙纸：

单击工具 | 设置墙纸 | 还原。

要打印图像 ：

1. 单击文件 | 打印。

2. 在格式下，选择打印大小。

3. 在打印机选项选项卡上，指定希望使用的打印机、纸张大小、打印份数、要打印的页面范围以及图像分辨率。

4. 在页面设置选项卡上，指定图像在纸张上的位置与边距宽度，并指定每个相片的打印份数。

5. 添加标题、页眉或页脚。

6. 单击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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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 “快速查看 ”使用 Windows Touch Gestures™

如果您有支持 Windows Touch Gestures™ 的设备，则可以搭配“ACDSee 快速查看”使用它来快速、轻松地查看相片。

要搭配“快速查看”使用 Windows Touch Gestures™：

要在 “ACDSee 快速查看 ”中打开图像：

划动图像以一次滚动一个图像。

按住并向一个方向缓慢划动可浏览文件夹中的所有图像。

按住图像，然后放开可获得与使用鼠标右键单击相同的结果。

双击图像可在 ACDSee 中将其打开。

两指分开可放大，两指并上可缩小。

放大后，您可以用手指平移图像。要返回，选择查看 | 缩放 | 适合图像。

在其它应用程序中查看图像

在 ACDSee 中，您可以启动其它的程序并在其中打开文件。例如，您可以使用创建文档所用的应用程序来打开它们。

要使用外部程序的打开与编辑命令：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文件 | 外部程序。

2.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打开：使用 Windows 中与文件扩展名关联的应用程序打开文件。

编辑：使用默认的系统应用程序打开文件，或打开对话框并从中选择应用程序。

显示原始图像

对图像进行更改时，将保存原始图像，以方便您将图像还原到原始设置。

要显示原始图像：

1. 在“查看”模式下，选择一个已编辑的图像。

2. 单击并按住底部工具栏中的显示原始图像按钮。

释放鼠标按钮时，将显示编辑后的图像。

提交更改

对图像进行更改时，将保存原始图像，以方便您将图像还原到原始设置。如果您决定要保留已编辑的图像并将其保存为

原始图像，则可以将更改提交到图像。这将删除所有已保存的 sidecar 文件或原始文件，并会删除用于指示图像已编辑

的“已编辑 ”重叠图标。

要将更改提交到图像：

1. 在“管理”模式或 “查看 ”模式下，选择一个已编辑的图像。

2. 单击工具 | 提交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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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图像色深

您可以在“查看”模式中修改图像的色深。色深是指图像所包含的颜色范围。

要更改图像的色深：

在“查看”模式下，单击工具 | 修改 | 更改色深，然后选择下述选项之一。

色深选项

黑白 黑白双色调色板

16 阶灰度 16 色灰度调色板

256 阶灰度 256 色灰度调色板

16 色 16 色调色板

256 色 256 色调色板 (默认情况下，GIF 格式使用 256 色 )

高彩色 32768 色调色板

真彩色 16777216 色调色板，这是人类所能识别的全部颜色

您可以使用 ACDSee 将图像转换成上述任意一种色深。不过，要使用特定的图像增强工具、滤镜、混合模式以及调整选

项，图像必须是“高彩色 ”或“真彩色 ”。要编辑原来并非 “高彩色”或 “真彩色”的图像，可以先转换再编辑，然后转换回原来

的色深。

缩放图像

在“查看”模式下，您可以使用 “缩放 ”工具放大或缩小正在查看的图像。图像放大到超出“查看”模式窗口时，您可以使用

“滚动”工具 (手形图标 )来平移或滚动图像。

要放大或缩小图像：

单击图像一次以在默认视图与“实际大小”视图之间切换。

单击工具 | 缩放，然后选择 “缩放 ”菜单选项之一。

“缩放 ”菜单选项

放大 增加图像的缩放比例。

缩小 减少图像的缩放比例。

实际大小 按原始尺寸 (100%) 显示图像。

适合图像 按“查看”模式窗口所能容纳的最大缩放比例显示图像。

适合宽度 将图像调整到接触 “查看 ”模式窗口的左右两侧。

适合高度 将图像调整到接触 “查看 ”模式窗口的上下两侧。

缩放锁定 按当前图像的缩放选项显示所有图像。如果调整缩放级别，则新的缩放级别应用于查看的

所有图像。

缩放到 打开一个可以从中选择缩放级别的对话框。

平移锁定 锁定图像的平移区域。

如果选择适合图像，则可以通过按键盘上的左、右方向键显示上一个或下一个图像。

要更改默认图像视图，请单击工具 | 缩放并选择 “实际大小”、“适合图像 ”(标准 )、“适合宽度”或“适合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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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通过单击 “缩放锁定”按钮快速访问工具栏上的“缩放锁定”。

设置缩放级别

您可以使用 “设置缩放级别”对话框，在“查看”模式下设置特定的缩放级别。

要设置特定的缩放级别：

1. 单击工具 | 缩放 | 缩放到 ...。

2. 在“缩放级别”区域，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适合全图：缩放图像，使之占据整个窗口。

适合宽度：缩放图像，使之占据窗口的宽度。

适合高度：缩放图像，使之占据窗口的高度。

指定：指定缩放比例。在字段中输入数字，或单击下拉列表并选择缩放级别。

3. 要将此设置用作默认的“查看”模式缩放级别，请选择锁定此缩放级别复选框。此时“查看”模式基于指定的缩放

级别显示所有的图像。

4. 单击确定。

如果选择适合全图，则可以在键盘上按左、右方向键来显示上一个或下一个图像。

自动缩小或放大图像

您可以使用 “选项 ”对话框的“显示”页面上的设置，根据 ACDSee 窗口大小来自动放大或缩小图像。如需了解各选项组合

如何影响图像显示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面的 “缩放模式与调整大小结果 ”表。

要自动缩小或放大图像：

1. 在“管理”模式或 “查看 ”模式下，单击工具 | 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查看模式 | 显示。

3. 在“缩放选项”区域中，从默认缩放模式下拉列表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实际大小：保持图像的原始大小。

适合宽度：调整图像大小以适合 “查看 ”模式窗口的宽度。

适合高度：调整图像大小以适合 “查看 ”模式窗口的高度。

适合图像：调整图像大小以适合 “查看 ”模式窗口的大小。

4. 从调整大小下拉列表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只缩小：缩小大图像以适合“查看”模式窗口的大小。

只放大：放大较小图像以适合“查看”模式窗口的大小。

缩小或放大：缩小较大图像和放大较小图像以适合“查看”模式窗口的大小。

5. 单击确定。

缩放模式与调整大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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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图像 适合宽度 适合高度

只缩小 缩小大图像以适合 “查
看”模式窗口的大小。

比“查看”模式窗口小的

图像按原始大小显示。

根据 “查看 ”模式窗口的左

右边界将大图像缩小。

比“查看”模式窗口小的图

像按原始大小显示。

根据 “查看 ”模式窗口的上

下边界将大图像缩小。

比“查看”模式窗口小的图

像按原始大小显示。

只放大 根据 “查看器”大小将小

图像放大。

比“查看”模式窗口大的

图像按原始大小显示。

根据 “查看 ”模式窗口的左

右边界将小图像放大。

比“查看”模式窗口大的图

像按原始大小显示。

根据 “查看 ”模式窗口的上

下边界将小图像放大。

比“查看”模式窗口大的图

像按原始大小显示。

缩小/放大 缩小较大图像和放大较

小图像以适合“查看”模
式窗口的大小。

根据 “查看 ”模式窗口的左

右边界将大图像缩小或将

小图像放大。

根据 “查看 ”模式窗口的上

下边界将大图像缩小或将

小图像放大。

如果选择适合图像，则可以通过按键盘上的左、右方向键显示上一个或下一个图像。

使用导航器查看图像中的特定区域

对于大小超出“查看”模式显示区域的图像，“导航器”窗格能够以略图的形式显示此图像的总览。“导航器”中的选取框指

示了图像中的可见区域。

要显示并使用“导航器”窗格：

1. 在“查看”模式下，单击窗格 | 导航器。

2. 拖动滑块来增加或减少“查看”模式中图像的缩放比例。

3. 将选取框拖放到希望在“查看”模式中显示的图像区域。

要使用“快速导航器”窗格：

1. 在“查看”模式下，单击并按住底部工具栏中的导航器按钮。

2. 将选取框拖放到希望在“查看”模式中显示的图像区域。

平移放大的图像

在“查看”模式下，可以通过垂直、水平以及沿对角线移动放大的图像来平移它们，以便查看图像的特定区域。如果图像

比 ACDSee 窗口大并且使用的是“滚动”工具，则鼠标光标会变成一个手形。

要平移图像：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拖放图像以居中显示希望查看的区域。

按方向键。您可以按住 CTRL 键来快速平移，或按住 SHIFT键来慢速平移。

使用 “平移锁定 ”

您可以使用 “平移锁定”设置自动将一系列大图像的相同区域放到 “查看 ”模式的中央。

要使用“平移锁定”：

1. 在“查看”模式下，将大图像平移到希望查看的特定区域。

2. 使用缩放菜单，将图像放大到希望所有图像使用的缩放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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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工具 | 缩放 | 缩放锁定以保持当前的缩放级别。

4. 单击工具 | 缩放 | 平移锁定。

在图像之间浏览时，每个图像都自动缩放并平移到相同的区域。

放大图像的特定区域

在 “放大镜”窗格中，可以按照较高的缩放比例来查看图像的特定区域。

要使用“放大镜”窗格：

1. 在“查看”模式下，单击窗格 | 放大镜。

2. 在图像的某个区域上移动鼠标光标，以便在“放大镜 ”窗格中查看该区域。

3. 执行以下任何操作以更改 “放大镜”窗格的设置：

移动 “放大镜”窗格底部的滑块，以增加或缩小缩放比例。

选择固定复选框，以便将滑块设置应用于原始大小的图像。清除固定复选框，以便将滑块设置应用于

“查看”模式中缩放过的图像的缩放比例。

选择平滑复选框，以便将平滑边缘功能应用于图像中放大的部分；或清除平滑复选框，以查看单独的像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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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编辑”模式

“编辑”模式用于进行最终调整，在该模式下可以对更加受限的  RGB 图像数据应用微调。使用 “编辑 ”模式中的工具对图

像的指定区域进行润色。

在“编辑”模式下，您可以：

使用选择工具选择图像中的特定部分并对其应用编辑设置。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消除瑕疵或红眼。

添加文本、水印、边框、晕影、移轴、特殊效果，以及绘画工具。

裁剪、翻转、调整大小以及旋转。

使用曝光、色阶、自动色阶、色调曲线以及光线均衡 (Light EQ™)工具调整光线。

使用白平衡、颜色平衡、转换成黑白和颜色 LUT 工具调整颜色。

使用锐化、模糊、消除杂点、添加杂点或清晰度工具向图像添加细节。

使用“编辑”模式

在“编辑”模式下，您可以使用编辑工具来微调图像、消除红眼以及应用特殊效果。

编辑图像

要编辑图像：

1. 选择编辑模式。

2. 执行以下任一项或多项操作：

在面板顶部，使用选择范围或绘画工具。

在“修复”组中，单击红眼消除或修复工具。

在“添加”组中，单击文本、水印、边框、晕影、绘画工具、移轴，或单击特殊效果并选择一个效果。

在“几何形状”组中，单击旋转、翻转、裁剪或调整大小。

在“曝光 /光线”组中，单击曝光、色阶、自动色阶、色调曲线或者光线均衡 (Light EQ™)™。

在“颜色”组中，单击白平衡、颜色平衡、转换成黑白和颜色 LUT。

在“细节”组中，单击锐化、模糊、清晰度，或单击 “杂点 ”来删除或添加杂点。

3. 有多个选项可用于保存图像。如需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编辑 ”下保存图像。

还原到原始设置

您可以丢弃图像的 “编辑 ”设置并将其还原到原始设置。有关还原图像的步骤，请参阅还原原始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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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方图与图像查看控件

在编辑图像的过程中，您可以使用位于右下角的缩放控件来调整缩放。

直方图 显示当前图像的直方图预览。直方图提供了每个颜色通道中像素浓度水平的图形化表示。

图形每端的峰值指示裁剪掉的颜色。保持直方图打开在调整曝光度的时候特别有用，直方

图可以在调整时反映出所有的调整。

您还可以通过选择视图 | 直方图使用显示直方图。

撤消/重复 “撤消”是放弃对当前选项卡所作的全部更改。“重复”是返回到单击“撤消”之前所选的选

项。在“编辑”下，“撤消”与 “重复 ”按钮可显示能够撤消或重复的更改。

重设 单击重设按钮可将图像重设为其默认设置。

全屏显示 以全屏幕显示图像。按下 F 可以使用全屏显示并返回到 “编辑 ”模式。

实际大小 将当前图像缩放到实际大小。

“导航器”窗格 自动窗口 :启用“自动窗口”后，只要放大相片，就会显示 “导航器”窗格。然后可以将光标拖

动至想要放大查看的图像区域。释放光标以确定图像区域。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 “导航器”窗格可从 “自动 ”切换为“手动”。

手动窗口 :启用“手动窗口”后，可以通过选择“导航器”图标来查看“导航器 ”窗格。 只有

在图像被放大或单击过“实际大小”图标时，才会显示“导航器”图标。单击并按住“导航器 ”
图标可显示图像的缩小版本。然后可以将光标拖动至想要放大查看的图像区域。释放光标

以确定图像区域。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 “导航器”图标可从 “手动 ”切换为“自动”。

适合图像 根据 “编辑 ”模式区域缩小图像。

显示上一个图像 打开或关闭更改，可用于比较当前图像与上次保存的版本。

“缩放”滑块 向右拖动可增加图像的大小，向左拖动可减小图像的大小。

缩放下拉列表 显示缩放大小列表供您选择。

在“编辑”中使用预设值

ACDSee 中的许多编辑工具和特殊效果都允许将设置保存为预设值。如果您使用某一工具或效果时经常应用相同的设

置，就会非常方便。

对于大多数工具，ACDSee 会在单击“应用”或“完成”时自动保存最后对图像应用的选项设置。此预设值称为“上次使用”。

保存预设值 与删除 按钮位于编辑工具的面板的顶部。

要保存预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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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编辑”模式中，选择一个工具并指定其设置。

2. 单击保存预设值按钮。

3. 在“新建预设值”对话框中，为预设值输入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新预设值会出现在该工具的“预设值”下拉列表中。

要使用先前保存的预设值：

1. 在“编辑”模式中，选择创建过预设值的工具。

2. 单击预设值下拉列表，并选择要应用的预设值。

要删除预设值：

1. 在“编辑”模式中，选择创建过预设值的工具。

2. 单击预设值下拉列表，并选择要删除的预设值。

3. 单击删除按钮。

4. 在“确认删除”对话框中，单击是。

使用撤消/重复按钮

编辑图像时可以撤消与重复所作的更改。

要撤消更改：

在“编辑”模式下，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左侧窗格底部的撤消按钮。

使用键盘快捷方式 CTRL + Z。

要重复更改：

在“编辑”模式下，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左侧窗格底部的重复按钮。

使用键盘快捷方式 CTRL + Y。

还原原始图像

如果已将更改提交到图像，则将无法还原原始图像。

您可以丢弃全部更改并还原到原始图像。

要在“编辑”下将图像还原到原始图像：

在“编辑”模式下，选择文件 | 还原到原始文件。

要在“管理”或“查看”模式下将图像还原到原始图像：

1. 选择图像。

2. 选择工具 | 还原到原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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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虽然 “编辑 ”模式中的工具让您可以进行多种全局调整，但有时您可能只需调整相片的某些区域。例如，您想要对相片的

某些区域 (而不是整张相片 )进行模糊操作，比如背景。要进行此类操作以及其它局部调整，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编辑模式画笔”让您可以简单地通过绘制操作来有选择性地编辑相片。实际上 “编辑模式画笔”创建的是一个蒙版，用来

确定所选操作的当前设置将影响哪些像素。

编辑模式画笔

在可以使用该功能的“编辑”模式工具中，“编辑模式画笔 ”按钮显示在其编辑面板工具栏的顶部中央处。

要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1. 在“编辑”模式下，选择要使用的工具。

2. 单击编辑模式画笔按钮进入绘制模式，并打开画笔控制。 也可以使用 B键打开与关闭画笔面板。

3. 在面板中指定画笔设置，或按以下表格所述操作。

4. 开始在相片上绘制效果。

5. 调整滑块以获得想要的效果。

6. 按完成以应用笔触。

编辑模式画笔控件

添加笔触 按住鼠标左键的同时进行绘制。

擦除笔触 按住鼠标右键的同时进行绘制。

笔尖宽度 调整画笔的尺寸。您可以使用鼠标滚轮调整笔尖宽度，也可以调整笔尖宽度滑块。

羽化 调整滑块以控制笔触与图像之间过渡的柔和度。使用 SHIFT + 鼠标滚轮调整羽化值

或调整羽化滑块。

压力 调整滑块以控制画笔的强度。

在画笔模式和光标应用工

具之间交替

对于涉及绘制或单击图像的滤镜 (如光线均衡 (Light EQ™)和白平衡 )，按住 ALT键可

从画笔模式切换到使用该工具。

清除所有笔触

从图像中清除所有笔触。

反转所有笔触

切换此选项可反转笔触。此选项会清除绘制区域中的画笔效果，同时在未绘制区

域中加入画笔效果。如果您想要图像的大部分区域有画笔效果而小部分区域没有，那么

就可以使用该选项。这样只需要在不希望受影响的区域绘制，然后使用反转笔触即可。

加载上次添加的笔触

将效果应用至最近一次绘制并应用的区域。

显示笔触

勾选此选项时，笔触将以所显示的颜色呈现出来。这对于在复杂区域绘制不易分辨出的

效果时很有帮助，因为很难区分是否遗漏了一些位置。也可以按住 S 键查看图像上的

笔触。

单击 “编辑模式画笔”进入绘制模式时，需要应用笔触才能看见所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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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退出绘制模式，请再次单击“编辑模式画笔 ”按钮。

“编辑模式画笔”在很多编辑工具和特殊效果滤镜中都可使用。使用此选项没有什么意义时，便不会提供。“编辑模式画

笔”不会出现在以下工具上：“裁剪”、“调整大小 ”、“旋转”、“翻转”、“文本 ”、“红眼消除”、“修复工具”和“选择范围 ”。

使用渐变工具

虽然 “编辑 ”模式中的工具允许您对照片进行可靠的全局调整，但有时您希望这些效果在照片上逐渐呈现。例如，代替在

整张照片上应用模糊，您可能希望模糊在图像上逐渐推进，或者在图像的某个部分上推进。使用渐变工具可逐渐在图像

上进阶应用效果。

渐变工具

在可以使用该功能的“编辑”模式工具中，“渐变”工具按钮显示在其编辑面板工具栏的顶部中央处。

要使用渐变工具：

1. 在“编辑”模式下，选择要使用的工具。

2. 单击渐变工具按钮 以进入“渐变”模式。也可以使用 G 键打开与关闭渐变面板。

3. 在面板中或立即指定渐变设置，如下表所述。

4. 将参考线放置于您的相片上。在参考线框内，渐变会逐渐过渡。在框的任一侧，渐变工具应用的效果是全强度

或根本不应用。要使其更清晰，选中显示渐变蒙版复选框。移动框可定义效果的起始或结束处。按住 SHIFT键

的同时定位效果可锁定到最近的 45° 角，以获得平直效果。

5. 调整滑块以获得想要的效果。

6. 按应用或完成。

渐变工具选项

反向渐变

单击此选项可使渐变反向。在从图像顶部开始应用渐变后按“反向”按钮，渐变现

在将从底部开始，反之亦然。

显示渐变蒙版

选中此选项时，您的渐变蒙版将以所显示的颜色呈现出来。也可以按住 S 键查看图像

上的蒙版。单击下拉箭头可选择另一种显示颜色。

在渐变工具和光标应用工

具之间交替

对于涉及绘制或单击图像的滤镜 (如光线均衡 (Light EQ™)和白平衡 )，按住 ALT键可

从渐变模式切换到使用该工具。

要退出渐变模式，单击渐变工具按钮。

要在切换到编辑模式画笔时保留渐变蒙版，请按住 SHIFT键并单击“编辑模式画笔”按钮。这允许您添加到渐

变蒙版或删除您不想要的部分。

渐变工具在很多编辑工具和特殊效果滤镜中都可使用。使用此选项没有什么意义时，便不会提供。渐变工具不会出现在

以下工具上：“调整大小 ”、“裁剪”、“旋转”、“绘画工具”、“晕影”、“边框 ”、“文本”、“修复工具 ”、“红眼消除”和 “选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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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虽然 “编辑 ”工具允许您对相片进行各种调整，但有时您希望这些效果吸引对相片特定区域的注意。例如，相比在整张相

片上应用锐化，您更希望仅锐化中心内容。使用径向渐变工具可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径向渐变工具

在所有适用的“编辑”模式工具中，“径向渐变”工具按钮显示在其编辑面板工具栏的顶部。

要使用渐变工具：

1. 在“编辑”模式下，选择要使用的工具。

2. 单击径向渐变工具按钮 以进入“径向渐变 ”模式。或者，使用 R键打开和关闭 “径向渐变”面板。

3. 在面板中或立即指定径向渐变设置，如下表所述。

4. 将参考线放置于您的相片上。在圆圈内，图像不会改变。在圆圈的周边，径向渐变应用的效果在完全不应用 (内
部 )到全部强度 (外部 )之间过渡。要使其更清晰，选中显示渐变蒙版复选框。按住 SHIFT键的同时应用效果可

将径向渐变更改为完整的圆圈。

5. 调整滑块以获得想要的效果。

6. 按完成。

渐变工具选项

反向渐变

单击此选项可使径向渐变反向。按下 “反向 ”按钮，效果将应用于图像的中心 (参考

圆圈内 )，径向渐变的外部将不会改变。

显示渐变蒙版

选中此选项时，您的径向渐变蒙版将以所显示的颜色呈现出来。也可以按住 S 键查看

图像上的蒙版。单击下拉箭头可选择另一种显示颜色。

在径向渐变工具和光标应

用工具之间交替

对于涉及绘制或单击图像的滤镜 (如光线均衡 (Light EQ™)和白平衡 )，按住 ALT键可

从径向渐变模式切换到使用该工具。

要退出径向渐变模式，单击渐变工具按钮。

要在切换到编辑模式画笔时保留径向渐变蒙版，请按住 SHIFT键并单击 “编辑模式画笔”按钮。这允许您添加

到渐变蒙版或删除您不想要的部分。

径向渐变工具在很多编辑工具和特殊效果滤镜中都可使用。使用此选项没有什么意义时，便不会提供。径向渐变工具不

会出现在以下工具上：“调整大小”、“裁剪 ”、“旋转”、“绘画工具 ”、“晕影”、“边框”、“文本 ”、“修复工具”、“红眼消除”和“选
择范围”。

使用混合模式与阻光度

使用 “编辑 ”下的某个工具时，顶部会显示混合模式与阻光度工具。这些工具可以提供灵活的控制方式，结合使用可以创

建新的图像。您可以给整个图像应用混合模式与阻光度，或仅应用于所选的图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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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光度

“阻光度”滑块更改所编辑的图像的阻光度。您可以使用它来控制图像上所作编辑的可见程度。

混合模式

能够控制将所作的编辑并入图像的方式，这就意味着除了阻光度以外，其它所有混合模式都可以作用于最终图像。

标准 编辑的图像中的像素与原图中的混合。只有阻光度影响此混合模式。

网屏 将编辑的图像的颜色与原始相片颜色的反色混合，得到相同或更亮的颜色。

正片叠底 将编辑的图像的颜色与原始相片叠加，以产生较暗的颜色。任何颜色与黑色叠加均产生黑色；任

何颜色与白色叠加均保持不变。

减淡 将编辑的图像的颜色与相片中的原始像素混合，以产生更亮的颜色。

加深 将编辑的图像的颜色与相片中的原始像素混合，以产生较暗的颜色。

叠加 应用 “正片叠底”或“网屏”混合模式时，根据原始图像区域的颜色值保留下层图层的阴影与高光。

差值 从原始相片的颜色中减去所编辑的图像的颜色。编辑的图像中的任何白色都会在图像中产生完全

的负片效果，黑色则不产生任何效果。

调暗 应用编辑的图像中比原始图像更暗的像素。编辑的图像中比原始图像更亮的像素则消失 (根据

RGB 值 )。

调亮 应用编辑的图像中比原始图像更亮的像素。编辑的图像中比原始图像更暗的像素则消失 (根据

RGB 值 )。

强烈光线 根据原始图像区域的颜色值，通过应用 “正片叠底”或“网屏”来添加强烈的高光或阴影。

柔和光线 根据原始图像区域的颜色值，通过调暗或调亮来添加柔和的高光或阴影。

色调 将编辑的图像中颜色的色调值应用于原始图像区域的颜色。

饱和度 将编辑的图像中颜色的饱和度值应用于原始图像区域的颜色。

颜色 将编辑的图像的色调与饱和度应用于图像。此混合模式不影响原始图像的亮度。

亮度 将编辑的图像中颜色的亮度值应用于原始图像区域的颜色。

溶解 将编辑的图像层中的一些像素应用于原始图像，产生色斑。“阻光度”滑块控制色斑量。

排除 “排除”与 “差异 ”相似，但对比度更小，会从底层相片的颜色中减去混合颜色。混合颜色中的任何白

色都会在图像中产生完全的负片效果，黑色则不产生任何效果。

逼真光线 将混合颜色与相片中的底层像素混合，提高或降低对比度，以产生更亮或更暗的颜色，具体由混

合颜色决定。

点光 当光源比 50% 灰度亮时，比光源暗的像素将被替换。比光源亮的像素将保留不变。当光源比

50% 灰度暗时，比光源亮的像素将被替换。比光源暗的像素将保留不变。

线性光线 通过调亮或调暗亮度值加深或减淡颜色，具体取决于混合颜色。

强烈混合 将混合颜色的红色、绿色和蓝色通道值应用于图像的 RGB 值。

去除 从每个通道中的图像 (基底 )颜色中减去混合颜色。

分割 从每个通道中的图像 (基底 )颜色中分割混合颜色。

暗色 从混合颜色和图像 (基底 )颜色中选择较低的通道值。

亮色 从混合颜色和图像 (基底 )颜色中选择较高的通道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在图像的特定区域中绘制效果，然后设置混合模式和阻光度滑块来变

更应用效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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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模式与阻光度控件应用于许多编辑工具与特殊效果滤镜。使用这些控件没有什么意义时，便会忽略它们。混合模式

