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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使用 ACDSee飞鸟剪辑

创建、整理和制作

ACDSee飞鸟剪辑是一款简单易用的视频编辑软件，可以合并视频和音频剪辑、图像、标题、转场、滤镜、动画、叠加、行

为和声音以及网屏录制，以多种输出格式渲染视频。您可以录制和制作 4K视频。您可以自定义视频和音频输出参数，制

作转瞬即成。

制作成为最常用的文件格式

制作为各种格式，包括 MP4、WEBM、MOV、M4V、GIF和 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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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保存和分享项目

首次打开 ACDSee飞鸟剪辑时，您可以立即开始添加媒体，无需打开新项目。完成此项目后，您可能希望在不关闭应用程

序的情况下直接开始新项目。如果您已在 ACDSee飞鸟剪辑中打开一个半成品项目，但又希望创建新项目，以下内容也

很有帮助。

创建新项目：

转至文件 | 新建项目，或按 CTRL + N。

打开现有项目：

转至文件 | 打开项目 或按 CTRL + O

打开近期的项目：

转至文件 | 近期所用项目。从包含六个近期所用项目的列表中选择所需的项目。

保存项目：

要保存项目，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转至文件 | 保存项目，输入项目名称，并按保存。

按 Ctrl + S。

要使用新名称保存项目，请转至文件 | 将项目另存为 ...。输入名称，并按保存。

退出 ACDSee飞鸟剪辑。如果尚未保存，或者上次保存后进行了更改，系统将询问您是否保存项目。选择是，输

入名称，然后按保存。

分享项目：

您可以将项目导出为 Zip 文件，与其他运行 ACDSee飞鸟剪辑的用户分享您的项目。其他用户将您的 Zip 文件导入到其

使用的 ACDSee飞鸟剪辑中后，您的项目中所有元素都将在时间线上显示，并且布局与您保存的一样。这些元素包括标

题、转场、音频效果、滤镜、录音和媒体。

将项目导出为 Zip：

1. 转至文件 | 导出为 Zip。

2. 在“项目导出为 Zip”对话框中，输入 Zip 项目文件的名称，或按 浏览按钮选择新的位置并输入名称。

3. 勾选将媒体箱中的所有文件包含在 Zip 中复选框，以确保您项目中的媒体可供其他用户使用。

4. 按确定。

导入其他用户的 Zip 项目：

1. 转至文件 | 导入 Zip 项目。

2. 在“导入 Zip 项目文件”对话框中，使用浏览按钮导航到硬盘上的 Zip 项目文件。

3. 在下一个字段中，使用浏览按钮导航到解压项目的位置。

4. 勾选导入后打开项目复选框，以启动项目。

5. 按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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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和删除媒体

您可以将硬盘中的媒体添加到媒体箱，然后将其放置在时间线上进行编辑和制作。您可以添加视频、图像和声音文件。

这些文件可以称为剪辑或媒体。

将媒体添加到媒体箱：

1. 单击媒体选项卡或按 M。

2. 要将媒体添加到媒体箱，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转至文件 | 导入媒体。

单击媒体箱右下方的添加媒体按钮。

按“库”窗格中的导入媒体 ...按钮。

将媒体文件从 Windows 资源管理器直接拖到媒体箱或时间线上。

3. 在“添加媒体文件 ”对话框中，浏览并选择媒体，或者按 CTRL + 单击选择特定文件；按 CTRL + SHIFT + 拖动

选择多个文件。

4. 按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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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 “排序 ”菜单按“文件名”、“文件大小 ”、“媒体类型”或 “修改时间”对添加的媒体进行排序。右键单击文

件可以访问上下文菜单，然后选择排序方式。

将媒体添加到时间线：

要将媒体添加到时间线，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1. 右键单击要添加到时间线的媒体。

2. 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添加到时间线的播放指针位置。继续对要添加的所有媒体执行此操作。选择并拖动剪辑的

边缘，以指定所需的时长。

或者：

1. 选择要添加到时间线的媒体。

2. 将其拖动到时间线上的所需位置。选择并拖动剪辑的边缘，以指定所需的时长。

或者：

1. 选择要添加到时间线的媒体。

2. 按 Alt + A。剪辑将添加到时间线上播放指针的当前位置。

也可以一次性将媒体箱中的多个剪辑移动到时间线上：在剪辑上拖动光标，并将其拖动到时间线上。或者，您

可以在选择剪辑时按住 Shift 键，然后将它们拖到时间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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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线上可以一目了然地轻松查看视频时长。将光标悬停在时间线中的某个剪辑上，可以查看它的时长数

据。请注意，前五位数字表示时间。但是，最后两位数字 (分号的后面 )表示帧数，而不是毫秒数。每秒有 30
帧。

删除媒体箱中的媒体：

要从媒体箱中删除媒体，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右键单击要删除的媒体。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从媒体箱中删除。

在媒体箱中选择媒体，然后按删除。

要从媒体箱中删除所有媒体，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转至编辑 | 删除媒体箱中的全部内容。

按 Ctrl + Alt + R。

删除所有未添加至时间线的媒体：

可以删除媒体箱中所有未添加至时间线的媒体。

右键单击媒体箱中的任意位置，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删除不在时间线上的媒体。

删除时间线中的媒体：

通过右键单击时间线上的某个剪辑，再选择删除，可以删除任何单个剪辑。

要删除时间线上的所有剪辑，请转至编辑 | 删除时间线中的全部内容。

预览媒体：

要预览媒体箱中的媒体，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右键单击文件，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预览。

选择剪辑并按 Alt + P。

您可以使用 “全屏幕”按钮显示全屏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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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调整和显示媒体

您可以在时间线上的轨道中排布媒体，从而创建并编辑视频。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添加多个轨道。您可以从媒体

箱中，将视频、音频和图像拖放到时间线上任何轨道上的任意位置。您还可以将转场、音频效果、动画、行为、叠加、滤镜

和高级效果拖动到时间线上媒体的特定位置或媒体上方的轨道上。标题将添加到播放指针位置。在时间线上，通过选择

和拖动操作，可将媒体移动到所需的位置。

时间线轨道

您可以在时间线上使用轨道来创建分层层次结构。例如，如果轨道 1 上有视频或图像，然后在轨道 2 上添加另一个视频

或图像，那么轨道 2 上的视频或图像将覆盖轨道 1 上的视频或图像。但是，通过调整媒体的不透明度和混合模式，可以

修改媒体的显示方式。不透明度表明了媒体的透明度。通过修改轨道 2 中的媒体不透明度，可以让轨道 1 上的媒体透过

上一层的媒体显示出来。混合模式表明了图层的混合方式。

调整媒体属性：

1. 在时间线上选择媒体。

2. 单击右上方的属性 按钮。

3. 如下所述调整设置。

“属性 ”窗格选项

混合模式 使用 “混合模式”下拉菜单中的效果来控制媒体与媒体或与其下方背景的混

合方式。如果您的媒体没有堆叠在一个或多个轨道上，那么混合模式将混

合媒体与背景。默认情况下，背景为黑色，但是您可在“项目显示区域”设置

中更改背景颜色。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下方的显示区域。

不透明度 使用不透明度滑块可更改媒体的不透明度。

旋转 在字段中输入值或拖动箭头控制柄，按 X、Y 或 Z轴旋转媒体。

位置 在 X和 /或 Y 字段中输入值，或在“预览”窗格中拖动剪辑来更改剪辑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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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并粘贴属性

您可以复制时间线上某个剪辑的混合模式、不透明度、位置和旋转值，并将它们粘贴到时间线上的其他剪辑中。

复制并粘贴属性：

1. 在时间线中右键单击您要复制其混合模式、不透明度、位置和旋转值的剪辑。

2. 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复制属性。

3. 在时间线上选择另一个剪辑。

4. 右键单击并选择粘贴属性。

锁定轨道：

您可以按锁定按钮来锁定任何轨道，防止对媒体进行编辑或其他更改。 要解锁，请切换锁定按钮开关。

隐藏轨道：

通过切换轨道上的不可见按钮开关，可以隐藏和显示轨道，以及此类轨道上的媒体。这可帮助您分离并编辑视频的指定

部分。

请注意，视频生成时将不包含设置为“不可见 ”的轨道上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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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区域