与阻光度控件不会出现在以下工具上：“裁剪 ”、“调整大小”、“旋转 ”、“翻转”、“文本”、“红眼消除”、“修复工具 ”、“选择范

围”。

在“编辑”模式下保存图像

保存图像

完成图像的编辑后，可以根据您接下来要执行的操作，从许多用于保存图像的选项中选择一个。

要保存图像并返回上一模式：

1. 单击完成。

2.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保存 保存更改。

另存为 使用新名称或格式保存编辑好的图像的副本。

另存为对话框的左下角可能会显示如下复选框，具体取决于文件的类型：

保留元数据：新图像中保留元数据。

保留数据库信息：保留编目信息，如评级。

在图像中嵌入颜色配置文件：在新图像中保留 “颜色管理”中选择的颜色配置文件。

丢弃 丢弃更改。

取消 停留在相同图像上，保持更改不变，而不保存图像。

自动保存 您可以启用 “自动保存”，从而避免每次完成图像处理时选择保存选项。启用“自动保存”后，按“完
成”或从“胶片”中选择另一个图像将提示 ACDSee会自动保存在 “编辑 ”模式下的更改。“保存更改”
对话框将不再显示。要禁用“自动保存 ”，单击工具 | 选项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编辑模式。

然后清除自动保存所有更改复选框。

自动保存不适用于 RAW 图像。

要保存图像并继续处理其它图像：

1. 单击保存。

2.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保存：保存更改。

另存为：使用新名称或格式保存编辑好的图像的副本并切换到更新的图像。

保存副本：使用新名称或格式保存编辑好的图像的副本，然后继续处理原始文件。

保存副本可用于创建某个图像的多个版本，然后继续处理原始文件而不是处理后的新副本。例如，如果保存了

一个 RAW 图像的 JPG 副本，您将停留在 RAW 文件上并且保持设置不变，而不是切换到此有损的 JPG 图像。

由于不能直接保存对 RAW 文件的更改，所以保存对 RAW 文件格式不可用。

要丢弃更改并返回上一模式：

单击取消或使用键盘快捷方式 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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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选择范围”
您可以使用 “选择范围”隔离出相片的一块区域，这样就可以给该区域应用编辑或滤镜，而不是针对整个相片。这里有四

种不同的选择工具，每种都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来选择相片区域。随着所选的具体工具，可用的控件也随之改变。

要使用“选择范围”工具：

1. 在“编辑”模式下，从窗格顶部选择以下选择范围工具对应的按钮：矩形选择工具 , 椭圆形选择工具 , 套索选择工

具 , 魔术棒选择工具有关使用这些工具的更为详细的步骤说明，请参阅下文。

您可以将“选择范围”与以下“编辑”工具一起使用：

添加：晕影、特效、移轴、绘画工具、

曝光 /光线：曝光、色阶、自动色阶、色调曲线、光线均衡 (Light EQ™)

颜色：白平衡、颜色平衡

细节：锐化、模糊、杂点、清晰度

选择工具

自由套索：单击鼠标左键并拖动光标，在希望选择的区域上进行绘制。随着绘制的进行，会出现一个线

条，显示您已经绘制的位置。在释放鼠标时，线条的终点自动连接到起点以完成选择。此时整个选择范围会有

一个动画效果，看起来像是行进中的蚂蚁。

魔术棒：单击图像中的任何区域，相同颜色的所有像素便都包含在选择范围内。您可以选择仅选择与单击

的点颜色相同的像素，也可以选择相片中所有相似的像素。您可以增加阈值以便在选择范围中包含更多的像

素。阈值越低，要包含的像素便与所单击的点越相似。阈值越大，可以包含到选择范围内的像素便可以越不相

同。

矩形或 椭圆形：单击并拖动一个矩形或椭圆，从初次单击的点开始，并在释放鼠标时结束。

使用选择工具

要使用“套索”：

1. 选择套索按钮。

2. 在图像上，单击鼠标左键，并在绘制区域的同时按住它。

3. 释放鼠标按钮以完成选择。



ACDSee Photo Studio Standard 2019

Page 143 of 289

4. 要清除选择，请单击图像上的任何位置 (对于 “套索 ”、“矩形”或“椭圆形”选择 )。

5. 要添加到现有的选择，请按住 SHIFT键或按住“上下文”栏中的添加到选择按钮，并绘制包含原始选择线任何

部分的形状。

释放鼠标时，原始选择范围扩展到包含所添加的内容的外缘。

6. 要给选择添加多个区域，请按住 SHIFT键或按住“上下文 ”栏中的“添加到选择”按钮，并在图像的任何部分进行

绘制。

只要不触及到任何其它选择范围的线条，便可以将多个独立的区域添加到选择范围。

7. 要从选择中减去，请按住 CTRL 键或按住“上下文”栏中的从选择中减去按钮，并绘制包含原始选择范围一部分

的形状，或将它完全包括在内。

8. 如果您希望对图像的外部区域应用编辑或效果，则需要单击选择 | 反向反转所选区域。

现在选择范围包含图像中原始选择范围之外的所有区域，中心区域在选择范围之外。

您可以通过按住“预览”按钮来预览选择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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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选择某个编辑工具或特殊效果，以便应用于选择范围。

要使用“魔术棒”：

1. 选择魔术棒按钮。

2. 单击图像中的任何颜色。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滑动阈值滑块以调整要包含或排除的像素数。“阈值 ”滑块设置像素需要与所单击的点多么相似才能被

包含在选择范围中。

如果只希望包含接触到所单击的点的那些像素，请单击已连接复选框。

按住 SHIFT并单击选择范围的旁边以包含更多的像素。

按住 CTRL 并单击选择范围的旁边以减去一些像素。

4. 从“魔术棒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亮度：选择图像中与所单击区域的亮度相似的像素。

颜色：选择图像中与所单击区域的色彩和亮度相似的像素。

颜色通常是您的最佳选择。

RGB：选择图像中与所单击区域的红、绿、蓝组合相似的像素。

您可以通过按住“预览”按钮来预览选择蒙版：

您可以选择某个编辑工具或特殊效果，以便应用于选择范围。

要使用矩形或椭圆形选择工具：

1. 选择矩形或椭圆形按钮。

2. 单击并拖动以便在图像上绘制选择范围。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若要添加到现有选择，请按住 SHIFT，或使用添加到选择按钮 ，然后拖动包含原始选择行任何部分

的另一个选择。释放鼠标，此时选择范围包含附加的区域。

若要向所选内容中添加多个区域，请按住 SHIFT并拖动任意数量的区域。

若要从现有选择中减去，请按住 CTRL，或使用从选择中减去按钮 ，然后拖动与要减少的选择相交

的另一个选择。释放鼠标，此时会删除新选择内的任何部分。

您可以通过按住“预览”按钮来预览选择蒙版：

您可以选择某个编辑工具或特殊效果，以便应用于选择范围。

结合使用各个工具

您可以单独使用各个选择工具，也可以结合起来使用。例如，您可以使用 “魔术棒”来选择大多数特定的颜色，然后切换

到“自由套索”将更多的内容添加到选择范围，也可以从中减去一些内容。或者，您可以使用 “矩形 ”来选择较大的一般区

域，然后使用“自由套索 ”来细化它。

要组合使用选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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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一个工具，然后利用该工具选择内容。

2. 切换到其他工具。

3. 按添加到选择按钮。

4. 进行其他选择。

将选择范围保存为预置值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进行选择后，单击选择 | 保存选择 ...

要使用先前保存的选择，单击选择 | 加载选择 ...

要删除已保存的选择，单击选择 | 管理选择 ...

将编辑或效果应用于选择范围

您可以使用 “选择范围”工具来分隔图像的区域。选好之后，即可对所选区域应用许多编辑工具 (如颜色与曝光 )或任何特

殊效果滤镜。图像中活动的选择范围看上去像排成直线行进的蚂蚁。

要将编辑或效果应用于选择范围：

1. 使用选择范围工具创建一个选择范围。

2. 从以下任何组中选择要使用的工具：

曝光 /光线

颜色

细节

添加 (特殊效果 )

确保打开使用选择范围按钮。

3. 使用工具编辑图像。

使用任何这些特殊选择范围选项：

显示/隐藏所选内容 单击此项可显示或隐藏选择范围周围行进的蚂蚁。隐藏选择线让您可以更容易地判断各

种效果。

使用选择范围 单击此项可使用选择范围或是将编辑或效果应用于整个图像。使用此控件意味着您只能

编辑该选择范围，然后取消选择使用选择范围并对整个图像应用另一个编辑，而无需清除

此选择范围。

反向选择 单击可进行反向选择。

羽化 通过拖动来增加或减少选择范围边缘与编辑或效果之间的模糊效果。

羽化可以通过混合边缘来防止选择范围与图像其余部分的过渡不自然或突兀。此控件使

选择范围不必完全在要选择的区域边缘。

消除红眼

在“编辑”模式中，您可以使用 “红眼消除”工具来纠正数码相片中的红眼。

要校正红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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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编辑”模式下的“修复”组中，选择红眼消除。

您还可以从 “滤镜 ”下拉菜单或 “滤镜 ”工具栏中访问“红眼消除 ”工具。

2. 使用右下角的“缩放”工具放大要校正的眼睛并使之居中显示。

3. 点击眼睛的红色部分。

4. 在“红眼消除”组中，按如下所述调整滑块。

“红眼消除 ”选项

大小 向右拖动滑块增大调暗区域的大小，或向左移动滑块降低调暗区域的大小。

调暗 向右拖动滑块以强化填充颜色，或向左拖动滑块以调暗填充颜色。

单击重设可清除更改并重设为默认设置。如果已保存更改，则无法重设设置。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鼠标滚轮来调整想要调暗的区域的大小。

可以选中或取消选中显示轮廓复选框来显示或隐藏调暗区域的轮廓。

使用删除键可删除对当前所选红眼进行的调整。

消除瑕疵

您可以使用 “修复 ”工具祛除各种瑕疵，如：

皮肤斑点

电话线以及其它不希望出现的物体

雪花或窗户的反光亮点

镜头刮痕与水滴

“修复工具 ”有两个 选项可供使用：、“修复画笔 ”与“克隆画笔”。

选择 “修复画笔”时，“修复工具”将像素从相片的一个区域复制到另一个区域，但在复制它们之前会对来源区域的像素进

行分析。它也会分析目标区域的像素，然后混合来源与目标区域的像素，以匹配周围的区域。这可以确保替换像素的亮

度与颜色能够与周围的区域相融合。“修复画笔”对于处理具有复杂纹理 (如皮肤或毛发 )的相片特别有效。

选择 “克隆画笔”时，“修复工具”将像素从相片的一个区域完完全全地复制到另一个区域，从而创建一个完全相同的图像

区域。在完成的相片中更难于识别所复制的像素，因此对于处理具有强烈的简单纹理或统一颜色的相片而言，“克隆画

笔”更加有效。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从相片消除瑕疵：

1. 在“编辑”模式的 “修复 ”组中，选择修复工具。

您还可以从 “滤镜 ”下拉菜单或 “滤镜 ”工具栏中访问“修复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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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修复：将像素从来源区域复制到目标区域，并将这些像素混合到周围的图像区域中。

克隆：将像素从来源区域复制到目标区域。

3. 按下表所述拖动笔尖宽度与羽化滑块。

4. 右键单击图像设置源位置。此时将复制此区域的像素并将其应用到目标位置。

5. 使用鼠标单击并框选要覆盖的区域。如果选择修复画笔，ACDSee 会在释放鼠标按钮后分析并替换像素。

6.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以应用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单击取消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单击重设以重设滑块。如果已保存更改，则无法重设设置。

滚动鼠标滚轮来快速调整画笔的大小，或按 SHIFT键同时滚动鼠标滚轮来调整羽化值。

“修复工具 ”选项

笔尖宽度 设置画笔宽度。画笔宽度的最大值与图像的大小有关。

羽化 设置画笔边缘的羽化度，以防止在相片的原始与修复部分出现明显的过渡。

按笔尖宽度的百分比来设置羽化，而不按指定的像素数来设置。这意味着重设“笔尖宽度”时
不必调整羽化，它会自动按新笔尖宽度的百分比进行调整。

压力 设置 “克隆 ”工具的来源点后，调整滑块以控制应用效果的强度。

在光标处显示预览 启用此复选框可在光标中显示所选源点的预览。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将绘画添加到图像

可以使用“编辑”模式中的绘画工具将线条与形状 (如正方形、圆形与箭头 )添加到图像。还可以调整画笔的宽度、羽化与

混合，这对于创建精细和生动的绘画十分有用。

要在图像上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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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编辑”模式下，从窗格顶部选择以下工具：

工具 说明

手用 使用手用工具可退出任何其他绘制或选择工具。如果有可滚动

的图像，还可通过手用工具平移该图像。

矩形 在图像上拖动以创建矩形。在绘制时按 SHIFT键可创建正方

形。要用颜色填充您的图形，确保选中 “填充 ”对话框。

椭圆 在图像上拖动以创建椭圆形。在绘制时按 SHIFT键可创建圆

形。要用颜色填充您的图形，确保选中 “填充 ”对话框。

直线 在图像上拖动以绘制直线。在绘制时按 SHIFT键可创建垂直或

水平直线。

箭头 在图像上拖动以创建箭头。在绘制时按 SHIFT键可创建垂直或

水平箭头。

多边形 单击可设置多边形的角点，然后双击连接起点与终点以完成多

边形。要用颜色填充您的图形，确保选中“填充”对话框。

曲线 在图像上拖动然后释放。然后移动鼠标创建曲线并通过单击进

行设置。

画笔 在图像上拖动以绘制自由线条。鼠标左键单击以绘制前景色，右

键单击以绘制背景色。

使用鼠标滚轮调整笔尖宽度，也可以使用面板顶部“阻
光度 ”滑块附近的笔尖宽度滑块。

使用 SHIFT + 鼠标滚轮调整羽化值，也可以调整面板

顶部 “阻光度”滑块附近的羽化滑块。

填充 选择填充按钮，并单击一个像素以使用所选颜色填充具有相同

颜色值的每个像素。您选择的颜色在颜色框中定义，如下所述。

使用阈值滑块以调整要包含或排除的像素数。“阈值 ”滑块设置

像素需要与所单击的点多么相似才能被包含在选择范围中。启

用上下文栏中的已连接复选框可填充具有相同颜色的所有已连

接像素。

渐变 使用 “渐变 ”工具以在图像上绘制渐变，或使用径向选项在区域

周围绘制渐变。选择“渐变”工具，然后使用上下文栏配置颜色、

阻光度和混合模式。对于径向渐变，请在上下文栏中选择“径向

渐变 ”按钮。然后通过在图像上拖动绘制渐变。要丢弃渐变，请

按上下文栏中的放弃按钮。根据需要重新布置渐变，然后按上下

文栏中的提交按钮。您可以通过按 Ctrl + Z或选择编辑 | 撤消

撤消提交。

滴管 滴管工具用于从图像中选择颜色。单击图像中的颜色，该颜色将

显示在面板右上角的颜色框中。然后，您可以使用绘图工具 (例
如“画笔”工具 )应用此颜色。

您可以通过右键单击图像来选择背景颜色 (颜色框的底部 )。

通过左键单击图像并将光标拖动到应用程序外部的颜色，可以

从应用程序外部选择颜色。松开鼠标按钮时，该颜色将被选中并

显示在面板右上角的颜色框中。

2. 从以下一个或多个选项中选择 (注意：选项因所选工具而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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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颜色 通过单击面板右上角的颜色框以打开“前景色 ”或“背景色 ”对话框 (显示用

于从中进行选择的样本对话框 )来选择颜色。如果要绘制实心图形 (如矩

形 )，则顶部 (前景 )颜色框定义图形轮廓的颜色。底部 (背景 )颜色框定义

填充图形中心的颜色。如果希望图形为纯色，将两个颜色框设置为相同的

颜色。

您可以通过直接按下颜色框旁边的重置按钮重置为黑白色。

笔尖宽度 拖动笔尖宽度滑块可设置画笔的直径，单位为像素。您还可以使用鼠标滚

轮调整笔尖宽度，或者通过右键单击图像以显示“笔尖宽度 ”滑块。

羽化 选择笔尖宽度按钮可显示 “羽化 ”滑块。拖动羽化滑块可设置画笔的模糊

半径。您还可以右键单击图像以显示“笔尖宽度和羽化”滑块。或者，您也

可以在按住 SHIFT的同时使用鼠标滚轮调整羽化半径时，用虚线圆圈表

示。

间距 拖动间距滑块可设置每个画笔段之间的距离。此滑块指定笔尖宽度大小

的百分比，用于确定笔触的显示平滑度或波动率。

使用自动间距：选中使用自动间距复选框可允许 ACDSee 根据笔尖宽度

和羽化设置选择间距百分比，这将创建平滑的笔触。

填充 选中填充复选框可使用所选颜色填充绘制的图形。

阻光度 拖动阻光度滑块可指定画笔笔触的透明度。

混合 从“混合”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以影响绘制时画笔笔触与图像的混

合方式。

3. 在图像上拖动以进行绘制。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将文本添加到图像

在“编辑”模式下，您可以使用 “添加文本”工具将具有一定格式的文本添加到相片，或添加对话与思考气泡来创建卡通漫

画效果。您也可以调整文本的阻光度来创建水印效果，对于将版权信息放到相片上，这非常有用。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将文本添加到图像：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文本。

您还可以从 “滤镜 ”下拉菜单或 “滤镜 ”工具栏中访问“文本”工具。

2. 在文本字段中输入要添加的文本。

3. 在“字体”区域，指定要使用的字体、格式选项 (例如斜体、对齐 )，以及文本的颜色。拖动大小滑块来指定点的大

小，然后拖动阻光度滑块来指定文本的透明度。

4. 单击并拖动文本选取框来调整它在图像上的位置，或拖动选取框的手柄来调整它的大小。

5. 从混合模式下拉列表中，选择某个选项以指定要如何将文本混合到底层图像。

6.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择气泡文本复选框，然后按照下表介绍设置 “气泡文本”设置。请注意，其它文本效果无法应用于气泡

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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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效果、阴影以及倾斜复选框中的一项或多项来自定义文本。单击设置按钮按下表所述调整上述各

个选项的设置。

7.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应用将文本添加到图像，并保持“文本”工具处于打开状态，以便添加更多文本。“文本 ”工具创建一

个新的空白选取框，您可以返回上表中的步骤 3。

单击完成将文字添加到图像上，并退出工具。如果仍有空白选取框打开，则会丢弃它。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退出工具。

“添加文本 ”选项

气泡文本设置 对话 将文本包围在具有卡通漫画效果的带圆圈状根部的文本

气泡内。

思考 将文本包围在具有卡通漫画效果的带圆圈状根部的文本

气泡内。

根部角度 指定文本气泡根部的方向。拖动箭头可以调整角度。

厚度 指定文本气泡边框的厚度。

长度 指定文本气泡根部的长度。

填充 指定文本气泡的背景颜色。单击箭头以选择颜色。

边框 指定文本气泡边框的颜色。单击箭头以选择颜色。

效果设置 效果 指定要应用于文本的效果。每种效果都有不同的选项来

控制其外观。拖动滑块以调整文本的外观。

阴影设置 距离 指定阴影与文本之间的距离。数值越高，阴影越远，文本

也就显得越高。

如果阴影被切断，或带有明显的边缘，则可能需要增加文

本框的大小。

模糊 指定要应用于阴影的模糊量。过于清晰的阴影要比模糊

一些的阴影看起来缺少真实感。

阻光度 指定阴影投射到图像上的明暗程度。

角度 指定想象中的产生阴影的光源的方向。拖动箭头来调整

角度 — 请注意，这也会调整文本倾斜的阴影。

倾斜设置 倾斜 指定每个字母边缘的倾斜程度。数值越高，文本就越圆

润、平滑。

强度 指定文本上最高点与最低点的差异。数值越高的文本中

的平直部分与倾斜边缘的差异就越大。

仰角 指定想象中的产生倾斜阴影效果的光源高度。数值越低

则文本上的阴影就越长，数值越高光线效果就越直接，阴

影也就越短。

角度 指定想象中产生倾斜效果的光源方向。拖动箭头来调整

角度 — 请注意，这也会调整阴影的角度。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将水印添加到图像

您可以使用 “水印 ”工具给相片添加水印。您可以将水印移动到相片中的任何位置。您也可以更改水印的阻光度，并将水

印融入图像之中。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在给相片添加水印之前，您将需要创建水印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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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图像添加水印：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水印。默认情况下，水印显示在相片的中心。

您还可以从 “滤镜 ”下拉菜单或 “滤镜 ”工具栏中访问“水印”工具。

2. 单击浏览，选择水印，然后单击打开。

3. 单击并拖动水印可以在图像上的任何位置重新放置它，或单击中间快速将水印图像放置到中间。

4. 拖动选取框手柄以调整水印图像的大小。

5. 如果希望在调整水印图像大小时不会扭曲它，请选择调整大小时保持纵横比。

6. 如果水印中存在 Alpha 通道，请选择应用 Alpha 通道以应用 Alpha 通道。

(只有 TIF 与 ICO 水印文件才会有 alpha 通道。)

7. 选择应用透明度使水印中的某种颜色变为透明。

默认颜色是白色。您可以输入颜色的 RGB 值。如果不知道 RGB 值，请在“编辑”面板上将鼠标移动到水印预览略

图的上方，然后单击您希望它成为透明的那个颜色。

8. 从混合模式下拉列表中，选择选项来指定要如何将水印混合到底层图像。

9. 拖动阻光度滑块以指定水印的透明度。

10.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应用将水印添加到图像，并保持打开“水印”工具。

单击完成将水印添加到图像上，并退出工具。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退出工具。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单击重设可清除更改并重设为默认设置。如果已保存更改，则无法重设设置。

添加边框

您可以使用 “边框 ”工具将一个或多个边框与边缘效果添加到图像。您可以设置边框的每条边的大小、更改边框的颜色和

纹理，或通过单击图像中的相应颜色从图像中选择颜色。

边缘与纹理库便于您开始使用，您也可以将自己的纹理或边缘保存到 ACDSee 文件夹，它们会出现在库中供您使用。

您也可以使用“边缘模糊 ”来使边缘更柔和，或是将图像与背景纹理相混合。您还可以使用“阴影”与“突起”边缘效果给图

像添加第三个维度。

结合使用多个边框与边缘效果可以增添相片的美感、增强对比度以及强化颜色。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将边框添加到图像：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边框。

您还可以从 “滤镜 ”下拉菜单或 “滤镜 ”工具栏中访问“边框”工具。

2. 根据下面的 “边框 ”选项中的描述，选择边框的大小、颜色、纹理、边缘或边缘效果，以创建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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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以应用更改并关闭“边框”工具。

单击取消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4. 要添加其它边框，请重新启动边框工具并重复上述步骤。

单击重设可清除更改并重设为默认设置。如果已保存更改，则无法重设设置。

“边框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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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管 在您单击图像时选取光标下的颜色。边框会更改为所单击的颜色，此

颜色会同时显示在 “边框 ”窗格的“颜色”框中，以便您在打开“颜色”对
话框时可以调整它。

使用纹理时，滴管不可用。

边框 大小 同时设置边框的所有边的大小。左右拖动滑块可以调

整边框的宽度。您也可以通过输入其它数字或使用上

下箭头来更改边框的大小。

“大小”字段下方的文本显示图像添加边框之后的最

终大小。最终大小会随着边框大小的调整而动态更

改。

高级大小控

件

打开一个弹出的高级大小控件。通过使用滑块、上下

箭头键或是输入数字，可以单独设置边框的每条边的

大小。例如，您可以将底框设置得大一些，为版权信

息留出空间。单击 “大小 ”滑块旁边的箭头可以打开高

级大小控件菜单。

“颜色”框 在选择颜色单选按钮后激活。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图像中的相应颜色将边框设为该颜色。

单击的颜色会出现在“颜色”框中。

单击 “颜色 ”框中间的颜色可打开“颜色”对话

框，在这里可以按多种方式调整颜色。

单击框旁边的下拉箭头，以悬浮方式在快速

着色框上移动，直至找到喜欢的颜色。单击

快速着色框内部时，所选的颜色便会出现在

“颜色”框中，并且边框也会更改为所选的颜

色。

“纹理”框 在选择纹理单选按钮后激活。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侧面的箭头可打开纹理库，并查看要选

择的纹理的略图。

单击前进与后退箭头可一次浏览一种纹理，

而不打开纹理库。

边缘 直线 将边框的边缘设为直线。

不规则 在选择不规则单选按钮后激活。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侧面的箭头可打开边缘库，并查看要选

择的边缘的略图。

单击前进与后退箭头可一次浏览一种边缘，

而不打开边缘库。

边缘模糊 将模糊效果应用于边框内的图像的边缘。向右拖动滑

块增大模糊程度，或向左移动滑块降低模糊程度。

边缘效果 阴影 给图像添加阴影，使之似乎浮在纸面上。阴影出现在

图像后面，并且位于图像与边框之间。您可以调整模

糊效果在阴影的边缘上的深度，也可以调整阴影的透

明度，透明度影响边框透过阴影的显示程度。您也可

以通过拖动 “光源 ”球中的辉光来更改假想光源的方

向。

模糊：拖动滑块可调整阴影边缘的模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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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光度：拖动滑块可调整阴影的透明度。

突起 将突起边缘添加到图像，使图像看起来高出边框，从

而产生三维外观。突起效果应用于图像，并且位于图

像与边框之间。您可以通过拖动 “光源 ”球中的辉光来

更改突起边缘的假想光源的方向。您也可以通过以下

方式来调整突起边缘的大小、强度以及颜色：

大小：向右拖动滑块可增加突起边缘的大小，

使之看起来更高。大小值越大，效果越圆润。

强度：向右拖动滑块可增强突起边缘的三维

效果。

彩色：选择此选项可对突起边缘应用边框颜

色。

光源 在单击“阴影”或 “突起 ”复选框后激活。单击并拖动球上的辉光，可重

新设置“阴影”或 “突起 ”边缘效果的三维效果的假想光源的位置。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添加自己的纹理或边缘

您可以将自定义纹理与边缘添加到“边框”工具中的库。如果制作了自已的边缘或纹理，或是从 Internet 上获取了边缘或

纹理集，则可以将它们添加到纹理库与边缘库。您也可以从库中删除现有的文件，以便给其它文件腾出空间。

纹理或边缘必须采用以下文件格式与扩展名：

BMP

EMF

GIF

JPG

GIF

PNG

TIF

纹理

纹理采用平铺方式，因此使用能够无缝平铺的图像至关重要。文件按各自的完全分辨率使用，不会进行放大或缩小。例

如，如果纹理图像是 100 x 100 像素，并且要创建的带边框图像是 1000 x 1000 像素，则纹理文件将平铺 10 次。如果

使用的纹理文件是 1000 x 1000 像素，则整个边框只需要将纹理平铺一次。

要将自己的纹理添加到纹理库：

1. 在 ACDSee 中，关闭“边框”工具 (如果已打开 )。

2. 将您的纹理文件复制并粘贴到此文件夹中：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ACD Systems\borders\textures

3. 在“管理”模式下，选择要使用的图像，然后单击工具 | 编辑。

4. 在“添加”组中，单击边框。

5. 选择 “纹理 ”单选按钮，然后单击纹理框右侧的箭头，以打开纹理库。

此时会显示各纹理的略图供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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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

边缘文件是根据图像调整过大小的灰度图像。图像文件可以透过边缘文件中的任何白色区域显示，但不能透过任何黑色

区域显示。边缘文件中的灰色调像素根据相对阻光度显示，具体取决于像素同黑色与白色的接近程度 (也就是说，灰色

像素越暗，通透性越差 )。

要将自己的边缘添加到边缘库：

1. 在 ACDSee 中，关闭“边框”工具 (如果已打开 )。

2. 将您的边缘文件复制并粘贴到此文件夹中：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ACD Systems\borders\edges