您可以使用显示区域预览视频的渲染效果。您可在显示区域中移动内容并调整其大小。您可以通过拖动媒体边缘上的手

柄来调整大小。要在保持纵横比的情况下调整大小，请仅使用其中一个角部手柄。要创建不规则纵横比，请在拖动角部

手柄时按住 Shift 键。

您可以在显示区域上方的下拉菜单中使用百分比来缩放显示区域，以便适应显示器大小。选择适应，让 ACDSee飞鸟剪

辑自动调节合适大小。

要配置项目和最终视频生成的显示区域设置，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显示区域顶部的显示区域大小按钮。

单击显示区域顶部的下拉菜单，然后选择项目显示区域设置。

如下所述配置设置，并按应用。

您还可以在制作助手的“详细设置”对话框中更改所渲染视频的大小设置。

项目显示区域设置

显示区域大小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显示区域的尺寸，或选择自定义指定唯一的宽度和高

度。

宽度/高度 从“显示区域尺寸 ”下拉菜单中选择“自定义 ”时，可调整显示区域的大小。

颜色 通过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种颜色，可自定义显示区域的背景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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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工具

平移工具：使用平移工具可移动媒体和显示区域，同时不

调整大小。

按 Ctrl + Shift + P。

编辑工具：使用编辑工具可移动显示区域内的媒体并调整

其大小。

按 Ctrl + Shift + E。

裁剪工具：使用裁剪工具可删除不需要的媒体部分。拖动

裁剪窗口的手柄，将其剪裁为所需的大小。要保持媒体的

纵横比，请通过拖动角来调整裁剪窗口的大小。您还可以

移动裁剪窗口。要恢复裁剪的材料，只需重新进入裁剪工

具并根据需要调整裁剪窗口的大小。

按 Ctrl + Shift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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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时间线工具栏

时间线工具栏包含多个可用于编辑视频的功能。

放大/缩小 “放大”功能可扩大时间线的轨道，方便精确

地编辑。“缩小”功能可压缩时间线上的轨道，

方便查看整个项目。或按 Ctrl + Shift + 加

号或 Ctrl + Shift + 减号。

撤消 使用 “撤消 ”按钮可撤消操作。或者按 Ctrl +
Z。

重做 使用 “重做 ”按钮可重复撤消的最新操作。或

者按 Ctrl + Y。

拆分 使用 “拆分 ”功能可将一个剪辑分成两个或更

多个剪辑。这样，可在两个场景之间插入转场

和其他剪辑。

选择要拆分的剪辑，然后按拆分按钮。或者按

Ctrl + Shift + S。

剪切 使用 “剪切 ”按钮可删除不需要的剪辑或剪辑

的一部分。(请参阅“拆分”。) 您可以使用“粘
贴”按钮来粘贴这些内容。(请参阅“粘贴”。)

选择要删除的剪辑，然后按剪切按钮。或者按

Ctrl + X。

复制 使用 “复制 ”按钮可复制轨道或轨道的一部

分。(请参阅“拆分”。) 您可以使用“粘贴”按钮

来粘贴这些内容。(请参阅“粘贴”。)

选择要复制的剪辑，然后按复制按钮。或者按

Ctrl + C。

粘贴 使用 “粘贴 ”按钮将剪切或复制的剪辑添加到

时间线中所需的位置。

复制或剪切剪辑后，将播放指针放置在要粘

贴的位置，再按粘贴。或按 Ctrl + V。

寻找左侧/右侧选段滑块 使用 “寻找左侧选段滑块 ”按钮可查找时间线

上的选段的开头。使用“寻找右侧选段滑块”
按钮可查找时间线上的选段的末尾。如果正

在查看放大的时间线，或者处理的选段较大，

此功能非常有用。

寻找播放指针 使用 “寻找播放指针”按钮可查找时间线上的

播放指针。如果您正在查看放大的时间线，此

功能非常有用。

将播放指针移动到播放指针的

开头/结尾

使用这些按钮将播放指针移动到时间线的开

头 (Ctrl + Home )或时间线上的媒体末尾

(Ctrl + End )。

添加轨道 使用 “添加轨道”按钮可在时间线上任意添加

多个轨道。

右键单击时间线后，还可以访问 “复制 ”、“剪切”和“粘贴”。

也可以使用键盘快捷键访问这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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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选段

通过创建分段，可以生成视频选段，无需生成整个剪辑。

创建并生成选段：

1. 将所需媒体放置在时间线上，并将绿色的选择器拖到所需的选段开始位置。然后将红色选择器拖到所需的选段

结束位置。

如果看不到选段滑块，请按寻找左侧选段滑块按钮来寻找选段的起点。按寻找右侧选段滑块按钮可寻找

选段的末尾。

2. 右键单击选段，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将时间线选段生成为 ...。

3. 在制作助手中配置生成设置。

在时间线上，将播放指针放置选段前面，也可以播放选段。

删除选段

删除选段：

您可以删除剪辑选段，实际上就是在剪辑中剪切选段。

1. 使用红色和绿色选择器选择想要删除的剪辑区域。

2. 右键单击剪辑，并选择删除。

删除和填充选段：

您可以删除剪辑的选段，ACDSee飞鸟剪辑将通过移动周围的媒体来填充空白。

1. 使用红色和绿色选择器选择想要删除的剪辑区域。

2. 右键单击剪辑，并选择向前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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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体中添加标题

您可以在视频中添加标题。如需在视频中添加信息、子标题、备注等内容，这个方法非常有用。

在视频中添加标题：

1. 单击标题选项卡或按 C。

2. 在“标题”面板上，按添加按钮。 或者按 Shift +C。标题将添加到时间线上的播放指针处。

3. 在显示区域下方的字段中，键入要添加的文本。

文本字段左侧的框表示文本出现的时间。根据需要将文本移到时间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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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 “文本样式”下拉菜单，调整文本样式选项。配置选项，例如您要使用的字体、背景颜色、文本对齐方式以及

任何粗体或斜体。

要对标题的指定部分应用粗体、斜体或下划线，请在文本字段中选择相应文本，并按粗体、斜体或下划线

按钮。

5. 在时间线上，单击并拖动标题可对其进行移动或扩展。

删除时间线中的标题：

要删除时间线中的标题，请在时间线上右键单击该标题，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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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时间线中的所有标题：

转至编辑 | 删除所有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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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体中添加录音

您可以使用麦克风录制旁白或声音，然后通过添加到时间线，将其结合到视频项目中。

录音：

1. 单击录音机选项卡或按 R。

2.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所需的录音设备。

3. 要开始录音，请按启动录音机按钮。

4. 要停止录音，请按停止录音机按钮。

5. 如果出现提示，为剪辑输入一个名称，并按保存。您录制的剪辑将出现在媒体箱中。

将您录制的剪辑添加到项目：

1. 在媒体箱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右键单击您录制的剪辑，并选择添加到时间线的播放指针位置。

选择录制的剪辑并按 Alt + A。

选择您录制的剪辑，并将其拖动到时间线上的所需位置。

删除时间线中的音频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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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键单击时间线上的音频剪辑，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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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音频

您可以向时间线上的音频剪辑添加音频点，以按照所需的间隔提高和降低音量。您还可以单独调整音频或完全删除视频

片段中的音频。

请参阅在视频中添加音频效果，学习如何快速在音频开头添加淡入效果或在末尾添加淡出效果。

您还可以使用剪辑速度效果控制音频的速度。

从视频剪辑中分离音频：

右键单击时间线上的剪辑，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分离音频和视频，或选择剪辑并按 Alt + S。音频将分离到上方的