3. 在“管理”模式下，选择要使用的图像，然后单击工具 | 编辑。

4. 在“添加”组中，单击边框。

5. 选择不规则单选按钮，然后单击边缘框右侧的箭头，以打开边缘库。

此时会显示各边缘的略图供您选择。

如果打开已经应用边框的图像，将对该图像应用另一个边框。

添加晕影

您可以使用 “晕影 ”效果在主题 (如人物或花束 )周围添加边框。您可以更改相片的焦点。您还可以控制边框的外观。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应用“晕影”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晕影。

您还可以从 “滤镜 ”下拉菜单或 “滤镜 ”工具栏中访问“晕影”工具。

2.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以应用更改并关闭选项卡。

单击取消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关闭选项卡。

单击重设可清除更改并重设为默认设置。如果已保存更改，则无法重设设置。

“晕影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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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指定水平轴上相片的焦点。值为 500 时，将中心放到相片的中间。

垂直 指定垂直轴上相片的焦点。值为 500 时，将中心放到相片的中间。

空白区域 指定相片焦点周围空白区域的大小。将滑块向左拖动可降低清晰区的大小。向右拖动滑块

以增加空白区域的大小。

过渡区域 指定空白区域与边框之间过渡区域的宽度。向左拖动滑块以缩窄过渡区域。向右拖动滑块

以拉宽过渡区域。

拉伸 水平拉伸晕影使形状成为椭圆而非圆形。

形状 指定边框的形状：

圆形：如果希望边框是圆的，请选择“圆形”。

矩形：如果希望边框是方的，请选择“矩形”。

显示轮廓 如果希望显示轮廓来指出空白区域的外缘与边框的内缘，请选择显示轮廓。

边框 对焦点周围的晕影边框区域应用以下特殊效果：

颜色：将边框区域的颜色更改为从颜色选取器中选择的颜色。

饱和度：去除晕影边框中人物或物体的颜色，使它们成为灰度图像。

模糊：模糊晕影边框区域。

云彩：对边框区域应用“云彩”效果。

边缘：通过使用霓虹颜色勾勒人物或物体的线条与细节来应用“边缘”效果。

辐射波：在边框区域中创建始于焦点的辐射波。

辐射模糊：创建“辐射模糊”以便旋转并拉伸边框区域。

缩放模糊：对边框区域应用“缩放模糊 ”。

粉笔边缘：通过使用粉笔勾勒人物或物体的线条与细节来应用“粉笔边缘 ”效果。

涂鸦：给焦点周围的人物或物体添加涂鸦效果。

像素化：对边框应用像素效果。

老化：对边框应用老化效果使其看起来像旧相片。

发光边缘：对边框区域中的所有粗线条应用发光边缘。

波纹：给边框添加波纹，使其看起来像从焦点区域向外散开的液体波纹。

边框设置 “边框”下拉列表中显示的设置随所选边框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如果在边框下拉列表中选

择颜色，则将显示颜色选取器，您可以为晕影选择颜色。同样，如果从边框下拉列表中选

择模糊，则将显示一个滑块，您可以使用它来更改相片周围的模糊量。对于某些选项，如

边缘，没有可应用的设置。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添加移轴效果

您可以使用 “移轴 ”效果来强调照片中的特定主题，或使照片看起来像微缩景观。

要使用“移轴”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移轴。

您还可以从 “滤镜 ”下拉菜单或 “滤镜 ”工具栏中访问“移轴”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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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移轴”面板上，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移轴 ”选项

使用图像上的参考线放置效果。内框表示焦点转换为模糊的点。外框出现完全模糊。移动框可定义效果的起始或结

束处。按住 Shift 键的同时定位效果可锁定到最近的 45° 角，以获得平直效果。

模糊 在“模糊”下拉菜单中，选择想要的模糊类型。

镜头模糊

高斯模糊

有关更多信息，参见模糊类型。

数量 指定应用的模糊量。

散景频率 指定散景形状的出现频率。

散景亮度 指定散景形状的显示亮度。

散景面 指定散景形状将具有的面数。

饱和度 将滑块向右拖动可增强效果。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关于特殊效果滤镜

您可以使用滤镜将独特的效果添加到图像。ACDSee 包含 40 多种特殊效果滤镜，如“十字阴影 ”、“铅笔画 ”以及 “曝光过

量”。

要访问特殊效果滤镜：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如需有关每种效果的详细信息，请单击帮助按钮以查看特定于该种效果的 “帮助 ”文件页面。

应用“百折帘”效果

“百折帘”效果将图像分割成条状，使之变成类似于透过浴室中常见的保密玻璃所看到的样子。您可以选择或更改 “百折

帘”选项，以将此效果应用到图像。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应用“百折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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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百折帘。

3. 拖动窗条宽度滑块以设置窗条的宽度。窗条越细，图像会扭曲得越厉害。

4. 在“窗条方向”区域，选择以下选项之一，以指定图像中窗条的方向：

垂直

水平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百叶窗”效果

使用 “百叶窗”效果将图像分割成条状，看上去就像软百叶窗或垂直百叶窗一样。可以自定义想要添加到图像的叶片特

性。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应用“百叶窗”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百叶窗。

3. 在“百叶窗 ”面板上，设置下述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百叶窗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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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 指定叶片的宽度。输入介于 1 到 1000 之间的数字，或拖动滑块来调整每个叶片的宽度。

随着数值的增加，叶片的宽度也增加。

阻光度 指定叶片的阻光度。输入介于 1 到 99 之间的数字，或拖动滑块来调整百叶窗的阻光度。

阻光度越高，图像就越模糊。

角度 指定叶片的角度。输入介于 1 到 360 之间的数字，或拖动箭头来调整角度。

叶片颜色 指定叶片的颜色。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蓝钢”效果

您可以使用 “蓝钢 ”效果使图像呈现时尚的蓝色色调。

要应用“蓝钢”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蓝钢。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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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Bob Ross效果

您可以使用 Bob Ross 效果使图像呈现油画的外观。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对相片应用 Bob Ross 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 Bob Ross。

3. 在 Bob Ross 面板上，如下表所述设置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Bob Ross 选项

画笔大小 拖动画笔大小滑块可指定效果中的笔触宽度。数值越高，笔触就越宽。

覆盖范围 拖动覆盖范围滑块可指定相片“油画布 ”上油漆的数量或密度。

油漆厚度 拖动油漆厚度滑块可指定油漆的三维显示方式。

色彩度 拖动色彩度滑块可指定图像中的颜色量。

背景颜色 图像 启用图像复选框可使用图像中的颜色作为添加至相片的笔触后的背景色。

要使用不同的背景色，禁用图像复选框并从颜色下拉菜单中选择一种新颜

色。

随机 指定涂鸦的随机放置情况。在图像上应用 Bob Ross 效果时，ACDSee 会随

机放置涂鸦。这样每次应用滤镜时，涂鸦都不一样。要生成新的涂鸦随机

放置，单击 “随机 ”。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凸出”效果

使用 “凸出 ”效果对图像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拉伸或收缩。您可以自定义扭曲的强度、直径以及位置。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应用“凸出”效果：



ACDSee Photo Studio Standard 2019

Page 161 of 289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凸出。

3. 在“凸出”面板上，设置下述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凸出与凹陷 ”选项

水平位置 指定沿水平轴的扭曲中心。较小的数值将扭曲的中心移向图像的左侧，较大的数值则将中

心移向图像的右侧。

垂直位置 指定沿垂直轴的扭曲中心。较小的数值将扭曲的中心移向图像的底部，较大的数值则将中

心移向图像的顶部。

半径 指定扭曲区域的半径。较小的数值会缩小扭曲的半径，较大的数值则会增加扭曲的半径。

强度 指定扭曲强度。数值为负数表示凹陷，反之则表示凸出。

背景颜色 指定过滤的图像的背景颜色。

选择图像复选框以使用原始图像颜色，或单击颜色选取器以选择一种不同的颜色。

凸出方向 指定扭曲方向。从下面一个选项，或同时选择下面两个选项：

水平：沿水平方向变形。

垂直：沿垂直方向变形。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卡通”效果

您可以使用 “卡通 ”效果使图像呈现素描外观。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应用“卡通”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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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卡通”面板上，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卡通 ”选项

阴影强度 指定图像中阴影的强度。数值越高，应用于图像的阴影就越浓。

阴影半径 指定阴影的散布范围。

阴影阈值 指定图像中的边缘必须有多尖锐才能应用阴影。如果指定较高的值，相片中会有更多

的边缘添加阴影。

平滑度 控制相似颜色间过渡的平滑程度。

轮廓细节 指定以黑色勾勒出的细节量。

轮廓强度 指定应用的黑色轮廓的强度。

伪影抑制 删除小细节 防止小细节以黑色勾勒出来，使图像看起来

更像卡通。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童年”效果

您可以使用 “童年 ”效果使图像呈现梦幻、怀旧的外观。

要应用“童年”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童年。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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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拼贴画”效果

可以使用“拼贴画 ”效果创造性地将一张相片分解为许多相片。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使用“拼贴画”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拼贴画。

3. 拖动滑块以设置相片的数量与大小。

4. 通过单击下拉箭头以显示颜色渐变来选择背景颜色，或单击颜色框以显示用于从中进行选择的样本对话框。

5. 如果要重新布置这些相片，请单击随机。

6.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7. 单击退出以退出“特殊效果”，然后返回“滤镜”菜单。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彩色边缘”效果

您可以使用 “彩色边缘”效果来描绘图像中人或物的线条与细节。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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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应用“彩色边缘”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彩色边缘。

3. 在“彩色边缘”面板上，设置下述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彩色边缘 ”选项

强度 指定添加到图像边缘上的颜色的浓度。数值越高，应用于图像的线条颜色就越浓。

边缘颜色 指定边缘的颜色。

边缘检测 指定边缘检测算法。该算法控制用于检测边缘与边缘指示器方向的公式。

模糊 模糊图像中的边缘。选择使用模糊滤镜复选框，然后选择模糊设置来确定边缘的模糊程

度。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等高线”效果

您可以使用 “等高线”效果在图像上绘制等高线，以营造卡通效果。选择或更改圆角、线条频率、颜色与强度设置，以应用

到图像。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应用“等高线”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等高线。

3. 在“等高线 ”面板上，设置下述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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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等高线 ”选项

圆角 指定等高线的弯曲度。数值越高，线条就越圆。

线条频率 指定等高线的间隔量。数值越高，线条靠得就越近。

强度 指定线条强度。数值越高，线条就越暗。

线条颜色 指定等高线的颜色。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粉笔画”效果

您可以使用 “粉笔画”效果给图像一种粉笔画的感觉。

要使用“粉笔画”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粉笔画。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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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十字阴影”效果

您可以使用 “十字阴影”效果将十字阴影线添加到图像上。

要使用“十字阴影”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十字阴影。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涂鸦”效果

您可以使用 “涂鸦 ”效果使图像看上去就像使用涂鸦板绘制的一样。选择或更改想要应用到图像的效果设置，如强度、频

率等。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使用“涂鸦”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涂鸦。

3. 在“涂鸦”面板上，设置下述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涂鸦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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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 指定应用于每个涂鸦的颜色浓度。

频率 指定添加到图像上的涂鸦数。

背景颜色 指定经过滤镜处理后图像的背景颜色。

选择图像复选框以使用原始图像颜色，或单击颜色选取器以选择一种不同的颜色。

随机 指定涂鸦的随机放置情况。

在图像上应用“涂鸦”效果时，ACDSee 随机放置涂鸦。这样每次应用滤镜时，涂鸦都不一

样。您可以定义一个特定的随机参数来产生完全相同的涂鸦。

要生成新的随机参数，请单击随机。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戏剧性”效果

您可以使用 “戏剧性”效果通过大幅改变特定区域的对比度，使您的图像看起来更具戏剧性和情绪化。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应用“戏剧性”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戏剧性。

3. 在“戏剧性 ”面板上，设置下述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戏剧性选项

强度 指定要应用的对比度的强度。

散布 指定效果在照片细节上的散布范围。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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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边缘检测”效果

您可以使用 “边缘检测”效果给图像创建高亮轮廓。在创建黑色图像之后，此效果在色差明显的位置使用彩色线条勾勒出

图像细节。原始图像中的色差越大，轮廓线的颜色就越明亮。(“Sobel 算子”效果类似于“边缘检测”效果，但能产生更清

晰明亮的轮廓。)

要使用“边缘检测”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边缘检测。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浮雕”效果

您可以使用 “浮雕 ”效果给图像添加灰度浮雕。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将图像变成浮雕：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浮雕。

3. 在“浮雕”面板上，设置下述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浮雕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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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角 指定照射在图像上的光源的仰角。数值越小则阴影越多，图像也更暗。数值越大则阴影越

少，图像就更亮。

深浅 指定添加到图像上浮雕量。数值越大，浮雕越深。

方位 指定从图像细节的边缘往远处投射的阴影的角度。数值为 0 表示从右至左添加阴影，数

值为 180 表示从左至右添加阴影。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毛发边缘”效果

您可以使用 “毛发边缘”效果将毛发与刚毛添加到图像中人、物的线条与细节上。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使用“毛发边缘”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毛发边缘。

3. 在“毛发边缘”面板上，设置下述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毛发边缘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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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 指定在图像上添加多少毛发。设置的数值越高，应用于图像上的毛发就越浓密。

阈值 指定在应用毛发之前边缘需要有多大的清晰度。此数值减小时，添加毛发的区域就变大。

毛发长度 指定每撮毛发的长度。随着数值的增加，每撮毛发的长度也增加。

变化 指定毛发在多大程度上沿着“毛发方向 ”设置所指定的方向生长。数值越高，毛发生长方向

的随机性就越高。

毛发方向 指定毛发生长的一般方向。

边缘检测 指定边缘检测算法。该算法控制用于检测边缘与边缘指示器方向的公式。

背景颜色 指定经过滤镜处理后图像的背景颜色。选择图像复选框以使用原始图像颜色，或单击颜色

选取器以选择一种不同的颜色。

毛发颜色 指定毛发的颜色。选择图像复选框以使用原始图像颜色，或单击颜色选取器以选择一种不

同的颜色。

随机 指定毛发的随机放置情况。

给图像应用 “毛发边缘”效果时，ACDSee 会随机放置毛发。这使得每次应用此滤镜时毛发

的位置都不同。您可以定义一个特定的随机参数来生成相同的毛发模式。

要生成新的随机参数，请单击随机。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发光边缘”效果

您可以使用 “发光边缘”效果来描绘图像中人或物的线条与细节。彩色的线条与细节看起来像是发光那样。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应用“发光边缘”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发光边缘。

3. 在“发光边缘”面板上，设置下述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发光边缘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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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 指定添加到图像边缘上的颜色的浓度。数值越高，应用于图像的颜色就越浓。

颜色 指定边缘的颜色。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花岗岩”效果

您可以使用 “花岗岩”效果，使图像看上去像画在岩壁上。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使用“花岗岩”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花岗岩。

3. 在“花岗岩 ”面板上，设置下述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花岗岩 ”选项

光线角度 指定想象中的光源照射到图像上方向。拖动箭头可以调整角度。不同的光线角度将更改岩

石峰谷上的高光与阴影。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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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Lomo效果

模拟 lomo 相机的复古效果。使用 lomo 相机拍摄的相片具有高对比度、金色色调与显著的晕影。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使用 Lomo 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 Lomo。

3. 向右拖动“颜色扭曲”滑块以增加颜色扭曲。

4. 向右拖动“晕影强度”滑块以增加晕影强度。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6. 单击退出以退出“特殊效果”，然后返回“滤镜”菜单。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镜像”效果

您可以使用 “镜像 ”效果，沿横轴或纵轴来反射图像。选择或更改 “镜像 ”选项 (包括镜像轴和方向 )，以将镜像效果应用到

图像。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应用“镜像”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镜像。

3. 在“镜像”面板上的“镜像方向 ”区域，选择以下选项之一来表示希望对图像使用镜像效果的方向：

水平

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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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拖动镜像轴滑块，以调整镜像的位置。值为 500 时，在图像中间放置镜像。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负片”效果

您可以使用 “负片 ”效果创建图像负片。您还可以将 “负片 ”滤镜应用于从胶卷扫描的负片，以产生正片图像。

要创建图像负片：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负片。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油画”效果

您可以使用 “油画 ”效果使图像呈现油画的外观。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从相片上创建油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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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油画。

3. 在“油画”面板上，拖动画笔宽度滑块来指定效果中的画笔宽度。数值越高，画笔就越宽。

4. 拖动偏差滑块，以指定每个笔画的颜色差异。数值越高，每个笔画中使用的颜色就越多。

5. 拖动鲜艳滑块来调整图像中颜色的浓淡。

6.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老化”效果

您可以使用 “老化 ”效果使图像呈现出复古外观。(“老化 ”效果与“深褐色”效果相似，但能产生更真实的岁月痕迹。)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应用“老化”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老化。

3. 在“老化”面板上，设置下述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老化 ”选项

年代 指定效果浓度或程度。(数目不对应于相片呈现的年代如何久远。)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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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 Orton效果

可使用 Orton 效果创建漂亮的印象派图像。Orton 效果模拟一种将两个图像夹在一起的暗房技术，其中一个图像略有失

焦，并且两个都稍微曝光过度。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使用 Orton 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 Orton。

3. 拖动 “模糊 ”、“对比度 ”与“亮度”滑块以调整各效果。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5. 单击退出以退出“特殊效果”，然后返回“滤镜”菜单。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轮廓”效果

“轮廓”类似于“边缘检测”效果。您可以使用“轮廓”效果给图像创建高亮轮廓。不过，通过使用 “轮廓 ”效果，您可以控制轮

廓的厚度、边缘是否加轮廓以及带轮廓的图像后面显示的颜色。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使用“轮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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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轮廓。

3. 在“轮廓”面板上，设置下述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轮廓 ”选项

线条宽度 指定效果中轮廓的宽度。数值越高，轮廓就越宽。

阈值 指定边缘必须有多尖锐才能添加轮廓。如果指定较高的值，相片中会有更多的边缘添加轮

廓。

背景颜色 指定经过滤镜处理后图像的背景颜色。单击颜色选取器以选择一种不同的颜色。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铅笔画”效果

您可以使用 “铅笔画”效果从图像中创建铅笔画效果。

要从图像中创建铅笔画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铅笔画。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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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像素爆炸”效果

您可以使用 “像素爆炸”效果使图像的像素从中心点向四周爆炸。选择或更改“像素爆炸”设置 (如强度和方向 )，以将此效

果应用到图像。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使用“像素爆炸”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像素爆炸。

3. 在“像素爆炸”面板上，设置下述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像素爆炸 ”选项

水平中心 指定水平轴上爆炸的中心点。值为 500 时，将在图像中间爆炸。

垂直中心 指定垂直轴上爆炸的中心点。值为 500 时，将在图像中间爆炸。

强度 指定爆炸的强度。数值越大，图像的像素爆炸就越猛烈。

爆炸方向 指定爆炸的方向。选择以下一个选项，或同时选择这两个选项：

水平爆炸：像素朝向图像的左右两侧爆炸。

垂直爆炸：像素朝向图像的上下两侧爆炸。

随机 指定像素的随机放置情况。

给图像应用 “像素爆炸”效果时，ACDSee 随机放置像素。这使得每次应用此滤镜时，图像

像素都不同。您可以定义特定的随机参数来产生相同的像素模式。

要生成新的随机参数，请单击随机。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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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像素化”效果

像素是数字图像的最小单元，按照行与列进行排列。降低图像的分辨率时，像素会变大，进而产生模糊效果。您可以使用

“像素化”效果来增加图像中像素的大小。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应用“像素化”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像素化。

3. 在“像素化 ”面板上，拖动宽度与高度滑块，以设置图像的像素大小。选择方形复选框，使长度与宽度相等。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多色调分色”效果

您可以使用 “多色调分色 ”效果来降低图像的亮度级别。选择或更改“多色调分色”选项，以将此效果应用到图像。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应用“多色调分色”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多色调分色。

3. 在“多色调分色”面板上，拖动亮度级别滑块来调整图像颜色的变化。值越低，图像中使用的颜色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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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紫雾”效果

您可以使用 “紫雾 ”效果使图像呈现超级复古的紫色色调。

要应用“紫雾”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紫雾。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辐射波”效果

您可以使用 “辐射波”效果从相片的中点显示辐射的波浪。您可以更改相片的中心点，也可以控制波浪的外观。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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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应用“辐射波”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辐射波。

3. 在“辐射波 ”面板上，设置下述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辐射波 ”选项

水平位置 指定沿水平轴的波浪中心。值为 500 时，波浪位于图像的中央。

垂直位置 指定沿垂直轴的波浪中心。值为 500 时，波浪位于图像的中央。

振幅 指定每个波浪的深度与高度。

波长 指定波浪之间的距离。

光线强度 指定每个波浪的顶部与底部之间的光线量对比。

背景颜色 指定经过滤镜处理后图像的背景颜色。选择图像复选框以使用原始图像颜色，或单击颜色

选取器以选择一种不同的颜色。

波浪方向 指定波浪的方向。选择以下一个选项，或同时选择这两个选项：

水平波浪：使波浪朝着图像的左右两侧移动。

垂直波浪：使波浪朝着图像的上下两侧移动。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雨水”效果

您可以使用 “雨水 ”效果使相片看上去像是在雨中拍摄的一样。控制雨量大小、雨水角度和强度以及雨水的其它特性。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给相片应用雨水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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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雨水。

3. 在“雨水”面板上，设置下述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雨水 ”选项

强度 指定雨滴的长度。向右拖动滑块来增加长度。

阻光度 指定雨滴的透明度。输入介于 0 到 100 之间的数字，或拖动滑块来调整雨滴的阻光度。阻

光度越高，图像就越模糊。

数量 指定雨滴的数量。

角度偏差 指定雨滴的角度。输入介于 0 到 50 之间的数字，或拖动箭头来调整角度。

强度偏差 指定雨滴的长度应有多大的变化。如果希望雨滴具有相似的长度，向左拖动滑块。如果希

望雨滴长度有许多变化，向右拖动滑块。如果让雨滴长度变化多端，它们看起来会显得比

较真实。

背景模糊 指定相片的模糊程度。大雨会阻挡视线。使用此选项来模糊相片，使雨水效果看上去更加

自然。

角度 指定雨滴下落的角度。

颜色 指定雨滴的颜色。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波纹”效果

您可以使用 “波纹 ”效果将图像分隔成多个同心圆圈，类似于向水中丢一块石子所产生的波纹。选择或更改 “波纹 ”设置

(如方位、强度等 )以应用至图像。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应用“波纹”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波纹。

3. 在“波纹”面板上，设置下述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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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波纹 ”选项

水平位置 指定沿水平轴的波纹中心。值为 500 时，波纹位于图像的中央。

垂直位置 指定沿垂直轴的波纹中心。值为 500 时，波纹位于图像的中央。

振幅 指定每个波纹的深度与高度。

波长 指定波纹之间的距离。

光线强度 指定每个波纹的顶部与底部之间的光线量对比。

背景颜色 指定经过滤镜处理后图像的背景颜色。选择图像复选框以使用原始图像颜色，或单击颜色

选取器以选择一种不同的颜色。

波纹方向 指定波纹的方向。选择以下一个选项，或同时选择这两个选项：

垂直波纹：使波纹朝着图像的上下两侧移动。

水平波纹：使波纹朝着图像的左右两侧移动。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分散拼块”效果

您可以使用 “分散拼块”效果将图像分解成平铺、分散或堆叠式的拼块。选择或更改“分散拼块”选项，以将此效果应用到

图像。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应用“分散拼块”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分散拼块。

3. 在“分散拼块”面板上，设置下述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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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拼块 ”选项

拼块大小 指定拼块的大小。

分散量 指定拼块从原始位置的偏移程度。

背景颜色 指定背景的颜色。单击颜色选取器以选择一种不同的颜色。

随机 指定拼块的随机放置情况。

给图像应用 “分散拼块”效果时，ACDSee 随机放置拼块。这样每次应用此滤镜时，得到的

效果都不相同。您可以定义特定的随机参数以生成完全相同的拼块模式。

要生成新的随机参数，请单击随机。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深褐色”效果

您可以使用 “深褐色”效果使图像呈现复古外观。(“老化 ”效果与“深褐色”效果相似，但能产生更真实的岁月痕迹。)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将深褐色调添加到图像上：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深褐色。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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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七十年代”效果

您可以使用 “七十年代”效果使图像呈现复古的外观。

要应用“七十年代”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七十年代。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金属板”效果

您可以使用 “金属板”效果使图像呈现金属板压痕。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应用“金属板”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金属板。

3. 在“金属板 ”面板上，设置下述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金属板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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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角 指定压痕边缘的弯曲度。

细节 指定压痕的精细程度。

角度 指定金属板上纹理的角度。

金属颜色 指定金属板的颜色。

方向 指定操纵金属板的方向。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凹陷：从图像上方对金属进行压印。

凸起：从图像下方对金属进行压印。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错位”效果

您可以使用 “错位 ”效果将图像分割成条状，并将它们按随机的方向错开。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应用“错位”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错位。

3. 在“错位”面板上，设置下述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错位 ”选项

强度 指定条与条之间错开的程度。

宽度 指定每条的宽度。

角度 指定各条的角度。

背景颜色 指定经过滤镜处理后图像的背景颜色。选择图像复选框以使用原始图像颜色，或单击颜色

选取器以选择一种不同的颜色。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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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倾斜”效果

您可以使用 “倾斜 ”效果使相片倾斜。例如，您可以使用“倾斜”效果通过将相片的顶部推向左侧、底部推向右侧来扭曲相

片。类似地，您可以使用 “倾斜 ”效果将相片的左侧向上推，将相片的右侧向下推。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应用“倾斜”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倾斜。

3. 在“倾斜”面板上，设置下述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倾斜 ”选项

数量 指定倾斜度。

支点 指定倾斜的中心。向左拖动滑块将倾斜的中心放置到接近相片的底部。向右拖动滑块将倾

斜的中心放置到接近相片的顶部。

背景颜色 指定经过滤镜处理后图像的背景颜色。单击颜色选取器以选择一种不同的颜色。

倾斜方向 指定倾斜的角度：

水平：选择 “水平 ”将相片的顶部或底部推向左侧或右侧。

垂直：选择 “垂直 ”将相片的左侧或右侧向上或向下推。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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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Sobel算子”效果

您可以使用 “Sobel 算子 ”效果给图像创建高亮轮廓。在创建黑色图像之后，此效果在色差明显的位置使用彩色线条勾勒

出图像细节。原始图像中的色差越大，轮廓线的颜色就越明亮。(“Sobel 算子 ”效果类似于 “边缘检测”效果，但能产生更

清晰明亮的轮廓。)

要使用“Sobel 算子”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 Sobel 算子。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曝光过量”效果

您可以使用 “曝光过量”效果模仿图像曝光过量的效果，就像胶片在冲印之前曝光了一样。选择或更改“曝光过量 ”选项，

以将此效果应用到图像。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应用“曝光过量”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曝光过量。

3. 在“曝光过量”面板上，拖动阈值滑块，以指定图像的亮度阈值。

4. 在“效果”区域，选择以下选项之一来指定希望调整哪些像素：

曝光过量：调整指定的阈值选项以上的像素。此效果会将超过阈值的任何像素替换为对应的负值。对图

像进行曝光过量处理时，较高的值设置的阈值更亮，这样颜色需要更明亮才会进行曝光过量处理。

曝光不足：调整指定的阈值选项以下的像素。此效果将阈值以下的任何像素替换为对应的负值。对图像

进行曝光不足处理时，较高的值设置的阈值更暗，这样颜色需要更暗淡才会进行曝光不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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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忧郁”效果

您可以使用 “忧郁 ”效果使图像呈现凝重或时尚的外观。

要应用“忧郁”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忧郁。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彩色玻璃”效果

您可以使用 “彩色玻璃”将图像分成随机大小与形状的碎片，让图像呈现彩色玻璃窗的外观。使用此效果的设置控制碎片

的大小与位置。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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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应用“彩色玻璃”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彩色玻璃。

3. 在“彩色玻璃”面板上，设置下述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彩色玻璃 ”选项

碎片大小 指定碎片的大小。

随机 指定碎片的随机放置情况。

给图像应用 “彩色玻璃”效果时，ACDSee 随机放置碎片。这样每次应用此滤镜时，得到的

效果都不相同。您可以定义特定的随机参数来产生相同的碎片模式。

要生成新的随机参数，请单击随机。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太阳亮斑”效果

您可以使用 “太阳亮斑”效果在图像中添加亮斑。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应用“太阳亮斑”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太阳亮斑。

3. 在“太阳亮斑”面板上，拖动水平位置与垂直位置滑块，或单击图像以设置太阳亮斑的位置。

4. 拖动亮度滑块以设置太阳亮斑的强度。



ACDSee Photo Studio Standard 2019

Page 190 of 289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应用“漩涡”效果

您可以使用 “漩涡 ”效果来旋转与拉伸图像中的人和物。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应用“漩涡”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漩涡。

3. 在“漩涡”面板上，设置下述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漩涡 ”选项

水平位置 指定沿水平轴的漩涡中心。值为 500 时，漩涡位于图像的中央。

垂直位置 指定沿垂直轴的漩涡中心。值为 500 时，漩涡位于图像的中央。

半径 指定漩涡效果的大小。

强度 指定漩涡的强度与方向。较高的值会形成顺时针漩涡，负值则形成逆时针漩涡。

焦点 指定漩涡的中心点。较高的值会将效果集中到漩涡中心，较低的值则将漩涡效果扩散到整

个图像。

背景颜色 指定经过滤镜处理后图像的背景颜色。选择图像复选框以使用原始图像颜色，或单击颜色

选取器以选择一种不同的颜色。

漩涡方向 指定漩涡的方向。选择以下一个选项，或同时选择这两个选项：

水平漩涡：漩涡朝着图像的上下两侧扩展。

垂直漩涡：漩涡朝着图像的左右两侧扩展。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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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阈值”效果

您可以使用 “阈值 ”效果来创建黑白图像。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应用“阈值”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阈值。

3. 在“阈值”面板上，设置下述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阈值 ”选项

阈值 此滑块确定黑白图像中哪些像素会变为黑色，哪些变为白色。比所选阈值亮的任何像素都

将成为白色；比该阈值暗的任何像素则将成为黑色。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地形图”效果

您可以使用 “地形图”效果将图像的细节更改为等高线。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应用“地形图”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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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地形图 ”面板上，拖动圆角滑块来调整等高线的弯曲度。

4. 拖动线条数量滑块，以指定希望添加多少条等高线。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水面”效果

您可以使用 “水面 ”效果在相片主题下方插入一片水面，并在水中显示对象的倒影。您可以控制水面在主题下方的位置。

例如，可以将水面放在人的颚下或腰下。您也可以控制波纹在水面中的样子，以及水看上去的明暗程度。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应用“水面”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水面。

3. 在“水面”面板上，设置下述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水面 ”选项

位置 指定水面在相片主题下方的位置。

振幅 指定水面中波纹的高度。向左拖动滑块以减小波纹高度及其产生的扭曲。向右拖动滑块以

增加波纹高度及其产生的扭曲。

波长 指定波纹之间的距离。向左拖动滑块以减小波纹之间的距离并增加波纹产生的扭曲。向右

拖动滑块以增加波纹之间的距离并减小波纹产生的扭曲。

透视 随着波纹离主题的距离增加而更改其大小。向左拖动滑块以增加距离主题最远的波纹大

小，并增加距离感。

光线 指定水中的光线量。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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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水滴”效果

您可以使用 “水滴 ”效果在相片表面上显示水滴。您可以控制水滴的数量与大小，以及它们在相片上的位置。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给相片应用水滴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水滴。

3. 在“水滴”面板上，设置下述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水滴 ”选项

密度 指定相片上水滴的数量。向左拖动滑块以删除水滴。向右拖动滑块以添加水滴。

半径 指定水滴的大小。向左拖动滑块使水滴变小。向右拖动滑块使水滴变大。

高度 指定水滴距相片表面的高度。向左拖动滑块以减少水滴的高度及其产生的扭曲。向右拖动

滑块以增加水滴的高度及其产生的扭曲。

随机 指定水滴的随机放置情况。

在图像上应用“水滴”效果时，ACDSee 会随机放置水滴。这样每次应用此滤镜时，得到的

效果都不相同。您可以定义特定的随机参数以产生完全相同的水滴模式。

要生成新的随机参数，请单击随机。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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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波浪”效果

您可以使用 “波浪 ”效果在相片上显示波浪。您可以更改波浪之间的距离。此距离称为波长。您也可以更改波浪的高度，

以及在相片上的角度。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应用“波浪”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波浪。

3. 在“波浪”面板上，选择或更改下述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波浪 ”选项

波长 指定波浪之间的距离。向左拖动滑块以减小波浪之间的距离并增加波浪产生的扭曲。向右

拖动滑块以增加波浪之间的距离并减少波浪产生的扭曲。

振幅 指定波浪的高度。向左拖动滑块以减小波浪高度及其产生的扭曲。向右拖动滑块以增加波

浪高度及其产生的扭曲。

角度 指定波浪的角度。输入介于 1 到 360 之间的数字，或拖动箭头来调整角度。

背景颜色 指定背景颜色。选择图像复选框以使用原始图像颜色，或单击颜色选取器以选择一种不同

的颜色。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交织”效果

您可以使用 “交织 ”效果使相片呈现像编入挂毯或篮子那样的外观。您可以控制水平与垂直条纹的宽度、条纹之间的间隙

宽度以及透过间隙显示的背景颜色。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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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应用“交织”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交织。

3. 在“交织”面板上，设置下述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交织 ”选项

条纹宽度 指定水平与垂直条纹的宽度。

间隙宽度 指定条纹的间隙宽度。

背景颜色 指定背景的颜色。单击颜色选取器以选择一种不同的颜色。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应用“刮风”效果

您可以使用 “刮风 ”效果来添加风力线，使图像中静态物体看上去就像在动一样。选择或更改设置以控制添加至图像的刮

风效果。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应用“刮风”效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刮风。

3. 在“刮风”面板上，选择或更改下述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刮风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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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 确定图像中风力线的强度。值越高，风力线就越强。

阈值 确定边缘必须有多清晰才会应用刮风效果。值越高，边缘就需要越清晰。

刮风几率 确定要在图像中放置多少风力线。

边缘检测 指定边缘检测算法。该算法控制用于检测边缘与边缘指示器方向的公式。

背景颜色 指定背景颜色。选择图像复选框以使用原始图像颜色，或单击颜色选取器以选择一种不同

的颜色。

风的颜色 指定风力线的颜色。选择图像复选框以使用原始图像颜色，或单击颜色选取器以选择一种

不同的颜色。

风向 指定风力线的角度。

随机 指定风力线的随机放置情况。

给图像应用刮风效果时，ACDSee 会随机放置风力线。这使得每次应用此滤镜时，风力线

都不一样。您可以定义特定的随机参数来产生完全相同的风力线。

要生成新的随机参数，请单击随机。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创建自定义特殊效果滤镜( 卷积效果)
您可以使用 “卷积 ”滤镜来创建自己的特殊效果，并将此效果应用到图像。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创建自定义效果滤镜：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添加”组中，选择特殊效果。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特殊效果”菜单。

2. 单击用户自定义卷积。

3. 在“用户自定义卷积”面板上，设置下述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用户自定义卷积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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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积矩阵 指定用于改变图像的公式。

在矩阵字段中输入数值来更改图像中的像素。通过使用数学公式，使图像中每个像素的颜

色值都乘以矩阵中的数字来产生某种效果。

除法系数 指定矩阵的除法系数。

在除法系数字段中，输入一个数值以便在矩阵中使用除法系数。在应用于像素之前，卷积

矩阵的乘积要除以除法系数。

补偿 指定图像的亮度。

在补偿字段中，输入数字来更改图像的亮度。补偿值添加到每个像素的 RGB 值上。正数使

图像变亮，负数使图像变暗。

清除矩阵 重设矩阵。

采样滤镜下拉菜单 加载一种采样效果作为自己创建效果的起点。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旋转图像

在“编辑”模式中，可以按照预设或自定义角度来旋转图像。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按照自定义角度旋转图像：

1. 在“编辑”模式下的“几何形状 ”组中，单击旋转。

您还可以从 “滤镜 ”下拉菜单或 “滤镜 ”工具栏中访问“旋转”工具。

2. 选择以下一个或多个选项：

选择默认的方向选项之一：

左右拖动调正滑块，直至图像看上去很平直。

单击水平或垂直按钮，并使用如下所述的工具。

如果要在调正之后裁剪图像，请选择裁剪调正的图像。

如果不希望裁剪调正的图像，请选择保留调正的图像。从填充颜色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在调正的图像后

面显示的颜色。

选择显示网格以在图像上显示网格。您会发现网格有助于您调正图像，以及了解将如何裁剪图像。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以应用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单击取消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单击重设可清除更改并重设为默认设置。如果已保存更改，则无法重设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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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 ”图标

水平 单击水平图标，然后在图像上使用光标绘制一条要设为水平线的直线。

垂直 单击垂直图标，然后在图像上使用光标绘制一条要设为垂直线的直线。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翻转图像

在“编辑”模式中，可以水平与垂直翻转图像。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翻转图像：

1. 在“编辑”模式下的“几何形状 ”组中，单击翻转。

您还可以从 “滤镜 ”下拉菜单或 “滤镜 ”工具栏中访问“翻转”工具。

2. 执行以下一项或两项操作：

选择水平翻转复选框。

选择垂直翻转复选框。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以应用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单击取消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单击重设可清除更改并重设为默认设置。如果已保存更改，则无法重设设置。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裁剪图像

您可以使用 “裁剪 ”工具来删除图像上不想要的部分，或是将图像画布缩减到特定的尺寸。

您可以将设置保存为预设值，供日后使用。

放大时，按住空格键可平移图像。

要裁剪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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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编辑”模式下的“几何形状 ”组中，单击裁剪。

您还可以从 “滤镜 ”下拉菜单或 “滤镜 ”工具栏中访问“裁剪”工具。

2. 给裁剪窗口调整大小，并将它放在要保留的图像区域上。

3. 要将图像中裁剪窗口以外的部分调暗，则向左拖动调暗裁剪区域外部滑块。向右拖动滑块可以使裁剪窗口以外

的区域变亮。

4. 单击估计新文件大小以查看裁剪后图像的大小。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以裁减图像并关闭此工具。

单击取消以退出此工具而不裁剪图像。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重新调整裁剪窗口的大小

您可以按照三种方式重新调整裁剪窗口的大小：

拖动裁剪窗口的边缘，直至获得所需的大小。

以像素、英寸、厘米或毫米为单位指定裁剪窗口的准确大小。

应用比例来限制裁剪窗口的比例。

要通过拖动调整裁剪窗口的大小：

1. 将光标放到裁剪窗口的边缘或角落，直至它变成双向箭头。

2. 将裁剪窗口的边框拖放到所需的大小。

要指定裁剪窗口的准确大小：

1. 将所需的裁剪窗口比例输入宽度与高度数字显示框。

2. 在单位下拉列表中，选择度量单位。

3. 使用点/英寸数字显示框以指定分辨率。

要限制裁剪窗口的比例：

1. 选择限制裁剪比例复选框。

2.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比例，然后选择或清除横向复选框在横向与纵向之间切换裁剪窗口。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将光标放到裁剪窗口的边缘，直至它变成双向箭头，然后将裁剪窗口的边缘拖到所需的大小。

使用宽度或高度数字显示框指定裁剪窗口一侧的尺寸。ACDSee 根据所选的比例自动调整另一侧的尺

寸。

调整图像大小

通过调整图像的像素、百分比或实际 /打印尺寸，可以调整它的大小。调整大小时，也可以选择纵横比，以及用于调整大

小改变后的图像外观的重新采样滤镜。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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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调整图像大小：

1. 在“编辑”模式下的“几何形状 ”组中，单击调整大小。

您还可以从 “滤镜 ”下拉菜单或 “滤镜 ”工具栏中访问“调整大小 ”工具。

2. 选择以下调整大小选项之一：

像素：将图像大小调整为指定的像素尺寸。

百分比：将图像大小调整为原始图像的某个百分比。

实际/打印大小：调整图像大小使之与特定的输出大小匹配。单击下拉列表来指定度量单位。

3. 如果要维持指定的宽高比，请选择保持纵横比复选框，然后从下拉列表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原始：保持原始图像的宽高比。

1 x 1：强制宽度与高度相等。

2 x 3：强制宽高比为 2:3。

3 x 2：强制宽高比为 3:2。

3 x 5：强制宽高比为 3:5。

5 x 3：强制宽高比为 5:3。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比率。在自定义纵横比对话框中，输入宽高比。

4. 从调整大小滤镜下拉列表中，选择调整大小滤镜。

5. 使用在步骤 3 中选择的调整大小选项，将新的图像尺寸输入宽度与高度数字显示框。如果选择了 “实际 /打印大

小”，请单击分辨率下拉列表，然后为输出图像选择分辨率 (以点 /英寸为单位 )。

6. 要估计输出图像的大小，请单击估计新文件大小。

7.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以应用更改并关闭“调整大小 ”工具。

单击取消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调整大小提示：

仅将图像缩小 33%、50% 或 66% 可以保持图像质量。其它比例会导致纵横比扭曲。

避免重复调整图像大小。每次调整图像大小时，图像像素的方向都会产生细微的差异。因此，重复调整图像大

小会更改图像整体的颜色与外观。如果第一次尝试调整大小时没有获得满意的结果，请单击“撤消”按钮。

避免增加图像大小。增加图像大小时，图像的像素感会更明显，产生颗粒化效果。

像素调整大小选项以及产生的效果

通过输入新的像素尺寸，您可以从“管理”模式中缩小与放大一个或多个图像的尺寸。如需有关如何使用像素尺寸调整图

像大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调整图像大小或调整多个图像的大小。

放大图像会导致图像像素化，降低图像质量。最好避免放大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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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大小”选项 “适合”选项 操作

只放大 仅限宽度 如果指定的尺寸大于图像的原始尺寸，则调整图像

大小。宽度增加到指定的值，高度按照相同的纵横

比增加。

仅限高度 如果指定的尺寸大于图像的原始尺寸，则调整图像

大小。高度增加到指定的值，宽度按照相同的纵横

比增加。

宽度与高度 如果指定的尺寸大于图像的原始尺寸，则调整图像

大小。在保持纵横比的情况下，宽度与高度增加到

与指定的值尽可能接近。

宽度或高度(最大图像) 如果指定的尺寸大于图像的原始尺寸，则调整图像

大小。在保持纵横比的情况下，宽度或高度增加到

尽可能接近指定的值，以最大限度地放大图像。

只缩小 仅限宽度 如果指定的尺寸小于图像的原始尺寸，则调整图像

大小。宽度增加到指定的值，高度按照相同的纵横

比减小。

仅限高度 如果指定的尺寸小于图像的原始尺寸，则调整图像

大小。高度减小到指定的值，宽度按照相同的纵横

比减小。

宽度与高度 如果指定的尺寸小于图像的原始尺寸，则调整图像

大小。在保持纵横比的情况下，宽度与高度减小到

尽可能接近指定的值。

宽度或高度(最大图像) 如果指定的尺寸小于图像的原始尺寸，则调整图像

大小。在保持纵横比的情况下，宽度或高度减小到

尽可能接近指定的值，以最大限度地缩小图像。

放大或缩小 仅限宽度 将图像宽度调整为指定的值，并适当调整高度以保

持纵横比。

仅限高度 将高度调整为指定的值，并适当调整宽度以保持纵

横比。

宽度与高度 按照指定的宽度与高度调整图像大小。在保持纵横

比的情况下，将宽度与高度调整到尽可能接近指定

的值。

宽度或高度(最大图像) 按照指定的宽度与高度调整图像大小。在保持纵横

比的情况下，宽度或高度调整到尽可能接近指定的

值，以放大 (或缩小 )图像尺寸。

调整图像曝光度

您可以使用 “曝光 ”工具来调整图像的曝光度、对比度以及填充光线。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调整图像曝光度：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曝光 /光线”组中，选择曝光。

您还可以从 “滤镜 ”下拉菜单或 “滤镜 ”工具栏中访问“曝光”工具。

2.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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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应用以应用更改并在其它选项卡上设置选项。

单击完成以应用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单击取消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单击重设可清除更改并重设为默认设置。如果已保存更改，则无法重设设置。

“图像曝光度 ”选项

曝光 向右拖动滑块可增加曝光，向左拖动滑块可降低曝光。

自动 单击 “自动 ”按钮可自动调整曝光色阶。

对比度 将滑块向右拖动可提高对比度，向左拖动可降低对比度。

填充光线 向右拖动滑块可增加图像中最暗区域的光线量，向左拖动滑块可减少填充光线。填充光

线可调亮图像的阴暗区域。

曝光警告 突出显示图像中曝光过度与曝光不足的区域。曝光过度的像素将变为红色，曝光不足的

像素则变为绿色。禁用时图标为灰色，启用时图标变为黄色。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调整图像色阶

您可以使用 “色阶 ”工具在图像上精确地调整对比度与亮度。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调整图像色阶：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曝光 /光线”组中，选择色阶。

您还可以从 “滤镜 ”下拉菜单或 “滤镜 ”工具栏中访问“色阶”工具。

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设置下述选项来手工调整对比度与光线色阶。

单击自动并选择菜单选项来自动地调整图像属性。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应用以应用更改。

单击完成以应用更改并关闭“色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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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取消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单击重设可清除更改并重设为默认设置。如果已保存更改，则无法重设设置。

“色阶 ”选项

通道 指定要调整的亮度或颜色通道。

阴影 指定图像的黑色点。

移动滑块或在数字显示框中输入 0 到 255 之间的数值来定义图像中最黑的区域。此数值

增大时，图像中阴暗颜色区域将变得更暗。您还可以单击箭头，自动将其设置到图像的黑

色点开始位置。

中间调 指定图像的中间调。

移动滑块或在数字显示框中输入数值以设置中间调。较高的值会使图像变亮，较低的值则

使图像变暗。您还可以单击箭头，自动将其设置到图像的中间调位置。

高光 指定图像的白色点。

移动滑块或在数字显示框中输入 0 到 255 之间的数值来定义图像中最白的区域。此数值

增大时，图像中较亮的颜色区域将变得更亮。您还可以单击箭头，自动将其设置到图像的

高光开始位置。

自动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调整对比度：自动分析并调整图像对比度。

调整颜色与对比度：分别自动分析并调整每个颜色通道，然后调整对比度。

调整颜色与亮度：自动分析并调整图像颜色与亮度。

容差：打开 “容差 ”设置对话框。为黑白色阶指定最大的裁剪百分比，然后单击确

定。ACDSee 会自动调整图像的色阶。

黑色点选取器 单击黑色点选取器，然后单击要设置为黑色点的图像区域。

中间点选取器 单击中间点选取器，然后单击要设置为中间点的图像区域。

白色点选取器 单击白色点选取器，然后单击要设置为白色点的图像区域。

使用所选滴管形状在图像中单击时，您会看到 RGB 数字会更改以反映滴管形状下方像素的 RGB 值。RGB 值代

表源像素 (未处理的 )与出现在屏幕上的当前像素。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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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调整色阶

您可以使用 “自动色阶”工具来自动校正图像的曝光度。“自动色阶”使图像中最暗的像素变得更暗，最亮的像素变得更

亮。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自动校正图像的色阶：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曝光 /光线”组中，单击自动色阶。

您还可以从 “滤镜 ”下拉菜单或 “滤镜 ”工具栏中访问“自动色阶 ”工具。

2.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自动调整对比度与颜色：调整色差、亮度以及平衡 RGB 通道。

自动调整对比度：仅调整色差与亮度。

自动颜色：平衡图像的 RGB 通道，而不更改其亮度或对比度。

3. 使用强度滑块来精细调整要应用的曝光量。

4. 单击曝光警告以显示曝光过度和曝光不足的像素。曝光过度的像素将变为红色，曝光不足的像素则变为绿色。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重设可清除更改并重设为默认设置。如果已保存更改，则无法重设设置。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调整色调曲线

在“编辑”模式下，您可以使用 “曲线 ”工具来更改图像的色调范围。选择 RGB 颜色通道可调整图像的整个范围，也可以选

择特定的颜色进行调整。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调整图像中的亮度曲线：

1. 在“编辑”模式下的“曝光 /光线”组中，选择色调曲线。

您还可以从 “滤镜 ”下拉菜单或 “滤镜 ”工具栏中访问“色调曲线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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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应用以应用更改。

单击完成以应用更改并关闭“曲线”工具。

单击取消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单击重设可清除更改并重设为默认设置。如果已保存更改，则无法重设设置。

“曲线 ”选项

通道 指定要调整的颜色通道。

显示直方图 显示或隐藏直方图。

直方图 根据所选的通道，使用图形来显示图像中的颜色等级信息。单击并拖动线条以操纵曲线。

每次单击曲线时，便添加一个新的点。您可以拖动点上下调整曲线。要去掉某个点，请鼠

标右键单击并选择删除点。通过将点移至图形的顶部或底部，也可以删除该点。

曝光警告 突出显示图像中曝光过度与曝光不足的区域。曝光过度的像素将变为红色，曝光不足的像

素则变为绿色。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调整光线

您可以使用 “光线均衡 (Light EQ™)”工具来调整图像中太暗或太亮的区域，而不影响相片中的其它区域。您也可以同时

调亮太暗的区域，以及调暗太亮的区域。人物背靠大海或窗口等明亮背景的侧影就是很好的例子。事实上，在阴天或是

使用闪光灯拍摄的大多数相片都可以按各种方式进行精细调整。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光线均衡 (Light EQ™)”工具让您可以简便快捷地进行调整。ACDSee 自动分析相片并在整个图像上分别作出不同的调

整。例如，较暗的图像会调亮一些。通过打开 “光线均衡 (Light EQ™)”工具，1 步即可应用自动曝光调整。一个更有实效

的方法是，通过“基本”选卡单击自动按钮，可以让 ACDSee 完整地分析相片，然后自动设置各个滑块的位置。您也可以

直接单击图像区域，为该区域自动生成最佳设置 (通常是相片的主题 )。

1 步选项卡：实现即时轻松的曝光调整。

基本选项卡：使用三个滑块非常简便快捷地进行调整。ACDSee 自动分析相片并在整个图像上分别作出不同的

调整。例如，较暗的图像会调亮一些。通过单击自动按钮，可以让 ACDSee 完整地分析相片，然后自动设置各个

滑块的位置。您也可以直接单击图像区域，为该区域自动生成最佳设置 (通常是相片的主题 )。

要打开“光线均衡 (Light EQ™)”工具：

在“编辑”模式下的“曝光 /光线”组中，选择光线均衡 (Light EQ™)。

您还可以从 “滤镜 ”下拉菜单或 “滤镜 ”工具栏中访问“光线均衡 (Light EQ™)”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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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1步 ”选项卡

在光线均衡 (Light EQ™)工具中打开图像后，“1 步”可自动调整图像的曝光。您可以使用 “数量 ”滑块做进一步调整。要返

回到 “1 步”自动调整 , 请按重置按钮。

使用 “基本 ”选项卡

要给暗淡的区域添加光线：

1. 向右拖动高光滑块，给相片中暗淡的区域添加些光线。

2. 使用下表所示的任意控件来调整设置。

要调暗过于明亮的区域：

1. 向右拖动阴影滑块进行调亮，使过于灰暗的区域显露出细节。

2. 使用下表所示的任意控件来调整设置。

要调整太亮或太暗的中间调：

1. 向右拖动中间调滑块进行调亮，使过于灰暗的区域显露出细节。

2. 使用下表所示的任意控件来调整设置。

光线均衡 (Light EQ™)控件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以对它进行重设。

曝光警告 单击 “曝光警告”以显示任何曝光过度或曝光不足的区域。曝光过度的像素将变为红色，曝光

不足的像素则变为绿色。通过按住 E键，也可以临时打开或关闭“曝光警告 ”。

自动 单击此项让软件分析相片并根据相片中明亮与暗淡的像素量来应用最佳设置。暗淡相片的

调亮程度比原本已经明亮的相片要多。

完成 单击此项以应用更改并关闭工具。

取消 单击此项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关闭工具。

单击重设可清除更改并重设为默认设置。如果已保存更改，则无法重设设置。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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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白平衡

您可以使用 “白平衡”工具来删除图像中不需要的色调。例如，如果拍摄落日的相片，产生的图像色调有些偏红，则可以

使用 “白平衡”工具来消除它。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消除图像中的色偏：

1. 在“编辑”模式下的“颜色”组中，选择白平衡。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白平衡 ”工具。

2. 单击本应是白色或灰色的图像区域。在颜色方块中，原始像素的颜色显示在左侧，修改后像素的颜色显示在右

侧。

3. 左 (更多蓝色 )右 (更多黄色 )拖动“色温”滑块以选择特定的色温。

4. 左 (更多洋红 )右 (更多绿色 )拖动“色泽”滑块以匹配您拍摄相片时选择的白平衡设置。

5. 要指定白平衡调整的强度，请移动“强度”滑块。设置越高，删除的不需要的颜色就越多。

6. 单击完成可保存更改，或者单击取消可丢弃更改并退出工具。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如果很难得到所需的效果，可以尝试单击不同深浅的白色或灰色的图像区域。

单击重设可清除更改并重设为默认设置。如果已保存更改，则无法重设设置。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调整颜色平衡

您可以使用 “颜色平衡”工具来调整图像的颜色值。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调整图像的颜色：

1. 在“编辑”模式下的“颜色”组中，选择颜色平衡。

您可以从“滤镜”下拉菜单或“滤镜”工具栏选择“颜色平衡”工具。

2. 如下表所述调整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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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应用以应用更改。

单击完成以应用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单击取消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单击重设可清除更改并重设为默认设置。如果已保存更改，则无法重设设置。

“颜色平衡 ”选项

饱和度 调整图像的饱和度。向右拖动滑块可增加饱和度，向左拖动滑块可降低饱和度。

色调 调整图像的色调。向右拖动滑块可增加色调，向左拖动滑块可降低色调。

亮度 调整图像亮度。向右拖动滑块可增加图像的亮度，向左拖动滑块可降低图像的亮度。

红色 调整图像中的红色通道。向右拖动滑块可增加图像中的红色色调，向左拖动滑块可降低图像

中的红色色调。

绿色 调整图像的绿色通道。向右拖动滑块可增加图像中的绿色色调，向左拖动滑块可降低图像中

的绿色色调。

蓝色 调整图像的蓝色通道。向右拖动滑块可增加图像中的蓝色色调，向左拖动滑块可降低图像中

的蓝色色调。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创建灰度图像

您可以通过控制红、绿、蓝等通道的亮度以及总体亮度来创建丰富的灰度图像。使用“转换成黑白”工具可以突出相片中

不同的区域或层面，以及更改其氛围与色调。

如果将鼠标悬停在每个滑块上，并观察小预览图上的效果，它可以向您显示每个通道会影响图像的哪些部分。这有助于

衡量每个滑块对图像的影响。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创建灰度图像：

1. 在“编辑”模式下的“颜色”组中，选择转换成黑白。

您还可以从 “滤镜 ”下拉菜单或 “滤镜 ”工具栏中访问“转换成黑白”工具。

2. 如下表所述调整设置。

3. 单击完成可保存更改，或者单击取消可丢弃更改并返回到“滤镜”菜单。

灰度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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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度”选项卡

在“亮度”选项卡上，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拖动各颜色滑块，或者单击图像 (之前出现过颜色处 )并向上或向下拖动以更改特定色调的亮度。例如，将光标拖

动到天空区域以改变蓝色的亮度。

左右拖动红色百分比滑块。

像素中的红色越多，红色滑块对该像素的影响越大。相片中的红色区域会比其它的区域更亮或更暗。

左右拖动绿色百分比滑块。

像素中的绿色越多，绿色滑块对该像素的影响越大。相片中的绿色区域会比其它的区域更亮或更暗。

左右拖动蓝色百分比滑块。

像素中的蓝色越多，蓝色滑块对该像素的影响越大。相片中的蓝色区域会比其它的区域更亮或更暗。

左右拖动亮度百分比滑块可使整个图像更亮或更暗。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将值重设为零。

“对比度”选项卡：

您可以提高或降低每个颜色的对比度。此外，您还可指定每个颜色对比度调整所针对的亮度范围。

在“对比度 ”选项卡上，执行以下操作：

强度：要调整特定颜色色调的对比度，请拖动单独的颜色滑块，或者单击图像 (之前出现过颜色 )并向上或向下拖动。

平衡：要设置用于对比度调整的目标亮度范围，请调整滑块以显示高光或阴影的细节。要显示中间调的细节，请保留“平
衡”滑块组为 0。

单击并拖动图像以定位颜色的相应平衡滑块时按住 SHIFT。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将值重设为零。

在“转换成黑白”面板的底部，您可以使用“数量”和“色调”滑块将颜色添加回图像。使用 “色调 ”滑块选择颜色。添加至具

体像素的颜色饱和度是根据原始图像中的颜色 /饱和度量和 “数量 ”滑块来调整的。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使用 LUT调整颜色

“颜色 LUT”代表颜色查找表。颜色 LUT 是指示 ACDSee 或相关程序将特定 RGB 值映射到其他特定颜色值的列表。您可

以导入 LUT 并将其用作 ACDSee 中的滤镜。您可以像使用任何其他“编辑”模式滤镜一样应用颜色 LUT。颜色 LUT 支持

的文件类型是 .3dl 和 .cube。

要将颜色 LUT 应用于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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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编辑”模式下的“颜色”组中，选择颜色 LUT。

2. 在“颜色 LUT”面板上，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 LUT。该 LUT 将立即应用。

按导入 LUT按钮。在“打开”对话框中，浏览到 LUT 文件的位置，然后按打开。该 LUT 将立即应用。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如果所导入 LUT 文件的位置已更改，则必须在 “颜色 LUT”面板上重新导入它。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要删除所有颜色 LUT：

您可以清除所有颜色 LUT 的列表。

在“颜色 LUT”面板上，按 “删除 LUT”下拉菜单按钮，然后选择删除所有 LUT。

您还可以通过在列表中右键单击它们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删除 LUT来删除各 LUT。

要删除不可用的颜色 LUT：

您可以清除已移动或删除的颜色 LUT 列表。

在“颜色 LUT”面板上，按 “删除 LUT”下拉菜单按钮，然后选择删除不可用的 LUT。

要刷新颜色 LUT 列表：

您可以刷新可用 LUT 列表以显示已移动或已删除的文件。不可用的 LUT 将以较暗的字体颜色显示。

在“颜色 LUT”面板上，按刷新列表按钮。

使用“直方图”
“直方图”显示图像中每个颜色通道像素浓度分布的图形化表示。

要显示并使用“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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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查看”模式中，单击窗格 | 直方图，或在“编辑”模式中，单击查看 | 直方图。

2. 在“直方图 ”上，选择或清除以下复选框：

R：显示或隐藏红色通道。

G：显示或隐藏绿色通道。

B：显示或隐藏蓝色通道。

L：显示或隐藏图像的亮度。

使用“颜色”对话框

选择或应用某一颜色时，可以在 “编辑 ”模式下的多个位置找到“颜色”对话框。您可以使用 “颜色 ”对话框以多种方式来选

择颜色，并且可以使用多个不同的工具来调整它。

“标准 ”选项卡

在第一个选项卡上，有一个“基本”颜色的固定网格可供选择，其中包括底部的灰、黑、白。其下是一个“自定义 ”或“收藏”
颜色网格，它可以通过选择颜色，然后右键单击网格中的一个框来填充。要创建自定义颜色，单击“自定义 ”选项卡。

“自定义 ”选项卡

在第二个选项卡上，有一个调色板。最右侧是一个颜色滑块，您可以使用该滑块导航至颜色组并访问该光谱的任何或所

有颜色。通过选择调色板中的颜色，然后鼠标右键单击网格中的框，将颜色添加到您的自定义颜色。

选择与调整颜色

要选择某种颜色，请单击自定义颜色网格中的一个方块，或是单击调色板。您也可以在调色板上拖动。单击颜色时，该颜

色便会出现在“新建”框中，并且其所有数值 (色调、饱和度、亮度以及红、绿、蓝值 )都会显示在 “自定义”选项卡上的字段

中。

您也可以通过更改 “色调 ”、“饱和度 ”与“亮度”值来调整颜色。要精确选择某种颜色，请输入该颜色的值。使用红、绿、蓝

色值也可以实现相同目的。

锐化图像

通过使用“锐化”工具，可以增强中等与高对比度边缘，从而锐化图像。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使用“锐化”工具锐化图像：

1. 在“编辑”模式下的“细节”组中，选择锐化。

您还可以从 “滤镜 ”下拉菜单或 “滤镜 ”工具栏中访问“锐化”工具。

2. 按照以下所述拖动滑块来增强或修正图像。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以应用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单击取消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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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重设可清除更改并重设为默认设置。如果已保存更改，则无法重设设置。

“锐化 ”选项

数量 指定通过提高边缘周围的对比度来应用的锐化量。

半径 控制像素数，以调整每个边缘。值越高，锐化像素数越多，呈现的细节越粗糙；值越低，锐

化像素数越少，呈现的细节越精细。

细节 通过降低强度来抑制光晕 (通过极度锐化在边缘周围形成的光圈 )。值越高，降低的越多。

阈值 锐化边缘内的像素之前，指定边缘内的像素亮度值必须具备的不同程度。如果值较高，则

只锐化强边，但杂点将降至最低。如果值较低，将同时锐化强边和弱边，但杂点会增加。我

们建议您设置阈值来增强边缘，同时将背景杂点降至最低。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模糊图像

您可以使用 “模糊 ”工具将不同种类的模糊效果应用于图像。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模糊图像：

1. 在“编辑”模式的 “细节 ”组中，选择模糊。

您还可以从 “滤镜 ”下拉菜单或 “滤镜 ”工具栏中访问“模糊”工具。

2. 在模糊类型部分中，选择要应用的模糊类型。

3.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以应用更改并关闭“模糊”工具。

单击取消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单击重设可清除更改并重设为默认设置。如果已保存更改，则无法重设设置。

模糊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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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

形成均匀、顺滑的模糊效果。

数量 指定模糊量。向右移动滑块可强化效果。

线性

形成让人产生运动错觉的模糊效果。

数量 指定模糊量。向右移动滑块可强化效果。

角度 指定模糊效果的方向 。

辐射

产生围绕某个中心点的模糊效果。单击图像以设置为中心点。

数量 指定模糊量。向右移动滑块可强化效果。

顺时针 指定顺时针方向的模糊效果。

逆时针 指定逆时针方向的模糊效果。

水平位置 指定模糊效果在水平轴上的中心点。

垂直位置 指定模糊效果在垂直轴上的中心点。

散布

产生涂抹或霜化模糊效果。

数量 指定模糊量。向右移动滑块可强化效果。

缩放

产生向中心点或从中心点向外的内向或外向模糊效果。

数量 指定模糊量。向右移动滑块可强化效果。

放大 创建向图像中心收敛的模糊效果。

缩小 创建从图像中心向外扩散的模糊效果。

水平位置 指定模糊效果在水平轴上的中心点。

垂直位置 指定模糊效果在垂直轴上的中心点。

智能模糊

在检测和避免边缘的同时产生模糊效果，根据阈值设置保留细节。该效果通常用于对皮

肤进行平滑处理。

数量 指定模糊量。向右移动滑块可强化效果。

阈值 指定应用模糊操作的区域中必须拥有的最

少细节量。

镜头

产生模仿相机光圈模糊效果的模糊。

从“模糊”面板上的选项中选择散景形状。这些形状集中在高光处。

数量 指定模糊的强度。向右移动滑块可强化效

果。

散景频率 指定散景形状的显示频率。

散景亮度 指定散景形状的显示亮度。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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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杂点与杂点消除

图像杂点看上去是相片上原本应该是单色的区域 (如黑暗的夜空 )中随机分布的黑色、白色或彩色像素。在数码摄影中，

相片的暗色区域通常更容易看到杂点。

图像杂点产生的原因很多。如果使用很高的 ISO 设置 (如 ISO 800)来拍摄相片，或是延长曝光时间，都将增加图像杂

点。(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拍摄相片时，通常会使用很高的 ISO 值并延长曝光时间。)不过，数码相机图像传感器的坏点

或滞点也可能产生图像杂点。同样，相机镜头或扫描仪平台上的灰尘也会由于阻挡或反射光线而产生杂点。

图像通常有两类杂点：亮度与颜色。亮度杂点是指亮度的随机变化，可能会在图像中本应为单色的区域出现斑点，在灰

色区域尤为明显。

颜色杂点是指图像中颜色的随机变化。

杂点影响视觉效果，因此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希望消除相片中的杂点。不过，如果消除的杂点过多，则可能会无意中降低

图像的清晰度。您可以使用“杂点消除 ”工具消除图像中的亮度与颜色杂点。

消除杂点

您可以使用 “消除杂点”工具将杂点从图像中消除，同时保留要保留的图像细节。

您可以使用 “消除杂点”工具来删除因数码相机的 CCD 阵列感应器不正常工作产生的热点像素，或因扫描器或

相机镜头上的灰尘造成的多余像素。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从图像中消除杂点：

1. 在“编辑”模式的 “细节 ”组中，选择杂点。

您还可以从 “滤镜 ”下拉菜单或 “滤镜 ”工具栏中访问“杂点”工具。

2. 选择消除杂点选项卡。

3. 从“杂点类型”部分选择一个选项。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在移动滑块的同时按住 ALT键可查看图像的效果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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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以应用所作的更改，并关闭“消除杂点”工具。

单击取消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单击重设可清除更改并重设为默认设置。如果已保存更改，则无法重设设置。

“杂点消除 ”选项

杂点类型

相机杂点消除

消除数码相机杂点。调整下述滑块可进一步消除杂点：

亮度 降低杂点中亮度的随机变化。

强度 控制 “亮度 ”滑块的强度。

颜色 降低杂点中颜色的随机变化。

保留细节 恢复由于强杂点消除而丢失的细

节。设置滑块以调整要恢复的细节

量。

保留细节阈值 确定需要包含在“保留细节”滑块调

整中的细节级别。

消除中间值杂点

方形 使用 3 x 3 像素的方块来消除杂

点。

X 使用 3 x 3 像素的 X 形状来消除杂

点。要保留图像的细线条与对角线

时，请使用此选项。

+ 使用 3 x 3 像素的加号 (+) 形状来

消除杂点。要保留图像的细线条、

垂直线条以及水平线条时，请使用

此选项。

祛除斑点

消除杂点。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添加杂点

您可以使用 “添加杂点”工具向图像添加粒状纹理。添加少量的杂点可以缓解原始图像中一些细微缺陷的外观。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将杂点添加到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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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编辑”模式的 “细节 ”组中，选择杂点。

您还可以从 “滤镜 ”下拉菜单或 “滤镜 ”工具栏中访问“杂点”工具。

2. 选择添加杂点选项卡。

3.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以应用所作的更改，并关闭“添加杂点”工具。

单击取消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单击重设可清除更改并重设为默认设置。如果已保存更改，则无法重设设置。

“添加杂点 ”选项

强度 指定要添加到图像上的杂点数量。较高的密度会增加杂点像素替换原始图像中像素的几

率。

颜色近似度 指定要添加到图像上的杂点像素的颜色。较低的值表示每个杂点像素的颜色与要替换的

像素颜色较相似。较高的值表示随机选择杂点像素的颜色。

杂点颜色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来指定杂点像素的颜色：

随机：随机选择颜色。

单色：产生黑白杂点像素。

可调：随机选择每个杂点像素的颜色，但更多的像素与定义的颜色匹配。要定义颜

色，请单击颜色选取器并选择颜色。

杂点位置 将杂点添加到与定义的颜色非常匹配的图像区域。选择设置颜色复选框来启用杂点位置

功能，然后单击颜色选取器来指定颜色。

随机 指定杂点在图像中随机放置的情况。

使用 “添加杂点”工具时，ACDSee 基于随机参数放置杂点像素。这使得每次使用“添加杂

点”工具时，图像杂点都不一样。您可以定义特定的随机参数以生成完全相同的图像杂

点。

要生成新的随机参数，请单击随机。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调整清晰度

“清晰度”工具可让图像的细节更为明确。使用清晰度工具来在不过分增强阴影和高光的前提下，增强图像中的中间调对

比度。

这些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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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调整图像的清晰度：

1. 在“编辑”模式的 “细节 ”组中，选择清晰度。

您还可以从 “滤镜 ”下拉菜单或 “滤镜 ”工具栏中访问“清晰度”工具。

2. 向右拖动强度滑块以提高清晰度，或向左拖动以降低清晰度。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丢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您也可以在数值框中输入数值，并缓慢增加以便进行精确调整。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此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渐变工具 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您可以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将效果应用到中心点周围或直接应用到中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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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仪表板模式

使用“仪表板”模式

使用 “仪表板”模式可以快速方便地浏览文件、相机和数据库统计信息。相机统计信息读取自图像的元数据，文件信息则

从 ACDSee 数据库分析而来。因此，应当利用编目最充分地利用 “仪表板”模式，这一点很重要。

对文件进行编目

要进行编目，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转到工具 | 数据库 | 编目。

在“管理”模式下浏览文件夹。

仪表板模式

“仪表板”模式包含以下选项卡：

“概览”选项卡：“概览 ”选项卡汇总了在其他选项卡上发现的信息。它还会显示一个图形，详细列出每月或每年

的相片计数。您可以使用选项卡顶部的下拉菜单切换查看月度范围或年度范围。您可以使用“上一个 ”和“下一

个”按钮向前或向后导航时间。

“数据库”选项卡：“数据库”选项卡会显示与数据库相关的数据，例如位置、大小、备份信息、资产明细等等。

“相机”选项卡：“相机 ”选项卡显示与相机使用情况相关的数据，例如最常使用的相机、您偏好的 ISO 设置等等。

“文件”选项卡：“文件 ”选项卡显示与图像和视频文件相关的数据，例如最常使用的位深、图像像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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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PicaView

关于 ACDSee PicaView
ACDSee PicaView 是一款快速方便的文件查看器，作为 Windows 文件资源管理器™ 的外接程序，让您无需在应用程序

中打开文件即可预览，从而节省时间。可以查看各种大小的图像文件 (包括 RAW 文件 )或它们的 EXIF 信息，或者两者都

查看 (通过单击右键 )。您还可以查看 ACDSee 支持的任何其他 图像文件格式的预览。右键单击 Windows/File
Explorer™ 中的文件，可以访问 ACDSee PicaView 预览。

您可以配置多个 ACDSee PicaView 设置，包括预览的大小、显示的信息等。要访问这些设置，请单击 ACDSee
PicaView | 选项 ...，或在 ACDSee 中访问工具 | 选项 ... 并导航到“选项”对话框菜单中的 ACDSee PicaView。

要调整 ACDSee PicaView 选项：

1. 右键单击 Windows/File Explorer™ 中的文件以访问 ACDSee PicaView 预览。

2. 在预览顶部，单击 ACDSee PicaView | 选项 ...

3. 在 ACDSee PicaView 的“选项”对话框中，按如下所述设置或更改选项。

4. 单击确定以应用更改。

ACDSee PicaView选项

显示图像 选中显示图像复选框可显示在上下文菜单中右键单击的文件的预览。

位置： 将图像添加到主菜单：右键单击时，将在主菜单中显示预

览。

将图像添加到子菜单：右键单击时，将在子菜单中显示预

览，通过单击 ACDSee PicaView旁边的箭头可以看到子

菜单。

大小： 选择右键单击时所显示预览的大小。

显示原始图像 选中显示原始图像，可在右键单击时显示图像的预编辑版本。

显示 EXIF 信息 选中显示 EXIF 信息复选框可显示右键单击的相片的 EXIF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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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选项和配置

设置“常规”选项

您可以在“选项”对话框中调整设置，以便显示帮助提示、设置日期显示格式、设置自动旋转选项，以及控制特定图像类

型的显示。

要访问“常规”选项：

1. 在任何模式下，单击工具 | 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常规。

3. 在“常规”页面上，设置或更改下述任何选项。

4. 单击确定以应用更改并返回到 ACDSee。

“常规 ”选项

启用伽玛校正 查看或预览图像时，应用指定量的伽玛校正。

根据屏幕自动拉伸墙纸 将图像设置为墙纸时根据整个桌面的大小拉伸小幅的图像。

禁用图像动画 在“管理模式”的 “预览 ”窗格以及在 “查看 ”模式中，只显示动画图像的第一帧。

根据 EXIF 方向自动旋转

JPEG 与 TIFF 图像

在 ACDSee 中显示时，自动校正 TIFF 与 JPEG 图像 (基于它们的 EXIF 数据 )的方向。

状态栏日期 指定要在状态栏中显示的所选文件的日期。

日期/时间输出格式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默认系统格式：在信息页面中显示日期与时间时，使用默认的系统格式。

自定义格式：在所有信息页面中使用指定的格式来显示日期与时间。从下拉列

表中选择“日期”与“时间”的格式。

在“任务栏通知”区域中显

示图标

在“任务栏通知”区域中显示 ACDSee 图标。

显示模式切换图标 在每种模式名称旁显示图标。

设置“自动前进”选项

您可以控制哪些应用的元数据将触发自动前进。

要调整“自动前进”选项：

1. 在任何模式下，单击工具 | 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常规 | 自动前进。

3. 在“自动前进”页面上，按下文所述设置或更改选项。

4. 单击确定以应用更改并返回到 ACDSee。

“自动前进 ”选项



ACDSee Photo Studio Standard 2019

Page 221 of 289

启用自动前进的模式 “管理”模式

“查看”模式

取消选择可关闭“管理”或“查看”模式中的

自动前进。

应用/清除时触发自动前进的对象 标记

评级

标签

类别

关键词

指定哪些应用或删除的元数据将触发自动

前进。

关键词和类别默认禁用。

设置“模式配置”选项

您可以控制模式按钮的外观以使查看空间最大化。

要设置“模式按钮”选项 :

1. 在任何模式下，单击工具 | 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模式配置。

3. 在“模式配置”页面上，通过取消选中相应的复选框来隐藏模式。

您无法隐藏 “管理 ”模式。

4. 使用模式的相应下拉菜单可将其设置为显示图标和标签、仅标签或仅图标。

5. 单击缩小模式按钮的外观以使用更小的模式按钮来节省空间。

6. 单击确定。

设置“管理”模式选项

您可以使用 “选项 ”对话框设置 “管理 ”模式的各种选项，包括默认启动文件夹。

要设置“管理”模式的选项：

1. 在任何模式下，单击工具 | 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管理模式。

3. 在“管理”模式页面上，设置或更改下述选项。

4. 单击确定以应用更改并返回到 ACDSee。

“管理模式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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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启动文件夹 记住上次会话的结果 在上次使用 ACDSee 时的相同文件夹中打开 “管理 ”模式，并自

动应用过去使用的所有浏览准则。

主文件夹 打开 “管理 ”模式时，总是浏览到指定的主文件夹。单击浏览按

钮以便在硬盘上查找启动文件夹。

启动文件夹不存在时

显示警告

如果您已启用记住上次会话的结果，并且该文件夹或您的主文

件夹不再存在，您将收到警告。

显示主题 指定要在 ACDSee 中使用的颜色方案。

退出时清除路径历史 退出 ACDSee 时清除最近访问的文件夹列表。

在标题栏中显示完整路径 在 ACDSee 标题栏中显示图像的完整路径。

在标题栏显示数据库文件

名

在标题栏显示 ACDSee 当前正在运行的数据库的名称。

文件夹树 显示密度 设置 “文件夹”树的收缩方式。

使用加号展开文件夹

树

在“文件夹 ”树上可以展开的项目旁边显示加号。

错误报告 如果在 ACDSee 发生错误时不希望看到系统错误报告，请选择此选项。

扫描目标 单击浏览文件夹按钮以指所扫描图像的目标位置。

设置“快速搜索”选项

可以使用“快速搜索”选项细化搜索设置。

要设置“快速搜索”选项：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工具 | 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管理模式 | 快速搜索。

3. 在“快速搜索”页面上，设置或更改下述任何 “快速搜索”选项。

4. 单击确定以应用更改并返回到 ACDSee。

快速搜索选项

包括文件名 搜索以搜索词开头的文件与文件夹名称。

包括类别 搜索与搜索词匹配的类别，列出指定到这些类别的任何文件。不包括子类别。

包括文件夹内容 搜索以搜索词开头的文件夹名称，列出这些文件夹的内容。不包括子文件夹。

设置“文件列表”窗格选项

您可以根据个人喜好使用 “选项 ”对话框来设置“文件列表 ”窗格的选项，如使用子文件夹组合存档文件，或使用不同的背

景颜色突出显示图像类型。您也可以自定义略图，指定 ACDSee 显示的文件类型，以及调整 ACDSee 在 “文件列表”窗格

中处理文件与略图的方式。

要调整“文件列表”窗格选项：

1. 在任何模式下，单击工具 | 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文件列表。

3. 在“文件列表”页面上，设置或更改下述选项。

4. 单击确定以应用更改并返回到 ACDSee。

“文件列表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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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列表 自动选择新文件 添加到“文件列表 ”窗格中显示的文件夹时，自动选择新文

件。

组合存档文件与文件夹 在“文件列表”窗格中给项目排序时，将存档文件当作文件

夹。

使用内嵌略图 如果 RAW 文件有内嵌的略图，则显示这些 RAW 文件内嵌

的略图。

生成高质量略图 显示内嵌的略图的同时，在后台创建 RAW 文件的高质量

略图，并在准备好之后替换掉质量不佳的略图。

在文件夹上显示略图 在“文件列表”窗格中的文件夹图标上，显示文件夹内容的

略图。

记住每个文件夹的排序设

置

如果希望 ACDSee 记住您在特定文件夹中使用的排序设

置，请选择此选项。

<Ctrl> 键激活热跟踪 按住 Ctrl 键时激活热跟踪。选择此选项时，通过按住

CTRL 键，并在“文件列表 ”窗格上移动光标，可以启用热跟

踪功能 (更新“预览”与 “属性 ”窗格中的内容，而不必更改选

择的文件 )。

使用动画 对于有些功能，在打开或关闭它们时，激活或取消动画。例

如，组标题。

配置过滤器 显示所有文件 在“文件列表”中显示图像文件、文件夹、媒体文件以及存档

文件。

应用过滤准则 显示所选的内容，隐藏未选择的内容。

显示图像文件

显示文件夹

显示媒体文件

显示存档文件

显示隐藏的文件与文件夹 显示为了安全性而通常隐藏的系统及其它文件。

显示 THM 文件 在“文件列表”中显示 Canon THM 文件。

显示 XMP 文件 在“文件列表”中显示 XMP sidecar 文件。

突出显示图像文件 不突出显示图像文件 不在 “详细信息”与“略图+详细信息 ”视图中突出显示图像

文件。

使用单色突出显示图像文

件

在“详细信息”与 “略图+详细信息”视图中 ,使用单色突出显

示所有的图像文件类型。

使用多色突出显示图像文

件

在“详细信息”与 “略图+详细信息”视图中 ,使用不同的颜色

突出显示每种图像类型。

弹出窗口 光标悬停时激活弹出窗口 将鼠标悬停到“文件列表 ”中的略图上方时，激活或取消带

动画效果的弹出式预览。

下面的设置让您可以在弹出窗口中包含文本与 /或图像；或

者在关闭此选项的情况下，设置为仅在按下 SHIFT 键时激

活弹出窗口。

<SHIFT> 键激活弹出窗

口

只有在悬停在“文件列表 ”的略图上并且按住 SHIFT 键时

才激活弹出窗口。如果此选项与 SHIFT 选择功能冲突，则

可以关闭它。

自动隐藏弹出窗口 即便仍然悬停在图像上，5 秒钟之后也隐藏弹出窗口。

在弹出窗口中显示略图 鼠标悬停在 “文件列表”中的图像上时，显示图像的弹出窗

口预览。

弹出窗口中显示信息 在鼠标悬停弹出窗口中包含文本文件信息。通过单击配置

文件信息 ... 按钮并选择所需的弹出窗口信息，可以选择要

显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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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文件信息 打开 “选择弹出信息”对话框，在其中可以选择当您悬停在 “文件列表”中的略图上时，要

在弹出窗口中显示的信息。默认显示文件名、位置、大小、修改日期以及图像尺寸，但您

可以选择其它 ACDSee 元数据、EXIF、文件、图像、IPTC 或多媒体属性。

显示“Windows 资源管理

器”的上下文菜单作为默认

的右键单击菜单

显示默认的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上下文菜单，而不是 ACDSee 的上下文菜单。

设置“略图信息”选项

您可以使用 “选项 ”对话框来更改在“文件列表”窗格中随图像 的略图显示哪些信息。这些选项在文件列表 | 略图信息下

设置。

要调整“略图信息”选项：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工具 | 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文件列表 | 略图信息。

3. 在“略图信息”页面上，设置或更改下述选项。

4. 单击确定以应用更改并返回到 ACDSee。

“略图信息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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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文件名 在“文件列表”窗格的略图上显示每个文件的名称。

选择略图信息 打开一个对话框，在其中可以选择要在 “文件列表”窗格的

每个略图上显示的信息。

选择平铺信息 打开一个对话框，在其中可以选择要在 “平铺 ”查看模式中

显示的信息。

鼠标悬停时显示未评级、

未标记与未指定标签重叠

图标

鼠标悬停时显示未评级、未标记与未指定标签重叠图标。

重叠图标

要查看重叠图标，

转至在“文件列表 ”
窗格中浏览文件。

评级 如果文件已在 ACDSee 数据库中评级，则在略图上显示一

个评级重叠图标。

嵌入挂起 如果文件具有已添加并存储在 ACDSee 数据库中但尚未写

入文件的元数据信息，则在其略图上显示数据库重叠图

标。此图标表示文件与数据库未同步。

图标 在“文件列表”窗格的略图上显示一个文件格式重叠图标。

类别 如果文件已经分类，则在略图上显示一个类别重叠图标。

集合 如果文件已添加至集合，则在略图上显示一个集合重叠图

标。

快捷方式 如果项目是另一个文件的快捷方式，则在略图上显示一个

快捷方式重叠图标。

离线 如果文件存储在离线设备中，则在略图上显示一个离线重

叠图标。

排除的项目 如果文件已排除在 ACDSee 数据库之外，则在略图上显示

一个排除的文件图标。

标记的项目 在略图上显示一个标记重叠图标。如果标记了文件，则在

图标中显示一个选取标记。

自动旋转 如果文件进行过自动旋转，则略图上显示自动旋转重叠图

标。

已编辑 如果文件已经编辑，则在略图上显示一个编辑重叠图标。

已添加地理标记 如果文件在其 EXIF 信息中包含 GPS 数据，则在略图上显

示一个标记重叠图标。

标签 如果文件已指定标签，则在略图上显示一个颜色标签重叠

图标。

设置“略图样式”选项

您可以使用 “选项 ”对话框来更改在“文件列表”窗格中显示图像 略图的方式。这些选项在文件列表 | 略图样式下设置。

要调整“略图样式”选项：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工具 | 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文件列表 | 略图样式。

3. 在“略图样式”页面上，设置或更改下述选项。

4. 单击确定以应用更改并返回到 ACDSee。

“略图样式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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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图边框 显示阴影 显示带三维投影的略图。

显示幻灯背景 在略图及其信息的后面显示带阴影的背景。

文件夹风格 XP 风格文件夹 将文件夹显示为 XP 风格的图像。

三维风格文件夹 将文件夹显示为带透明度的三维文件夹。

略图比例 自定义 为“文件列表”窗格中的略图形状指定一个自定义的长宽

比。在预览下拖动滑块以设置比例。随着滑块的拖动，预览

会向您显示最新的形状。

纵向 为“文件列表”窗格的略图形状指定标准的 3:4 纵向比。

横向 为“文件列表”窗格的略图形状指定标准的 4:3 横向比。

略图间距 滑块 增加或减少略图之间的距离。

高质量缩放 在“文件列表”窗格中使用高质量略图缩放。

设置“详细信息视图”选项

您可以使用 “选项 ”对话框来更改如何在“文件列表 ”窗格中显示略图。

要调整“详细信息视图”选项：

1. 在任何模式下，单击工具 | 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文件列表 | 详细信息视图。

3. 在“详细信息视图 ”页面上，设置或更改下述选项。

4. 单击确定以应用更改并返回到 ACDSee。

“详细信息视图 ”选项

显示网格线 在“详细信息视图 ”模式中，使用网格线分隔每行与每列。

选择整行 在选择行中的某个列项时选择整个该行。

自动调整列宽 根据内容自动调整每列的宽度。

突出显示排序列 单击列标题时，突出显示用于给文件排序的列。

选择详细信息 指定要在“详细信息视图 ”模式中用于给文件排序的列。

设置“预览”窗格选项

您可以指定 ACDSee 如何显示图像预览，还可以通过配置一些设置，使得在“预览”窗格中查看音频与视频文件时能够立

即自动播放它们。

要设置“预览”选项：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工具 | 选项 | 预览。

在“管理”模式下，右键单击“预览”窗格并选择预览选项。

2. 在“预览”选项页面上，设置或更改下述选项。

3. 单击确定以应用更改并返回到 ACDSee。

“预览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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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 指定在“文件列表 ”窗格中选择图像之后它以多快的速度在 “预览 ”窗格中显示。

大小 指定与所选图像相关的预览图像的大小。

预览音频与视频剪辑 在“文件列表”窗格选择多媒体文件时预览它们。

自动播放音频与视频剪辑 在“预览”窗格中自动开始播放音频与视频文件。

即时图像预览 显示即时预览，其质量随图像解码的进度而提升。

图像与信息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显示图像：在“预览”窗格中显示所选图像的预览。

显示信息：在“预览”窗格中显示所选图像的相关信息。

选择预览信息 指定要在“预览”窗格中显示的信息类型。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预览图像。

设置“文件夹”窗格选项

通过显示或隐藏“轻松选择”栏、显示存档文件以及指定排除的文件夹等方法来自定义 “文件夹”窗格。

要自定义“文件夹”窗格：

1. 在任何模式下，单击工具 | 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文件夹。

3. 在“文件夹 ”页面上，设置或更改下述选项。

4. 单击确定以应用更改并返回到 ACDSee。

“文件夹 ”窗格选项

轻松选择 显示“轻松选择” 在“文件夹 ”窗格中显示 “轻松选择”栏，您可以使用它来选

择多个文件夹。

启用“轻松选择”工具提示 将光标放到 “轻松选择”栏上时，显示工具提示。

文件夹显示 在“文件夹窗格”中显示存

档文件

在“文件夹 ”窗格中列出存档文件。

确认文件夹视图内的拖放

移动

提示您确认 “文件夹”窗格内的文件夹移动。

给排除的文件夹显示重叠

图标

在从 ACDSee 数据库中排除的文件夹上显示重叠图标。

设置“编目”窗格选项

通过自定义 “编目 ”窗格，可以指定处理类别时要提示进行哪些确认，以及选择是否显示“轻松选择 ”栏。

要设置“编目”窗格选项：

1. 在任何模式下，单击工具 | 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编目。

3. 在“编目”页面上，按下文所述设置或更改选项。

4. 单击确定。

“编目 ”选项



ACDSee Photo Studio Standard 2019

Page 228 of 289

删除类别 类别中存在指定的文件时

确认

删除的类别指定有文件时提示确认。

类别中存在子类时确认 删除的类别包含子类时提示确认。

删除文件 从类别中删除文件时确认 从类别中取消指定文件时提示您确认。

轻松选择 显示“轻松选择” 在“编目”窗格中显示“轻松选择”栏，您可以使用它来选择

多个类别、特定的项目以及评级。

启用“轻松选择”工具提示 将光标放到 “轻松选择”栏上时，显示工具提示。

图标 显示类别、评级、颜色标

签与特殊项目的图标

显示图标来方便您轻松识别类别、评级、颜色标签与特殊

项目。

启用设置类别、关键词、

评级与颜色标签

允许您在“编目”窗格中设置类别、评级与颜色标签。

设置“日历”窗格选项

您可以自定义“ACDSee 日历”，使之以特定一天作为每周的开始、使用 12 或 24 小时时钟格式，以及在给文件排序时使

用四种日期类型中的一种。

要设置“日历”窗格选项：

1. 在任何模式下，单击工具 | 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日历。

3. 在“日历”页面上，设置或更改下述任何选项。

4. 单击确定以接受更改并返回到 ACDSee。

“日历 ”窗格选项

日期类型 数据库日期 根据 ACDSee 数据库中存储的日期给 “日历 ”窗格中的文件排序。

拍摄日期 根据每个项目的 EXIF 日期，在 “日历 ”窗格中给文件排序。

文件修改日期 根据每个项目的上次修改日期，给“日历”窗格中的文件排序。

文件创建日期 根据每个文件在计算机上创建的日期，给“日历”窗格中的文件排序。

过滤器 应用高级文件列

表过滤器(排除

文件夹)

根据当前“文件列表”窗格的过滤设置给“日历”窗格中显示的项目排

序。

仅显示图像与媒

体文件

仅在 “日历 ”窗格中显示图像、音频及视频文件。

周起始日 指定 “日历 ”窗格中每周的第一天。

时钟格式 12 小时 在“日历”窗格中使用 12 小时制时钟。

24 小时 在“日历”窗格中使用 24 小时制时钟。

设置“CD/DVD管理”选项

您可以使用 “选项 ”对话框来更改存储 “刻录筐”文件的文件夹，设置标识“相片光盘 ”的首选方法。

要更改“刻录筐”或“相片光盘标识”选项：

1. 在任何模式下，单击工具 | 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 CD/DVD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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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CD/DVD 管理 ”页面上，设置或更改下述任何选项。

4. 单击确定以应用更改并返回到 ACDSee。

“CD/DVD 管理 ”选项

相片光盘标识 使用光盘卷标 尝试通过卷标来标识“相片光盘 ”。如果使用多区段 “相片光盘”，建

议使用此设置。

使用光盘序列

号

尝试通过序列号来标识“相片光盘”。使用单区段“相片光盘”，或是

从以前版本的 ACDSee 导入或转换“相片光盘”时，适合使用此设

置。

刻录筐 显示欢迎使用

“刻录筐向导”
步骤

在“刻录筐向导”中显示 “欢迎使用”步骤。

浏览 打开 “浏览文件夹 ”对话框，您可以在此更改存储“刻录筐 ”文件的文

件夹。

设置“属性窗格”选项

可以使用“选项”对话框自定义在“属性”窗格中的 “元数据”选项卡上可用的信息。

要自定义“属性”窗格中的“元数据”选项卡：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工具 | 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属性窗格。

3. 在“属性窗格”页面上，通过取消选择对应复选框，来隐藏 “已标记”、“评级 ”与“颜色标签”。

4. 通过取消选择对应复选框来隐藏 “类别 ”。

5. 单击管理元数据视图以打开“选择要显示的元数据”对话框。

6. 单击加号以展开树并选择首选项。

7. 单击确定。

8. 单击确定以应用更改并返回到 ACDSee。

也可以在“属性”窗格“元数据 ”选项卡中单击“元数据视图”下拉列表并选择管理元数据视图。

设置“文件管理”选项

您可以指定 ACDSee 如何重命名和删除文件与文件夹，以及在默认情况下 ACDSee 是否将删除的文件发送到桌面“回收

站”。

要设置“文件管理”选项：

1. 在任何模式下，单击工具 | 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文件管理。

3. 在“文件管理”页面上，设置或更改下述任何选项。

4. 单击确定以接受更改并返回到 ACDSee。

“文件管理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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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重复的文件 询问 覆盖重复的文件时提示您确认。

重命名 通过重命名源文件，在移动或复制文件时自动解决任何命

名冲突。在分隔符字段中，输入要在自动重命名系统中用

于分隔文件名的字符。

替换 自动覆盖目标文件夹中的文件而不提示确认。

忽略 不移动、复制或覆盖导致命名冲突的任何文件。

保存原始文件 使用批量编辑工具编辑原始文件时，保存原始文件的副本。这使您日后可以恢复原始文

件。关闭此选项表示批量编辑过程中不保存原始文件，因此也无法将其还原。

在“编辑”模式下，无论是否选择此选项，都将始终保存原始文件的副本。

其它 单击编辑文件名 指定在“文件列表 ”窗格中单击文件名时，可以编辑文件

名。

使用回收站 将文件发送到桌面 “回收站”。如果不选择此项，删除的文

件将会永久地从硬盘中删除。

复制文件时保留数据库

信息

将文件复制到其它位置的同时复制数据库信息。

删除文件夹、删除文件以及删除和重命名只读文件时会有确认，这些应在操作系统的设置中修改。

设置“数据库”选项

您可以调整 “选项 ”对话框中的设置，以显示提醒、控制数据库信息，以及在硬盘驱动器上指定一个位置用来存储数据库

文件与缓存的略图。

要设置数据库选项：

1. 在任何模式下，单击工具 | 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数据库。

3. 在“数据库 ”页面上，设置或更改下述一些选项。

4. 单击确定以应用更改并返回到 ACDSee。

“数据库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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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文件 显示 ACDSee 数据库在您的硬盘上的存储位置。

显示备份提醒 自动提醒您备份 ACDSee 数据库。单击每隔下拉列表，选择希望多久得到一次提醒。

管理排除的文件夹 打开 “排除的文件夹”列表对话框，从中可以指定希望将哪些文件夹从 ACDSee 数据库

排除。

显示嵌入 ACDSee 元

数据提醒

显示嵌入 ACDSee 元数据的提醒。

将数据库日期设置为

EXIF 日期

编制文件夹内容的目录时，自动将 EXIF 日期添加到 ACDSee 数据库。

注意：如果更改了数据库日期，则不会显示嵌入挂起标记。

从编目的文件中导入

EXIF 与 IPTC 元数据

编制文件夹内容的目录时，自动将 EXIF 与 IPTC 信息导入 ACDSee 数据库。

如果未选择此选项，则 ACDSee 不会导入 EXIF 与 IPTC 信息，但会在数据库记录中留

出空间。要删除空记录，请确保经常优化数据库。

给文件添加标记时设置

“嵌入挂起”
如果文件已标记，但此元数据尚未写入文件，则在略图上显示一个数据库重叠图标。此

图标表示文件与数据库未同步。禁用此选项后，标记的图像将不会显示在 “编目 ”窗格的

“特殊项目 ”部分的“嵌入挂起 ”下。

对于 IPTC 关键词，显示

分隔符冲突对话框

发生分隔符冲突时，显示 “IPTC 关键词 ”对话框。您可以在对话框中指定处理冲突的方

法，并选择以后不再显示。选择此选项以便在下次发生分隔符冲突时更改或调整那些

设置。

对于 IPTC 补充类别，显

示分隔符冲突对话框

发生分隔符冲突时，显示 “IPTC 补充类别”对话框。您可以在对话框中指定处理冲突的

方法，并选择以后不再显示。选择此选项以便在下次发生分隔符冲突时更改或调整那

些设置。

设置“相片”模式选项

您可以在“选项”对话框中调整设置，以确定哪些文件将在 “相片 ”模式下显示以及如何显示。

要设置“相片模式”选项：

1. 在任何模式下，单击工具 | 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相片模式。

3. 在“相片模式”页面上，设置或更改下述选项。

4. 单击确定以应用更改并返回到 ACDSee。

“相片模式 ”选项



ACDSee Photo Studio Standard 2019

Page 232 of 289

相片 显示数据库孤

立文件

选择显示数据库孤立文件可显示标记为孤立的丢失文件。孤立文件将以

棕褐色显示。

滚动时显示导

航略图

激活或取消带动画效果的弹出式导航略图，滚动期间其在略图上显示日

期。此选项用于帮助用户在滚动浏览大型照片集时进行定位。

此选项仅在使用滚动条并在所需相片区域 /日期范围内暂停时

才有效。

略图日期排序 选择略图按从最旧到最新还是从最新到最旧的顺序显示。

弹出窗口 光标悬停时激

活弹出窗口

将鼠标悬停到略图上方时，激活或取消带动画效果的弹出式预览。

<SHIFT> 键

激活弹出窗口

只有在悬停于略图上并且按住 SHIFT 键时才激活弹出窗口。

自动隐藏弹出

窗口

即便仍然悬停在图像上，5 秒钟之后也隐藏弹出窗口。

在弹出窗口中

显示略图

鼠标悬停在图像上时，显示图像的弹出窗口预览。

弹出窗口中显

示信息

在鼠标悬停弹出窗口中包含文件信息。通过单击配置文件信息 ... 按钮

并选择所需的弹出窗口信息，可以选择要显示的信息。

设置“查看”模式选项

您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通过 “选项 ”对话框来调整“查看”模式的行为，以及提高图像 的显示速度。

要设置“查看”模式的选项：

1. 在任何模式下，单击工具 | 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查看模式。

3. 在“查看模式”选项页面上，设置或更改下述任何“查看模式”选项。

4. 单击确定以接受更改并返回到 ACDSee。

“查看 ”模式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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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与缓存 预先解码下一个图像 自动给“查看”模式图像序列中的下一个图像解码，这样可

以缩短加载时间。

在内存中保存上一个图像 将解码的上一个图像保存在内存中，以便在“查看”模式下

快速显示。

启动文件 替换列表中的图像 如果从另一个应用程序打开图像，则不打开新的“查看”模
式窗口。

新窗口中的图像 打开一个新的“查看”模式窗口，以显示从其它应用程序中

打开的图像。

拖放的文件 替换列表中的图像 使用从另一个应用程序拖放到“查看”模式中的图像替换

“查看”模式中打开的图像列表。

将图像添加到列表 将从另一个应用程序拖放到“查看”模式中的任何图像添加

到已经打开的图像列表中。

总在最前面 始终让 ACDSee 窗口保持在层叠窗口的最上层。

全屏幕 按全屏幕模式在“查看”模式下打开图像。(按 F 键退出全屏模式。)

全屏幕时隐藏鼠标光标 在全屏幕模式下隐藏光标。

即时图像预览 在“查看”模式中显示即时预览，其质量随图像的解码进度而提升。

使用ACDSee 快速查看 如果选择此项，则 “ACDSee 快速查看 ”将设置为 ACDSee 关闭时的默认图像查看器。

放大比例超过 100% 时显

示像素

不对放大比例超过 100% 的图像进行重新采样。未选中此复选框时，放大比例超过

100% 的图像将进行重新采样，以产生平滑的过渡，但可能造成过度模糊。

总是在选择的自动镜头中

打开

启动时，在关闭 ACDSee 之前最后选择的自动镜头中打开图像。

删除/移动之后退出 在“查看”模式中移动或删除图像之后，自动返回到 “管理 ”模式。

查看文件夹中的所有图像 查看文件夹中的任何文件时，自动将该文件夹中的所有图像添加到当前的图像列表。

显示完整的图像文件路径 在“查看”模式的标题栏与状态栏中显示图像的完整文件路径。

锐化二次取样的图像 自动锐化缩放比例不足 100% 的图像的视图。

设置“显示”选项

您可以使用 “选项 ”对话框来更改窗口的背景，以及指定图像的缩放方式。

要设置“显示”选项：

1. 在任何模式下，单击工具 | 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查看模式 | 显示。

3. 在“显示”选项页面上，设置或更改下述选项。

4. 单击确定以接受更改并返回到 ACDSee。

“显示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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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放选项 默认缩放模式 指定 “查看 ”模式中图像的默认缩放级别。

缩放模式在图像每次更改

时重设为默认值

更换显示的图像时，将缩放模式重设为所选的默认值。

调整大小 根据所选的选项调整图像的大小。如需有关这些选项如何

影响 “查看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自动缩小或放大图像。

平移工具 启动单击缩放 取消选择可关闭通过一次单击在 “默认 ”视图与“实际大小 ”
视图之间切换图像的功能。

平移速度 慢 - 快 指定平移图像时的速度。

背景 默认颜色 在“查看”和“编辑”模式下，使用默认的 ACDSee 颜色作为

背景颜色。

自定义颜色 指定一种颜色作为 “查看 ”和“编辑”模式下使用的背景颜

色。

平铺图像 使用平铺图像作为 “查看 ”和“编辑”模式下的背景图像。单

击浏览以便在硬盘上查找图像。

背景颜色与平铺图像选项不会影响全屏幕模式。

要在 “ ACDSee 快速查看”中更改背景颜色，请在 “快速查看”中打开图像，然后单击工具 | 选项。

设置“编辑”模式选项

您可以使用 “选项 ”对话框在“编辑”模式下显示一些图标。

要在“编辑”窗格中显示图标：

1. 在任何模式下，单击工具 | 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编辑模式。

3.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4. 单击确定以应用更改并返回到 ACDSee。

编辑 在滤镜菜单窗格上显示图

标

在“编辑”模式下的工具旁显示图标。

自动保存所有更改 打开或关闭 “自动保存”功能自动保存会在“编辑”模式下自动保存更

改，而不会显示“保存更改”对话框提示。

GPU 选择 为了确保最佳性能，“编辑”模式的某些部分将会消耗您的 GPU。

ACDSee 会自动选择系统中最好的 GPU。该选项 — 由 ACDSee 决定

— 默认启用。当由 ACDSee 决定启用时，该选项旁边会显示 GPU 型

号文本，指定“编辑”模式是正在消耗主 GPU，还是 ACDSee 检测到的

更优秀的另一个 GPU。在大多数情况下，ACDSee 检测到并确定为最

佳 GPU 的将是同一个：您的主 GPU。

使用主：如果您希望使用主 GPU 代替 ACDSee 选择的 GPU，则

可以启用此选项。

由 ACDSee 决定：选择此选项可使用 ACDSee 找到的更佳

G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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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ACDSee 陈列室选项

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自定义“ACDSee 陈列室 ”桌面幻灯放映，包括更改幻灯持续时间、顺序以及转场效果，或更改画框

的阻光度、大小及边框样式。

要自定义“ACDSee 陈列室”桌面幻灯放映：

1.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之一启动“ACDSee 陈列室 ”：

在任何模式下，单击工具 | 创建 | ACDSeeACDSee 陈列室。

单击开始 | 程序 | ACD Systems | ACDSee 陈列室。

2.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 “ACDSee 陈列室”窗口的任意位置，并选择选项。

3. 设置或更改下述选项。

4. 单击设为默认值可以将当前所选的选项用作新陈列室窗口的默认值。

5. 单击确定以应用更改。

ACDSee 陈列室选项

图片文件夹 包括子文件夹 如果要在幻灯放映中包括子文件夹下的相片，请选择此选

项。

忽略隐藏文件夹 选择此选项可忽略隐藏文件夹，如在处理图像时创建的

[原始文件 ] 文件夹。

幻灯 时长 向左拖动滑块以缩短每张相片显示的时间，向右拖动滑块

以增加每张相片显示的时间。

顺序 从“顺序”下拉列表中，选择顺序来按顺序显示相片，或选择

随机来随机显示相片。

转场 从“转场”下拉列表中进行如下选择：如果不需要任何特殊

的转场效果，请选择无；如果希望相片从窗口的右侧进入并

从左侧退出，请选择幻灯；如果希望在从一张相片转场到另

一张相片期间，降低相片的阻光度，请选择淡入淡出。

全部应用 如果要将这些更改应用到所有幻灯放映，请选择全部应

用。

陈列室窗口 阻光度 向左拖动“阻光度 ”滑块可降低 “陈列室”窗口的阻光度，向

右拖动可增加其阻光度。

大小 从“大小”下拉列表中，选择小、中或大陈列室窗框。

边框 从“边框”下拉列表中选择边框样式。

总在最前面 如果希望“陈列室 ”窗口显示在其它所有应用程序窗口之

上，请选择总在最前面。

全部应用 如果要将这些更改应用到所有“陈列室 ”窗口，请选择全部

应用。

启动时运行 如果希望在启动计算机时自动启动“ACDSee 陈列室 ”，请选择启动时运行。

设置 ACDSee 快速查看选项

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自定义“ACDSee 快速查看”，包括在任何打开的窗口上方显示“快速查看”，全屏显示“快速查看 ”，甚

至更改“快速查看 ”窗口的背景颜色。

要自定义“ACDSee 快速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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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双击图像。例如，在“Windows 资源管理器 ”或电子邮件中双击图像。

2. 单击工具 | 选项。

3. 设置或更改下述选项。

4. 单击确定以应用更改。

ACDSee 快速查看选项

使用 ACDSee 快速查看 如果选择此项，则 “ACDSee 快速查看 ”将设置为 ACDSee 关闭时的默认图像查看器。

启用伽玛校正 查看图像时，应用指定量的伽玛校正。

禁用动画 仅显示动画图像的第一帧。

总在最前面 始终让“快速查看 ”窗口保持在其它层叠窗口的最上层。

全屏幕 按全屏幕模式在“快速查看”窗口中打开图像。

全屏幕时隐藏鼠标光标 在全屏幕模式下隐藏光标。

默认缩放模式 适合图像：按“快速查看 ”窗口所能容纳的最大缩放比例显示图像。比“快速查看”窗口小

的图像按原始大小显示。

实际大小：按照实际大小在“快速查看 ”窗口中显示图像。

背景 默认颜色：在“快速查看 ”中使用 ACDSee 背景颜色。

自定义颜色：指定一种颜色作为 “快速查看”窗口的背景。单击颜色样本可选择不同颜

色。

设置“媒体”选项

您可以更改从 ACDSee 启动音频和视频文件时处理它们的应用程序。

要自定义从 ACDSee 启动的文件的默认媒体播放器：

1. 在任何模式下，单击工具 | 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媒体。

3. 要在系统的默认媒体播放器中启动音频和视频文件，选中使用默认媒体播放器打开音频和视频文件复选框。

4. 单击确定以应用更改。

设置 ACDSee Indexer选项

您可以使用 “选项 ”对话框自定义 ACDSee Indexer 的功能。

要自定义 ACDSee Indexer：

1. 在任何模式下，单击工具 | 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 ACDSee Indexer。

3. 在“文件夹 ”页面上，设置或更改下述选项。

4. 单击确定以应用更改并返回到 ACDSee。

ACDSee Indexer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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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闲置时自动为文件夹

或图像建立索引

启用在计算机空闲时为文件夹或图像建立索引。设置滑块以指示在开始建立索引之前

计算机应处于空闲状态的时间。

仅为图像文件建立索引 取消选择会为 ACDSee 支持的所有文件类型建立索引。

当前数据库 显示将为其建立索引的数据库。

要监视的文件夹 显示将为其建立索引的文件夹。

添加文件夹 ... 单击添加文件夹 ... 按钮可以添加要索引的其他文件夹。

删除文件夹 从列表中选择文件夹并单击删除文件夹按钮可将其从要索引的文件夹中删除。

包含 Microsoft OneDrive 启用 OneDrive 文件夹的索引。

设置 ACDSee PicaView选项

您可以使用 “选项 ”对话框来更改 ACDSee PicaView 设置，以及打开或关闭它。

要调整 ACDSee PicaView 选项：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工具 | 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 ACDSee PicaView。

3. 在 ACDSee PicaView 上，按如下所述设置或更改选项。

4. 单击确定以应用更改并返回到 ACDSee。

ACDSee PicaView选项

启用 ACDSee
Picaview

此复选框启用或禁用 ACDSee PicaView。启用时，当在硬盘上的任何位置用鼠标右键单击

ACDSee 支持的文件时，会显示 ACDSee PicaView。您可以选择显示文件或图像及其 EXIF 信

息，或二者之一的预览。

显示图像 选中显示图像复选框可显示右键单击的文件的预览。

位置： 将图像添加到主菜单：右键单击时，将

在主菜单中显示图像。

将图像添加到子菜单：右键单击时，将

在子菜单中显示图像，通过单击

ACDSee PicaView旁边的箭头可以

看到子菜单。

大小： 选择右键单击时所显示预览的大小。

显示原始图像 选中显示原始图像，可在右键单击时显示

图像的预编辑版本。

显示 EXIF 信息 选中显示 EXIF 信息复选框可显示右键单击的相片的 EXIF 信息。

自动隐藏窗格与面板

您可以使用自动隐藏按钮在 ACDSee 中自动隐藏某些窗格与面板。窗格设置为自动隐藏时，只要在其外部单击鼠标，它

就会卷起消失，只留下一个选项卡仍在显示。将光标移到选项卡上就可以访问该窗格。窗格或面板浮动时，自动隐藏功

能不可用。如果窗格设置为自动隐藏，则无法将它移动到新位置。

窗格的标题栏上“自动隐藏”按钮的外观反映其当前设置：

水平图钉表示窗格设置成在单击窗格外部时自动隐藏。

垂直图钉表示窗格是固定的，即使单击窗格外部它仍保持可见。

要设置或删除自动隐藏：

单击标题栏上的自动隐藏按钮，以显示水平或斜插图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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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任务窗格”
根据在 ACDSee 中当前的位置或选择，“任务窗格 ”显示常用的任务 (来自菜单与工具栏 )组。默认情况下“任务窗格 ”处于

打开状态，位于“管理”模式窗口的右侧。

要打开或关闭“任务窗格”：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窗格 | 任务窗格。

“任务窗格 ”中的菜单会根据您正在使用的“管理”模式窗口的区域及所选项目而发生变化。例如，在“文件列表 ”窗格中

选择多个文件夹时，“任务窗格 ”显示的菜单与选择相片或媒体文件时的菜单不同。

“任务窗格 ”菜单上的选项也会动态地更改。例如，如果在 “文件列表”窗格中选择多个图像，则在 “修正与增强相片”菜
单中的选项会变成列出可用于多个图像的选项。

自定义工具栏

通过选择显示哪些工具栏，并指定每个工具栏的按钮或命令，可以自定义 “管理 ”模式与“查看”模式下工具栏的外观与布

局。您也可以在任何时候丢弃更改并将某些工具栏重设为默认布局。

显示与隐藏工具栏

在“管理”模式与 “查看 ”模式下，可以选择显示或隐藏特定的工具栏。

要显示或隐藏工具栏：

在“管理”或“查看”模式下，单击视图 | 工具栏，然后选择要显示或隐藏的工具栏。

自定义工具栏内容

您可以自定义以下工具栏：

在“管理”模式下：主工具栏与文件列表工具栏。

在“查看”模式下：底部工具栏。

您可以在这些工具栏上添加、删除及重新排列按钮。您也可以显示或隐藏这些工具栏上的按钮的文本标签与工具提示。

所有的工具栏自定义选项都在“自定义 ”对话框上。

要显示“自定义”对话框：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视图 | 工具栏，然后选择自定义。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主工具栏或文件列表工具栏右侧的下拉箭头，然后依次选择添加或删除按钮和自定义。

在“查看”模式下，单击底部工具栏右侧的下拉箭头，选择添加或删除按钮，然后选择自定义。

要添加或删除工具栏按钮：

在“管理”模式下：

主工具栏：

1. 单击主工具栏右侧的下拉箭头。

2. 选择添加或删除按钮 | 主工具栏，然后选择您要添加或删除的按钮的名称。

“文件列表”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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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自定义”对话框，在“命令”选项卡上，将项目从“命令”字段拖动到要添加按钮的工具栏中。

要删除按钮，请将要删除的按钮从工具栏拖动到“自定义”对话框中。

在“查看”模式下：

底部工具栏：

1. 单击底部工具栏右侧的下拉箭头。

2. 选择添加或删除按钮 | 底部工具栏，然后选择您要添加或删除的按钮的名称。

要重新排序工具栏按钮：

打开 “自定义”对话框，将按钮拖动到所需的工具栏位置。

要显示或隐藏工具栏按钮下面的文本标签：

1. 显示 “自定义”对话框。

2. 单击工具栏选项卡。

3. 在“管理”模式下：选择文件列表工具栏或主工具栏。

在“查看”模式下：选择底部工具栏。

4. 选择显示文本标签复选框以显示文本标签，或清除显示文本标签复选框以隐藏文本标签。

5. 单击关闭。

要显示或隐藏工具栏按钮的工具提示：

1. 显示 “自定义”对话框。

2. 单击选项选项卡。

3. 选择在工具栏上显示“屏幕工具提示”以显示工具提示，或清除在工具栏上显示“屏幕工具提示”以隐藏工具提

示。如果选择此选项，则也可选择在“屏幕提示”中显示快捷方式以便在工具提示中显示键盘快捷方式。

4. 单击关闭。

重设工具栏

您可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将工具栏与按钮返回到默认状态。

要重设工具栏：

1. 显示 “自定义”对话框。

2. 单击工具栏选项卡，然后单击全部重设。

3. 单击是以重设工具栏。

4. 单击关闭。

自定义工具栏和窗格位置

您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隐藏、移动和驻靠大多数工具栏和窗格，以及调整他们的大小。要了解可在“管理”模式下自定义体

验的所有方式，请参阅使用“管理”模式。

隐藏窗格

在“管理”、“查看”、和“编辑”模式下，可以使用“隐藏 /取消隐藏 ”按钮隐藏和显示屏幕左侧、右侧或底部的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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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取消隐藏左侧窗格

隐藏/取消隐藏底侧窗格

隐藏/取消隐藏右侧面板

在 “查看 ”和 “编辑 ”模式下移动窗格和工具栏

您可以将窗格或工具栏从驻靠或浮动位置移到新的位置。

有些工具栏不会激活驻靠罗盘。

要移动窗格或工具栏：

1. 拖动窗格或工具栏的标题栏，并将光标悬停在 “驻靠罗盘”的任一箭头上。

2. 带阴影的选取框出现在所需的窗格或工具栏位置时，释放鼠标按钮。

3. 要将窗格恢复到先前的位置，请双击标题栏。

要移动驻靠或浮动的窗格或工具栏：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将窗格或工具栏的选项卡拖到新的位置。

将窗格或工具栏的标题拖到新的位置。

如果使用双显示器 ，您可以将窗格和工具栏移动到第二个显示器 以释放主显示器 的空间。

在 “查看 ”和 “编辑 ”模式下驻靠窗格和工具栏

如果选择了某个窗格或工具栏，则会激活“驻靠罗盘 ”，帮助您准确定位窗格。“驻靠罗盘”由内圈和外圈两组箭头组成。将

光标悬停在任一箭头上时，将出现一个带阴影的选取框，显示窗格的可能位置。

有些工具栏不会激活驻靠罗盘。

要驻靠窗格或工具栏：

拖动窗格或工具栏的标题栏或选项卡激活“驻靠罗盘 ”。要将窗格驻靠在窗口的外缘，请将光标悬停在“驻靠罗盘 ”外圈的

任何箭头上，然后释放鼠标按钮。

调整窗格大小

包括驻靠窗格和浮动窗格在内的所有窗格都可以调整大小。

要调整驻靠窗格的大小：

1. 将光标悬停在窗格或工具栏的边缘上，直到它变为箭头和直线。

2. 将窗格或工具栏的边缘拖动到所需的大小。

要调整浮动窗格的大小：

将光标悬停在窗格或工具栏的边缘或拐角上，然后将窗格拖到所需的大小。

您可在“查看”和 “编辑 ”模式下放大胶片，以加快浏览文件夹。要调整胶片的大小，请拖动它的一个边缘。

您可以去掉和移动绘制与选择工具栏以及 ACDSee 操作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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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自定义菜单

您可在“管理”模式下使用自定义命令创建轻松访问的新菜单。您还可以自定义新菜单的名称和位置。

要创建新菜单：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视图 | 工具栏，然后选择自定义。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主工具栏或文件列表工具栏右侧的下拉箭头，然后依次选择添加或删除按钮和自定

义。

2. 在“自定义 ”对话框的“命令”选项卡中，从 “类别 ”字段中选择新建菜单。

3. 在“命令”字段中，选择新建菜单，然后将其拖动到所需的工具栏位置。

要向新菜单中添加命令：

1. 在“自定义 ”对话框的“命令”选项卡中，从 “类别 ”字段中选择任意选项。

2. 在“命令”字段中，选择命令并将其拖动到工具栏上的新菜单中。此新菜单将向下展开。将命令放置在菜单上。

要删除新菜单或命令：

必须打开“自定义 ”对话框，才能删除新菜单或命令：

鼠标右键单击新菜单或命令，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删除。

要对新菜单进行命名：

必须打开“自定义 ”对话框，才能对新菜单进行命名：

1. 鼠标右键单击新菜单，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按钮外观 ...。

2. 在“按钮外观”对话框中，选择仅文本，并在 “按钮文本”字段中输入文本。

3. 按确定。

配置外部编辑器

您可以配置 ACDSee 使其可与各种图像编辑器一起工作 (如 Canvas)，还可以指定 ACDSee 默认使用哪个图像编辑器。

这样就可以从 ACDSee 中使用任何外部编辑应用程序来打开图像。

必须先配置外部编辑器，然后才能为其指定快捷方式或将其作为按钮置于工具栏上。

要在 ACDSee 中配置外部编辑器：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工具 | 外部编辑器 | 配置编辑器。

2. 在“配置相片编辑器”对话框中，单击添加。

3. 浏览到硬盘上包含图像编辑应用程序的文件夹。

4. 选择图像编辑应用程序的可执行文件。例如，Canvas16.exe。

5. 单击打开。

6. 在名称字段中，输入编辑器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要创建用于外部编辑器的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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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工具栏下拉箭头 (位于外部编辑器菜单项右侧 )并选择添加或删除按钮 | 自定义。

2. 在“自定义 ”对话框中，单击键盘选项卡并从 “类别 ”列表中选择外部编辑器。

3. 在按新快捷方式字段中输入快捷方式。

4. 单击指定并关闭该对话框。

您的新键盘快捷方式已设置。

要在“管理”模式下向“文件列表”工具栏添加外部编辑器：

1. 单击工具栏下拉箭头 (位于外部编辑器菜单选项右侧 )并选择添加或删除按钮 | 自定义。

2. 在“自定义 ”对话框的命令选项卡中，从“类别”列表中选择外部编辑器。

3. 在该列表中单击一个外部编辑器并将其拖动到 “文件列表”工具栏上。

4. 关闭该对话框。

该外部编辑器即添加到“文件列表”工具栏。

要在“查看”模式下向工具栏添加外部编辑器按钮：

1. 单击工具旁的工具栏下拉箭头并选择添加或删除按钮 | 自定义。

2. 在“自定义 ”对话框的命令选项卡中，从“类别”列表中选择外部编辑器。

3. 在该列表中单击一个外部编辑器并将其拖动到工具栏上。

4. 关闭该对话框。

该外部编辑器即添加到工具栏。

要管理图像编辑器：

1. 在“配置相片编辑器”对话框的编辑器列表中选择要更改的应用程序。

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要更改可执行文件的位置或“编辑器”列表中显示的应用程序的名称，单击编辑。设置应用程序的位置

和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要将应用程序设置为 ACDSee 的默认外部编辑器，单击设为默认值。

要指定应用程序是否可以同时处理多个图像，选择或清除支持多个图像列中的复选框。

要从列表中删除应用程序，单击删除。

3. 单击确定以接受更改并返回到 ACDSee。

要在外部图像编辑器中打开图像：

1. 在“管理”或“查看”模式下，选择要在外部编辑器中打开的图像。

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工具 | 外部编辑器 | 默认外部编辑器或某个编辑器的名称。

按 CTRL + ALT + X以在默认外部编辑器中打开图像。

自定义键盘快捷方式

对于经常使用的一些命令，有一些预定义的键盘快捷方式。您可以更改预定义的快捷方式，也可以为当前没有快捷方式

的那些命令创建键盘快捷方式。“自定义快捷方式”对话框中的可用选项将因您从中打开该对话框的模式而异。

在一种模式下自定义的键盘快捷方式在其他模式下无效，即使定义的命令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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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已将某快捷方式分配给一个命令，则将其分配给另一个命令将从原命令取消分配该快捷方式。

要自定义键盘快捷方式：

在“管理”、“查看”、和“编辑”模式下：

1. 单击工具 | 自定义快捷方式 ...。

2. 从“类别”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类别，如“文件”、“编辑”或 “查看 ”。此时该菜单中提供的命令显示在“命令”列表

框中。

3. 在命令列表框中选择一个命令。

如果已经给该命令定义键盘快捷方式，则它会显示在当前按键框中。

如果尚未给该命令定义键盘快捷方式，则“当前按键 ”将是空白的。

要删除某个现有的键盘快捷方式，请在 “当前按键”框中选择该键盘快捷方式，然后单击删除。

要定义新的键盘快捷方式：

1. 单击输入新快捷方式文本框。

2. 在键盘上按您希望用作键盘快捷方式的按键组合。

该按键组合将显示在“输入新快捷方式 ”文本框中。“当前分配给 ”字段将显示您输入的快捷方式所分配给的功能

(如果有 )。

3. 单击指定。

此时新的键盘快捷方式显示在“当前按键”框中。

4. 单击关闭。

要删除所有的自定义键盘快捷方式并恢复默认的键盘快捷方式，请单击全部重设。

更改显示主题

在 ACDSee 中，您可以通过更改显示主题来更改窗格和工具栏的背景颜色。

要更改显示主题：

1. 在“管理”模式下，单击工具 | 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管理模式。

3. 在显示主题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主题。

4. 单击确定以应用更改并返回到 ACDSee。

设置 JPEG选项

通过更改“选项”对话框中的设置，可以控制 JPEG 图像的质量、编码方式、颜色二次取样方法，以及是更新还是创建

JPEG 图像中内嵌的略图。

JPEG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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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质量 拖动滑块以确定 JPEG 图像的质量。

编码 渐进：选择此项以启用渐进式编码。

优化霍夫曼编码：选择此项以优化“霍夫曼”代码来提高压缩程度。

颜色分量采样 2:1 水平：选择此项在横轴上按照 2:1 的系数对颜色通道进行二次取样。

2:1 垂直：选择此项在纵轴上按照 2:1 的系数对颜色通道进行二次取样。

内嵌的略图 仅仅更新现有的略图：选择此项以更新任何现有的内嵌略图。

总是添加/更新略图：选择此项以更新任何现有的内嵌略图，或创建内嵌略图。

从不添加/更新略图：如果不希望更新任何现有的内嵌略图，或者不希望创建内

嵌略图，请选择此项。

生成 DCF 兼容略图：选择此项以生成符合“数码相机格式”(DCF) 规格并与数码

相机 LCD 上的略图视图保持兼容的略图。此选项强制使用固定的 160 x 120 分

辨率，任何额外的区域都填上黑色。

将这些设置保存为默认值 选择此选项以便给所有的 JPEG 使用这些 JPEG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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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快捷方式

“管理”模式键盘快捷方式

在使用“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可以使用以下快捷方式。在日历窗格中还有专用的快捷方式。

要打印此页面以便参考，请使用鼠标右键单击，然后选择打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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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快捷方式 包含此结果

ALT + F4

CTRL + W

关闭 ACDSee。

ALT + O 打开 “选项 ”对话框。

F1 打开帮助文件。

ENTER 在“查看”模式下打开所选的项目。

DELETE 删除选择的项目。

使用“管理”模式

\(反斜杠) 标记或取消标记图像。

`(重音符) 打开或关闭图像音频。

ALT + 0 到 5 给当前所选的项目指定颜色标签。按 ALT + 0
可删除颜色标签。

ALT + B 将所选的项目添加到“刻录筐”。

ALT + C 将一个或多个所选文件复制到指定的文件夹。

ALT + 逗号 打开 “属性 ”窗格中的上一个选项卡。

ALT + 句点 打开 “属性 ”窗格中的下一个选项卡。

ALT + ENTER 打开或关闭 “属性 ”窗格。

ALT + G 打开 “导入 ”对话框。

ALT + I 打开 “过滤器”对话框，在其中可以指定要在 “文
件列表”窗格中显示的文件类型。

ALT + K 将光标放到 “属性 ”窗格 “元数据”选项卡下

"IPTC" 组的“关键词”部分。

ALT + M 将一个或多个所选文件移动到指定的文件夹。

ALT + Q 从“刻录筐 ”中删除当前显示的项目。

ALT + SHIFT + F 最大化“文件列表 ”窗格。

F2 重命名一个或多个所选的文件。

ALT + W 将桌面墙纸还原到应用 ACDSee 墙纸之前的设

置。

ALT + X 从图像筐中删除当前显示的项目。

退格键 在当前驱动器文件夹结构中上移一层。

CTRL + 0 到 5 给当前所选的项目指定评级。按 CTRL + 0 可

删除评级。

CTRL + \(反斜杠) 选择标记的图像。

CTRL + A 选择当前文件夹中的全部内容。

CTRL + B 将所选的项目添加到图像筐。

CTRL + E 在“编辑”模式下打开当前所选的图像。

CTRL + G 生成文本文档类型的文件列表。

CTRL + I 选择当前文件夹中的全部图像。

CTRL + ALT + D 打开 “编辑标题”对话框。

CTRL + K 将光标放到 “属性 ”窗格 “整理 ”选项卡的“关键

词”字段中。

CTRL + N 在“文件列表”窗格中创建新文件。

CTRL + O 打开 “打开文件”对话框，从中可以选择要在 “查
看”模式下打开的一个或多个图像。

CTRL + P 在 ACDSee 的“打印”实用程序中打开当前所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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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RL + TAB 在当前显示的窗格之间移动“管理”模式窗口的

焦点。

CTRL + X 将当前所选的项目剪切到 “剪贴板”。

CTRL + C

CTRL + INSERT

将所选的项目复制到“剪贴板”。

CTRL + V

SHIFT + INSERT

粘贴 “剪贴板”的内容。

CTRL + F 聚焦在“快速搜索 ”栏上，可以开始键入搜索查

询。

F5 刷新 “管理 ”模式。

F3 打开 “搜索 ”窗格。

CTRL + ALT + E 打开 “导出 ”对话框。

F4 显示 “内容 ”栏下拉列表。

F6 将“文件列表”更改为“略图+详细信息”视图。

F7 将“文件列表”更改为“幻灯”视图。

F8 将“文件列表”更改为“略图”视图。

F9 将“文件列表”更改为“平铺”视图。

F10 将“文件列表”更改为“图标”视图。

F11 将“文件列表”更改为“列表”视图。

F12 将“文件列表”更改为“详细信息”视图。

SHIFT + DELETE 将所选的项目从硬盘中删除。

SHIFT + F5 刷新 “文件列表”窗格。

SHIFT + TAB 将“管理”模式窗口的焦点移至序列中的上一个

窗格或工具。

TAB 将“管理”模式窗口的焦点移至序列中的下一个

窗格或工具。

CTRL + ALT + R 在“比较图像”查看器中打开所选的图像。

CTRL + ALT + W 将所选的图像设置为拉伸的桌面墙纸。

CTRL + ALT + X 在默认的外部编辑器中打开当前图像。

CTRL + 鼠标右键单击 打开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上下文菜单。

CTRL + SHIFT + 1 打开或关闭 “文件夹”窗格。

CTRL + SHIFT + 2 打开或关闭 “编目 ”窗格。

CTRL + SHIFT + 3 打开或关闭 “搜索 ”窗格。

CTRL + SHIFT + 4 打开或关闭 “日历 ”窗格。

CTRL + SHIFT + 5 打开或关闭图像筐。

CTRL + SHIFT + A 选择当前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

CTRL + SHIFT + B 显示或隐藏状态栏。

CTRL + SHIFT + C 将当前所选的图像复制到 “剪贴板”。

CTRL + SHIFT + D 清除当前所选内容。

CTRL + SHIFT + E 在默认的系统应用程序中打开当前文件，或打

开可选择应用程序的对话框。

CTRL + SHIFT + F 切换 “文件列表”窗格的全屏查看模式。

CTRL + SHIFT + I 反转当前选择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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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L + SHIFT + L 打开或关闭 “选择性浏览 ”面板。

CTRL + SHIFT + N 再打开一个 ACDSee 程序实例。

CTRL + SHIFT + O 使用与文件扩展名关联的系统应用程序打开文

件。

CTRL + SHIFT + T 显示或隐藏 “管理 ”模式的“主工具栏 ”。

CTRL + SHIFT + TAB 在当前显示的窗格之间移动“管理”模式窗口的

焦点。

CTRL + SHIFT + W 将所选的图像设置为平铺的桌面墙纸。

CTRL + SHIFT + ALT + W 将所选的图像设置为居中的桌面墙纸。

查看

ALT + 左方向键 返回到“文件列表 ”窗格中浏览过的上一个文件

夹。

ALT + 右方向键 返回到“文件列表 ”窗格中上一次返回之前所处

的文件夹。

CTRL + S 用当前所选的图像创建幻灯放映。

CTRL + SHIFT + P 打开或关闭 “预览 ”窗格。

批量编辑

CTRL + R 打开 “批量调整图像大小 ”对话框。

CTRL + T 打开 “批量调整时间标签 ”对话框。

CTRL + ALT + F 打开 “批量转换文件格式 ”对话框。

CTRL + J 打开 “批量旋转 /翻转图像”对话框。

CTRL + L 打开 “批量调整曝光度”对话框。

模式切换

CTRL + F2 切换到“相片”模式。

CTRL + F3 在“查看”模式下打开图像。

CTRL + F5 在“编辑”模式中打开图像。

CTRL + F7 切换到“仪表板”模式。

“管理”模式鼠标快捷方式

在“管理”模式下，您可以使用以下鼠标快捷方式。

要打印此页面以便参考，请使用鼠标右键单击，然后选择打印 ...。

快捷方式 产生的操作

双击 在“查看”模式下打开所选的图像。

鼠标右键单击 打开 “管理 ”模式上下文菜单。

SHIFT + 单击 选择一组图像。

单击 + 拖动 选择一组图像。请确保在拖动之前单击了屏幕的空白区域而不是图像或文件夹，

这样才能在一组图像周围绘制出选择框。

CTRL + 单击 选择所单击的图像。

CTRL + 鼠标右键单击 打开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上下文菜单。

CTRL + 滚轮上卷 增加略图缩放比例 (放大 )。

CTRL + 滚轮下卷 减小略图缩放比例 (缩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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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模式键盘快捷方式

在使用“查看”模式的过程中，可以使用以下键盘快捷方式。

要打印此页面以便参考，请使用鼠标右键单击，然后选择打印 ...。

如果想要定义自己的键盘快捷方式，请参阅自定义键盘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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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方式 产生的操作

ALT + F4

CTRL + W

关闭 ACDSee。

`(重音符) 切换状态栏中的完整文件路径显示。

ENTER

ESC

切换到上一个模式。

SHIFT + ESC 在“查看”和“编辑”模式最小化 ACDSee。

ALT + O 打开 “选项 ”对话框。

F1 打开帮助文件。

文件菜单

CTRL + O

INSERT

打开 “打开文件”对话框。

SHIFT + F4 关闭当前项目。

CTRL + SHIFT + F4 关闭所有图像。

CTRL + S 打开 “图像另存为 ”对话框，从中可以使用其它文件名或文件格式保存

图像。

SHIFT + L 使用与文件扩展名关联的系统应用程序打开文件。

SHIFT + E 在默认的系统应用程序中打开当前文件，或打开可选择应用程序的对

话框。

CTRL + P 在 ACDSee 的“打印”实用程序中打开当前图像。

CTRL + SHIFT + P 打印当前所选的全部图像，或当前文件夹中的全部图像。

自定义界面

CTRL + SHIFT + H 打开与关闭直方图。

CTRL + SHIFT + M 打开与关闭 “放大镜”窗格。

CTRL+ +(加号) 放大 “放大镜”窗格。

CTRL + -(减号) 缩小 “放大镜”窗格。

CTRL + SHIFT + S 打开与关闭导航器。

ALT + ENTER 打开与关闭 “属性 ”窗格。

ALT + , 切换到“属性”窗格上左侧的选项卡。

ALT + . 切换到“属性”窗格上右侧的选项卡。

CTRL + SHIFT + F 打开与关闭胶片。

CTRL + SHIFT + I 打开与关闭信息调色板。

T

CTRL + SHIFT + T

打开与关闭工具栏。

B

CTRL + SHIFT + B

打开与关闭状态栏。

CTRL + SHIFT + V 打开与关闭多页图像的“页面视图”面板。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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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L + X 将当前项目剪切到 “剪贴板”。

CTRL + C 将当前显示的文件复制到 “剪贴板”。

CTRL + V 粘贴 “剪贴板”的内容。

ALT + C 打开 “复制到文件夹”对话框。

ALT + M 打开 “移动到文件夹”对话框。

DELETE 删除选择的图像。

F2

ALT + R

打开 “重命名文件 ”对话框。

CTRL + B 将所选图像添加到 “图像筐”。

ALT + X 从“图像筐 ”中删除所选图像。

ALT + B 将当前显示的项目添加到 “管理 ”模式中的“图像筐 ”。

ALT + Q 从“刻录筐 ”中删除所选图像。

ALT + A 打开 “添加快捷方式”对话框。

CTRL + ALT + D 打开 “编辑标题”对话框。

\(反斜杠) 标记或取消标记图像。

CTRL + M 打开 “管理元数据预设值 ”对话框。

CTRL + 0 清除评级。

CTRL + 1 指定评级 1。

CTRL + 2 指定评级 2。

CTRL + 3 指定评级 3。

CTRL + 4 指定评级 4。

CTRL + 5 指定评级 5。

ALT + 0 清除颜色标签。

ALT + 1 指定红色颜色标签。

ALT + 2 指定黄色颜色标签。

ALT + 3 指定绿色颜色标签。

ALT + 4 指定蓝色颜色标签。

ALT + 5 指定紫色颜色标签。

CTRL + K 打开 “属性 ”窗格的“关键词”部分。

ALT + K 打开 “属性 ”窗格的“元数据”选项卡。

CTRL + SHIFT + ALT
+ W

将所选的图像设置为居中的桌面墙纸。

CTRL + SHIFT + W 将所选的图像设置为拉伸的桌面墙纸。

CTRL + ALT + W 将所选的图像设置为平铺的桌面墙纸。

ALT + W 将桌面墙纸还原到应用 ACDSee 墙纸之前的设置。

查看

向右翻页箭头

PAGE DOWN

3(数字小键盘)

空格键

显示下一个图像。

向左翻页箭头

PAGE UP

显示上一个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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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数字小键盘)

退格键

END 切换至胶片中的最后一个图像。

HOME 切换至胶片中的第一个图像。

CTRL + 鼠标右键单击 打开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上下文菜单。

+(加号) 放大。

-(减号) 缩小。

SHIFT + Z 放大所选的区域。

/(正斜杠) 将图像缩放到实际大小。

*(数字小键盘星号)

SHIFT + 8

使图像适合查看区域。

ALT + 向右翻页箭头 使图像宽度适合显示区域。

ALT + PAGE DOWN 使图像高度适合显示区域。

ALT + \ 打开或关闭缩放锁定。

L 切换平移锁定。

Z 打开 “设置缩放级别”对话框。

向右翻页箭头 放大图像时向右平移。

向左翻页箭头 放大图像时向左平移。

PAGE DOWN 放大图像时向下平移。

PAGE UP 放大图像时向上平移。

F 切换全屏幕模式。

CTRL + 向右翻页箭头 打开或关闭右窗格。

CTRL + 向下翻页箭头 打开与关闭底部窗格。

O 显示保存的图像版本。

E 打开或关闭曝光警告。

R 打开或关闭 RAW 解码 /嵌入预览。

SHIFT + F1 使用缩放工具放大后激活 “手用 ”工具。

SHIFT + F2 激活 “选择 ”工具。

CTRL + Q 清除当前所选内容。

SHIFT + F3 激活缩放工具。

F5 刷新 “查看 ”模式窗口并重新加载当前图像。

CTRL + 6 打开或关闭 “光线均衡 (Light EQ™)”按钮。

ALT + S 每 1 至 2 秒自动前进到下一个图像。

CTRL + ALT + S 启动幻灯放映。

CTRL + A 显示或隐藏页眉与页脚。

CTRL + SHIFT + Q 打开 “查看页眉 /页脚”对话框，您可以从中指定要在“查看”模式下的图

像上显示的文本。

ALT + CTRL + S 开始或停止幻灯放映。

SHIFT + PAGE
ARROW DOWN

前进到多页图像中的下一页。

SHIFT + PAGE
ARROW UP

切换到多页图像中的上一页。

SHIFT + HOME 切换到多页图像中的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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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FT + END 切换到多页图像中的最后一页。

编辑

CTRL + SHIFT + 向左

翻页箭头

将当前图像按逆时针方向旋转 90 度。

CTRL + SHIFT + 向右

翻页箭头

将当前图像按顺时针方向旋转 90 度。

ALT + E 在默认的编辑器中打开图像。

SHIFT + O 将已编辑图像恢复为原始版本。

SHIFT + S 提交更改。

CTRL + ALT + F 打开 “批量转换文件格式 ”对话框。

CTRL + J 打开 “批量旋转 /翻转图像”对话框。

CTRL + R 打开 “批量调整图像大小 ”对话框。

CTRL + L 打开 “批量调整曝光度”对话框。

CTRL + T 打开 “批量调整时间标签 ”对话框。

CTRL + ALT + R 打开 “批量重命名 ”对话框。

CTRL + SHIFT + 1 将图像色深更改为 “黑白 ”。

CTRL + SHIFT + 2 将图像色深更改为 16 级灰度。

CTRL + SHIFT + 3 将图像色深更改为 256 级灰度。

CTRL + SHIFT + 4 将图像色深更改为 16 色。

CTRL + SHIFT + 5 将图像色深更改为 256 色。

CTRL + SHIFT + 6 将图像色深更改为 “高彩色”。

CTRL + SHIFT + 7 将图像色深更改为 “真彩色”。

CTRL + SHIFT + 8 将图像转换为 16 位灰度调色板。

CTRL + SHIFT + 9 将图像转换为 48 位彩色调色板。

模式切换

CTRL + F5 在“编辑”模式下打开当前所选的图像。

CTRL + F1 切换到“管理”模式。

CTRL + F2 切换到“相片”模式。

CTRL + F7 切换到“仪表板”模式。

“查看”模式鼠标快捷方式

在使用“查看”模式的过程中，可以使用以下鼠标快捷方式。

要打印此页面以便参考，请使用鼠标右键单击，然后选择打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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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方式 产生的操作

双击 关闭 “查看 ”模式并返回上一模式。

鼠标右键单击 打开 “查看 ”模式上下文菜单。

中键单击 切换全屏幕模式 (限三键鼠标 )。

滚轮单击 切换全屏幕模式。

滚轮上卷 显示上一项。

滚轮下卷 显示下一项。

CTRL + 鼠标右键单击 打开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上下文菜单。

CTRL + 滚轮上卷 增加图像 (放大 )的缩放比例。

CTRL + 滚轮下卷 减小图像 (缩小 )的缩放比例。

SHIFT + 滚轮上卷 显示多页图像中的上一页。

SHIFT + 滚轮下卷 显示多页图像中的下一页。

“日历”窗格快捷方式

熟悉基本的日历窗格选项之后，可以考虑使用以下快捷方式：

单击年份、月份或日期表格的标题栏可显示该年份、月份或日期的所有图像。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年份、月份、日期表格的标题栏可滚动并选择相邻的年份、月份或日期。

在“年份”视图中，双击任何月份可以切换到 “月份 ”视图。或者，在“月份”视图中双击任何日期可以切换到“日期”
视图。

在“月份”视图中，单击表示星期几的字母可以显示该星期几的所有图像。例如，单击 F 以选择该月份中所有的

星期五。

在“日期”视图中，单击 AM或 PM可以选择一天中的上午或下午。

在“事件”视图中，按住 CTRL 键并单击任何月份或日期可以显示该月份或日期的所有图像。

单击任何月份日历的标题可以选择该月份的所有相片。

单击星期名称可以选择该月中这些星期的所有相片。

拖动并选择日历中的任何日期可以选择这些日期的所有相片。

“编辑”模式键盘快捷方式

在“编辑”模式中可以使用以下键盘快捷方式。

要打印此页面以便参考，请使用鼠标右键单击，然后选择打印 ...。

如果想要定义自己的键盘快捷方式，请参阅自定义键盘快捷方式。

“编辑 ”模式键盘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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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方式 产生的操作

ALT + F4 在所有模式下关闭 ACDSee。

SHIFT + ESC 在“查看”和“编辑”模式最小化 ACDSee。

ALT + O 打开 “选项 ”对话框。

F1 打开帮助文件。

`(重音符) 切换状态栏中的完整文件路径显示。

文件菜单

向右翻页箭头

PAGE DOWN

3(数字小键盘)

打开下一个图像。

向左翻页箭头

PAGE UP

9(数字小键盘)

打开上一幅图像。

CTRL + S 保存图像。

CTRL + ALT + S 保存副本。

CTRL + ALT + E 打开 “导出 ”对话框。

END 切换至胶片中的最后一个图像。

HOME 切换至胶片中的第一个图像。

ESC

ENTER

切换到上一个模式。

编辑模式菜单

CTRL + Y 重复。

CTRL + Z 撤消。

CTRL + SHIFT + Z 全部撤消。

CTRL + C 复制。

CTRL + V 粘贴。

DELETE 删除。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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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 + 0 清除颜色标签。

ALT + 1 指定红色颜色标签。

ALT + 2 指定黄色颜色标签。

ALT + 3 指定绿色颜色标签。

ALT + 4 指定蓝色颜色标签。

ALT + 5 指定紫色颜色标签。

CTRL + 0 清除评级。

CTRL + 1 指定评级 1。

CTRL + 2 指定评级 2。

CTRL + 3 指定评级 3。

CTRL + 4 指定评级 4。

CTRL + 5 指定评级 5。

CTRL + K 打开 “属性 ”窗格的“关键词”部分。

ALT + K 打开 “属性 ”窗格的“元数据”选项卡。

\(反斜杠) 标记相片。

CTRL + M 打开 “管理元数据预设值 ”对话框。

CTRL + ALT + D 打开 “编辑标题”对话框。

查看

CTRL + 向右翻页箭头 打开或关闭右窗格。

CTRL + 向左翻页箭头 打开与关闭左窗格。

CTRL + 向下翻页箭头 打开与关闭底部窗格。

/(正斜杠) 将图像缩放到实际大小。

SHIFT + 8

*(数字小键盘星号)

使图像适合查看区域。

+(加号) 放大。

-(减号) 缩小。

F 全屏显示图像。

' 放大到图像时打开与开闭导航器。

Z 显示保存的图像版本。

向右翻页箭头 放大图像时向右平移。

向左翻页箭头 放大图像时向左平移。

PAGE DOWN 放大图像时向下平移。

PAGE UP 放大图像时向上平移。

自定义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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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打开与关闭 “滤镜 ”菜单闭。

F4

ALT + ENTER

打开与关闭 “属性 ”窗格。

F5 打开与关闭胶片。

F6 打开与关闭信息调色板。

F7

CTRL + SHIFT + H

打开与关闭直方图。

F10 打开与关闭 “颜色 ”窗格。

ALT + F1 打开与关闭工具栏。

ALT + F2 打开与关闭 “滤镜 ”工具栏。

选择

ALT + A 全选。

ALT + D 取消选择。

ALT + I 反转选择。

ALT + SHIFT + S 保存选择。

ALT + SHIFT + L 打开 “加载选择”对话框。

ALT + SHIFT + M 打开 “管理选择”对话框

滤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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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打开 “红眼消除”工具。

ALT + P 打开修复工具。

X 打开文本工具。

ALT + W 打开水印工具。

ALT + B 打开边框工具。

V 打开晕影工具。

ALT + S 打开特效面板。

T 打开移轴工具。

ALT + R 打开旋转工具。

ALT + F 打开翻转工具。

C 打开裁剪工具。

J 打开调整大小工具。

ALT + X 打开曝光工具。

L 打开色阶工具。

ALT + L 打开自动色阶工具。

U 打开色调曲线工具。

Q 打开光线均衡 (Light EQ™)工具。

A 打开白平衡工具。

ALT + H 打开颜色平衡工具。

W 打开转换成黑白工具。

ALT + M 打开颜色 LUT 工具。

ALT + N 打开锐化工具。

ALT + U 打开模糊工具。

N 打开杂点消除工具。

ALT + C 打开清晰度工具。

使用滤镜

B 打开与关闭画笔控件。

S 使用滤镜时切换笔触显示。

G 打开与关闭渐变控件。

R 打开与关闭径向渐变控件。

空格键 在滤镜中使用画笔或渐变时切换到手用工具。

E 打开和关闭曝光工具的曝光警告。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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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L + Q 激活手用工具。

CTRL + SHIFT + R 激活矩形工具。

CTRL + SHIFT + E 激活椭圆形工具。

CTRL + SHIFT + L 激活直线工具。

CTRL + A 激活箭头工具。

CTRL + SHIFT + P 激活多边形工具。

CTRL + SHIFT + B 激活曲线工具。

B 激活画笔工具。

CTRL + F 激活填充工具。

CTRL + G 激活渐变工具。

CTRL + SHIFT + I 激活滴管工具。

“颜色”工具

CTRL + [ 打开前景色对话框。

CTRL + ] 打开背景色对话框。

CTRL + X 切换前景色和背景色。

选择工具

CTRL + R 激活矩形选择工具。

CTRL + I 激活椭圆形选择工具。

CTRL + L 激活套索选择工具。

CTRL + W 激活魔术棒选择工具。

模式切换

CTRL + F1 切换到“管理”模式。

CTRL + F2 切换到“相片”模式。

CTRL + F3 在“查看”模式下打开图像。

CTRL+F7 切换到“仪表板”模式。

“编辑”模式鼠标快捷方式

在“编辑”模式中可以使用以下鼠标快捷方式快速调整图像。

要打印此页面以便参考，请使用鼠标右键单击，然后选择打印 ...。

快捷方式 产生的操作

SHIFT + 单击 打开组时关闭窗格中的自动折叠功能。

SHIFT + 鼠标滚轮 对滑块进行大范围调整。

鼠标右键单击 将任意滑块重设为其默认值。

将光标放在滑块上，滚动鼠标

滚轮

对滑块进行精细调整。将光标放到滑块上并向上或向下滚动。

将光标放在图像上，滚动鼠标

滚轮

调整画笔大小。将光标放到图像上并向上或向下滚动调整笔尖宽度。

SHIFT + 鼠标滚轮 调整羽化效果。将光标放到图像上并向上或向下滚动调整羽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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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DSee PicaView键盘快捷方式

在 ACDSee PicaView 中，您可以使用以下鼠标快捷方式。

此快捷方式 包含此结果

SHIFT + 右键单击图像 如果已启用“显示图像”：图像将不会显示在主上下文菜单中。

如果已禁用“显示图像”：图像将会显示在主上下文菜单中。



ACDSee Photo Studio Standard 2019

Page 261 of 289

第 11 章：文件格式

关于 RAW文件

RAW 文件与负片相似。RAW 文件包含拍摄相片时数码相机传感器收集的所有数据。如果尝试查看未处理的 RAW 文件，

它看上去几乎是全黑的。因此，需要处理 RAW 文件以制成相片。

在 ACDSee 中，您可以使用相机创建的内嵌略图图像查看 RAW 文件。如果要处理 RAW 图像，则必须使用如 ACDSee 这

样的相片编辑程序中用于冲印 RAW 图像的工具。

ACDSee 会自动将几何校正应用于包含几何失真校正标签的 DNG 文件。从 Adobe DNG Converter© 创建的

DNG 文件通常会生成微型 4/3rds 相机的几何失真标签。

关联文件

ACDSee 可以处理大量的文件格式。ACDSee 可设置为打开特定文件类型的默认应用程序。此过程称为关联文件。关联

文件类型时，需要将 ACDSee 设置为双击这些类型的文件时使用的默认打开程序。

要在 ACDSee 中设置文件关联选项：

1. 单击工具 | 文件关联设置。

2. 在四个格式部分中，选择图像格式、RAW 格式、媒体格式和存档格式中要与 ACDSee 关联的文件格式的复选

框。

3. 单击保存。

要取消某个文件类型与 ACDSee 的关联：

1. 单击工具 | 文件关联设置。

2. 在四个格式部分中，取消选择图像格式、RAW 格式、媒体格式和存档格式中要与 ACDSee 取消关联的文件格式

的复选框。

3. 单击保存。



术语表



A
绝对色度

再现意图，通常用于打样。根据与独立于设备的色彩空间，在可用色域内完美再现色彩，并将色域外的色彩减少至最接近的可再现色调 (以饱和

度为代价 )。

操作，ACDSee 操作

ACDSee 操作录制 “编辑 ”模式调整。然后，您可以通过“播放”录制的调整将其应用于其他图像。这是高效的批量编辑方法。

获取

常用术语，用于描述在外围设备 (如扫描仪和数码相机 )上查找图像并将图像添加到硬盘驱动器的过程。也可以指屏幕截图。参见导入。

相册

照片集，通常按主题或活动整理在 ACDSee 中，相册包含在硬盘驱动器上所存储图像的快捷方式。

混叠

由像素引起的锯齿状边缘。最常发生在低分辨率图像或已放大的图像中。参见锯齿。

锚定

将对象 (如选定内容 )固定到屏幕、页面或图像位置的方法。

抗锯齿

减少锯齿状线条或 “锯齿 ”的软件技术。使用灰色和彩色的阴影来平滑相邻像素之间的对比度。

纵横比

图像的宽高比。例如，纵横比为 3:1 的图像的宽度是其高度的 3 倍。

方位

从图像细节边缘延伸的阴影角度。在 ACDSee 中，在向图像应用浮雕效果时，您可以控制方位。

B
后台处理

在无用户交互的情况下运行的任务或程序。

带宽

在固定的时间内，网络连接可以发送的数据总量。带宽的度量单位是千比特每秒 (Kbps)。

桶状失真

在桶状失真中，相片看起来从中间往外凸出。

批量编辑

可用于同时调整多个图像或文件的任何操作或工具，如调整大小、转换或重命名。

位

位是很小的计算机存储单位。图像的色深受存储颜色信息的可用位数限制。例如，在 8 位 RGB 图像中，每个颜色通道可以存储 256 个不同颜

色值。类似地，在 18 位图像中，每个颜色通道可以存储 65,536 个不同颜色值。

黑点

图像中最暗的区域。通过调整图像的黑色点，可以控制该图像中黑色的饱和度。

混合模式

更改工具的效果或所选对象的外观的滤镜。

亮度



图像的发光强度。通过调整图像的亮度，可以使该图像显得更亮或更暗。

画笔

一种可在“编辑”模式下使用的工具，用于隔离或指示要对其应用效果或调整的像素。绘图工具中的画笔可用于在图像上绘制颜色。

C
高速缓存

高速存储机制。ACDSee数据库是一个高速缓存。

标题

与文件关联的文本，或添加到打印图像中的注释或说明。

编目

将文件信息添加到 ACDSee 数据库。

类别

为相片指定类别有助于更轻松地对其进行排序和管理。

色差

一种镜头痕迹，可能会表现为在某些相片的高对比度区域中的条纹。

CMYK

使用青色、品红色、黄色和黑色 (键 )作为其主要颜色的颜色模型。

色偏

更改图像的色调，同时保持饱和度和亮度不变。例如，许多数码相机产生的图片具有略带蓝色的色偏。ACDSee 包括删除不需要的色偏的工具。

颜色通道值

包含单个颜色的所有像素信息。灰度图像有一个通道，而 RGB 图像有三个通道。编辑颜色时可以调整 RGB 值。

色域

设备 (如打印机或显示器 )可以生成或显示的颜色范围。

颜色管理

调整计算机设置以使打印机的颜色输出与您在显示器上看到的颜色相匹配的过程。

颜色空间

有两种类型的颜色空间：与设备有关和与设备无关。与设备无关的颜色空间 (如 RGB)描述了所有可能的颜色。与设备有关的颜色空间描述特定

设备可以重现的颜色子集 (来自与设备无关的颜色空间 )。与设备相关的颜色空间用于映射设备之间的颜色 (例如，从显示器到打印机 )，以确保

准确再现颜色。

压缩

将数据转换为比原始数据所需空间更小的存储格式的进程。

联系表

包含一系列小图像的物理或数字页面，通常采用网格格式。

对比度

测量图像的颜色和亮度差异。

转换

将文件从一种格式变为其他格式。例如，可以将文件从位图 (. bmp) 转换为 jpeg (. jpg)，以减小文件大小。



裁剪

去除不想要的图像区域。

D
数据库

电子档案系统，通过它可快速访问存储的数据。ACDSee 数据库包含两个部分：缓存的缩略图文件和信息文件。缓存的缩略图文件包含系统上

图像的小副本 (缩略图 )。信息文件包含有关系统上文件的详细信息，如描述、日期、作者、注释、关键词和类别。

数据库日期

应用于文件属性并保存在 ACDSee 数据库中的日期。

描述

ACDSee 将描述存储在一个名为 descript.ion 的隐藏文件中。descript.ion 文件中包含图像的文件名和标题等描述。

驻靠

将工具栏、窗口或窗格附加到不同的屏幕区域。

DPI(每英寸包含的点)

测量图像的分辨率。例如，92 DPI 表示水平和垂直方向各有 92 个点，等于每平方英寸 8,464 个点。每英寸的点数越多，分辨率和图像质量越

高。

动态范围

图像的动态范围与数码相机传感器的动态范围直接相关。如果数码相机的传感器具有较大的动态范围，则可以同时捕获最暗的阴影和最亮的

高光，而无需剪裁阴影或高光。(RAW 图像可保留数码相机传感器的动态范围。)调整图像的色调范围会改变图像在显示器 或相片中的动态范

围的表示方式。

E
仰角

图像上的虚构光源的高度。光源的仰角与方位角一起工作可产生三维浮雕效果。

编码

编写或保存文件格式。

加密

将数据转换为安全格式的方法。您需要数字密码或密钥才能读取加密文件。

EXIF(可交换图像文件)

存储信息的标准，主要用于使用 JPEG 压缩的图像。多数数码相机会创建 EXIF 信息并将其嵌入到图像文件中。例如，EXIF 信息可以包括有关快

门速度和是否使用闪光灯的详细信息。

导出

从数据从一个应用程序移至其他应用程序。导出应用程序以其他应用程序可以理解的格式放置数据。

曝光

曝光是数码相机传感器暴露在光线下的时间。

F
羽化

柔化图像边缘，使其与背景融合。

文件列表

在 ACDSee 中，当前显示在“管理”模式下的文件报告。



文件格式

用于对文件中的信息进行编码的媒介。每种类型的文件都有不同的文件格式，指定其如何组织所包含的信息。

滤镜

可以对图像应用效果 (如浮雕外观或深褐色色调 )的程序。

鱼眼扭曲

鱼眼扭曲现象中，相片看起来从中间往外凸出，相片如同包裹在一个球体上。

G
伽玛

显示器 、扫描仪或打印机可以显示的颜色值范围。调整此值会增加或减少光谱的强度。

灰度图像

由不同灰色阴影组成的图像。

H
高光

高光是图像中最亮或最白的部分。

直方图

直方图是显示图像中阴影和高光的动态范围的图形。

HSL

色调、饱和度和亮度的首字母缩写。

色调

图像中的主导颜色。

I
图像编辑器

可用于创建和编辑图像的程序。ACDSee 是一个图像编辑器。

图像分辨率

图像细节和颜色的质量。也用于描述显示器 和打印机输出的质量。

图像查看器

显示图像的程序。ACDSee 是一个图像查看器。

导入

使用接收应用程序可以理解的格式将数据从一个应用程序引入到另一个应用程序中。

插值法

使用附近像素来预计添加到较大图像中的新像素颜色的过程。例如，在放大数字图像时可能会使用插值。

IPTC

对图像文件中的信息进行编码的标准方法，以便描述性注释和版权信息等条目可以与图像一起传输。

J-K
锯齿



在分辨率较低的图像中显示的单个像素。图像中像素的外观会导致线条和曲线出现锯齿状。

L
镜头晕影

由于镜头无法将光线分布到图像的角落，图像角落出现不寻常的黑暗。

无损压缩

保留所有图像数据和质量的压缩形式。

无损旋转和翻转

在不损失图像质量的情况下旋转 JPEG 图像。这最适用于维度为 8 或 16 的倍数的图像。

有损压缩

试图删除不必要数据的压缩形式。此种数据损失可影响图像质量。

M
选取框

用于标识图像的选定部分的虚线框架。根据工具的不同，您可以在更改或不更改基础图像的情况下移动选取框或调整其大小。

元数据

有关图像及其拍摄方式的信息。例如，数码相机图像的元数据可以包含拍摄照片的日期和时间、快门速度、相机的曝光设置以及是否使用了闪

光灯。

单色图像

包含单一颜色的图像。

N
杂点

在同一颜色区域中使用各种像素颜色时产生的效果。杂点通常发生在具有高 ISO 设置或慢速快门速度的图像中。

O
阻光度

确定将效果应用于图像或选定内容时的可见性。高阻光度会产生更明显的效果，而低阻光度会产生几乎看不见的效果。

过度曝光

过度曝光的图像有太多的亮点，看起来像是褪色似的。通常，您可以通过将数码相机的传感器暴露在光线下过长时间来使图像过度曝光。

P-Q
平移

在显示区域上沿垂直、水平和对角线移动缩放的图像，以查看图像的特定区域。

色度感知

可缩放一个色域内的所有颜色以适应另一个色域的颜色空间转换方法。最好用于照片图像，因为它比颜色本身更能准确地保持颜色之间的关

系。

相册

参见相册。

相片编辑器

参见相片编辑器。



枕形失真

在枕形失真现象中，相片看起来向中间凹陷。

像素(图像元素)

数字图像中的最小可见部分，按行和列排列。

插件

可向较大程序添加功能的软件模块。

PPI(每英寸像素数)

测量图像的显示方式。每英寸像素越多，图像质量越高。

预设值

预设值包含图像校正设置。您可以创建和使用预设值，以确保应用的设置在所有图像中都保持一致。

三原色

混合后可以生成其他颜色的颜色。例如，在 RGB 颜色模型中，红色、绿色和蓝色是三原色。

R
栅格图像

由矩形像素网格组成的图像。每个像素都包含有关其颜色、大小和在图像中的位置的定义值。因此，调整图像大小可能会影响其质量。

评级

为相片评级 (1、2、3、4、5)有助于更轻松地对其进行排序和管理。

RAW

一种图像文件格式。RAW 文件包含数码相机传感器捕获的所有图像数据。RAW 文件不会由您的相机处理，相反，您必须使用照片编辑程序 (如
ACDSee )处理 RAW 图像。

递归

可以无限期地重复自身的程序或任务，如幻灯片。

红眼

当数码相机闪光灯发出的光线从主体眼睛的视网膜上反射出来时，就会发生红眼。此时主体的眼睛看起来是红色的，而不是正常的颜色。

相对色度

映射完全位于输入和输出设备的色域内的颜色的颜色空间转换方法。最适合于单色或颜色有限的图像，因为两个色域之外的颜色可以映射到

单一颜色。

渲染

将图像绘制到屏幕上。

颜色空间转换方法

用于将颜色从一个色域映射到另一个色域的方法。有四种颜色空间转换方法：色度感知法、相对色度法、饱和度法及绝对色度法。

分辨率

图像的质量和清晰度，以像素、每英寸点数或每英寸像素数来测量。

RGB

使用红色、绿色和蓝色作为其主要颜色的颜色模型。

环移痕迹

图像主体边缘周围的失真，由压缩或调整图像大小引起。



S
饱和度

颜色的纯度。颜色饱和度越高，灰色越多。

饱和度(颜色空间转换方法)

保持从一个色域到另一个色域的颜色饱和度的颜色空间转换方法。最适合那些颜色的生动度比所表示的实际颜色更重要的图像。

选择

使用选择工具定义的图像的一部分区域。选取框围绕着所选内容。ACDSee 和 ACD 相片编辑器包含选择工具。

深褐色

深褐色色调图像是由棕色阴影组成的。许多老照片都具有深褐色色调。

锐化

锐化工具用于锐化图像。会轻微模糊原始图像。图像的这个模糊版本会从原始图像中去除，显示原始图像中的边缘。然后，可以通过增加对比

度来锐化这些边缘。

清晰度

图像中的清晰度主要由数码相机的镜头和传感器决定。您还可以通过增加图像中边缘之间的对比度来创建清晰的假象。

快捷菜单

在程序中单击右键时出现的菜单。有时称为上下文菜单。

幻灯放映

自动按顺序显示图像。您可以使用幻灯片软件 (如 ACDSee )显示图像的幻灯片。

软打样

将计算机的显示器 用作软打样设备。显示器 显示模拟打印机呈现时颜色的显示方式。

T
标记

标记，类别和分级，是组织和分组相片的极佳方式，无需将文件移动到不同的文件夹。您可以一键标记相片。同样地，您可以一键显示所有标记

的照片。

略图

完整尺寸图像的缩小预览。

时间戳

与文件相关的日期和时间。

转场

幻灯片、屏幕保护程序和视频中的图像或视频段之间使用的特殊效果。

U
曝光不足

曝光不足的图像会有大量阴影。如果没有将数码相机的传感器暴露在足够长的光线下，图像通常会曝光不足。

V
矢量图

由单个对象而不是像素组成的图像。数学公式定义了对象。您可以调整矢量图像的大小，图像将保留其清晰度和质量。



W
水印

添加到图像中的背景文本或图形，通常提供版权保护。

白平衡

去除色偏以创建光线适当的相片。您可以使用相机设置在拍摄图像之前应用正确的白平衡，或更正 ACDSee 中的白平衡。

白色点

最浅的图像区域。您可以通过调整图像中的白点来控制白色强度。

X-Z
XML(可扩展标记语言)

Web 文档的标准语言。

缩放

在 ACDSee 中，缩放是指增加或减少图像显示比例的过程。增加显示比例以查看图像的一部分或特定的图像细节。减小显示比例以查看更多或

全部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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