其他轨道，并能单独移动。

提高或降低音频剪辑的音量：

1. 右键单击时间线上的剪辑，然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分离音频和视频。

2. 音频将分离到上方的轨道。在包含音频的轨道上，选择黄线，向上拖动可提高音量，向下拖动可降低音量。

当您提高或降低音量的过程中，黄线靠近中央时，音量将会突然升高到 100%。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请在提高

或降低音量时按住 SHIFT键。

在音频剪辑中添加音频点：

1. 在剪辑的目标位置右键单击音频剪辑，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添加音频点。

2. 继续添加所需的音频点。

3. 选择音频点 (圆点 )，向上拖动以按该点提高音量，或向下拖动以按该点降低音量。

从视频剪辑中删除音频：

右键单击时间线上的剪辑，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从视频中删除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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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体中添加转场

转场是指可添加在一个剪辑的末尾与另一个剪辑的开头之间的某些视觉效果。您可以使用转场表达视频叙述的转变，或

在视频与静止图像之间进行过渡。

在图像或视频之间添加转场：

1. 在时间线上放置两个或多个剪辑后，单击转场选项卡或按 T。

2. 在“转场”面板上，选择要使用的转场，并将其拖动到时间线上两个剪辑交接的位置。或者，也可以将其拖到剪辑

的开头或末尾。

如果在一个剪辑的末尾添加转场，然后尝试添加第二个剪辑，转场将仅在第一个剪辑的结束时可见，并且不会

在第二个剪辑中出现。

删除转场：

右键单击时间线上的转场，并选择删除。

更改转场的时长：

单击并拖动剪辑中转场的边缘，以指定所需的时长。

从一个转场切换到另一个转场：

1. 在时间线上，选择剪辑中的转场，并按右上方的属性 按钮。

2. 从“类型”下拉菜单中，选择另一个转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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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体中添加音频效果

您可以在视频文件的开头添加淡入音频效果。您还可以在视频文件的末尾添加淡出音频效果。

您还可以使用剪辑速度效果控制音频的速度。

添加音频效果：

1. 在时间线上放置一个或多个剪辑后，单击音频效果选项卡或按 D。

2. 选择要使用的音频效果，将其拖动到剪辑的开头或末尾，或者拖动到两个剪辑在时间线上连接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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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体中添加滤镜

您可以添加滤镜，以修改图像或视频的视觉效果。

在图像或视频中添加滤镜：

1. 将一个或多个剪辑放置在时间线上后，单击滤镜选项卡并按 F。

2. 选择要使用的滤镜，并拖动到时间线上的剪辑中。

调整滤镜的时长：

您可以配置剪辑受滤镜影响的时间量。

1. 选择时间线上已应用滤镜的剪辑，并单击剪辑底部的控制栏。

2. 拖动剪辑中滤镜的边缘以更改其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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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滤镜的时间：

您可以配置剪辑受滤镜影响的时间。

1. 选择时间线上已应用滤镜的剪辑，并单击剪辑底部的控制栏。

2. 拖动剪辑中滤镜的边缘以更改其时长。然后向左或向右拖动滤镜以指定所需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滤镜设置

您可以调整应用于媒体的每个滤镜的属性。

调整滤镜设置：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以显示滤镜的属性：

在时间线上，右键单击剪辑中的滤镜，并选择显示属性。

在时间线上，选择剪辑中的滤镜，并按右上方的属性按钮。

2. 在“属性”下，如下所述调整滤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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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滤镜选项

调整红色、绿色或蓝色滑块，以将颜色添加回到黑白图像或视频。

亮度 调整图像或视频中的颜色亮度。

RGB 滤镜选项
调整红色、绿色或蓝色滑块，以平衡或增强图像或视频中的 RGB通道。

曝光滤镜选项

曝光 向右拖动滑块可增加曝光，向左拖动滑块可减少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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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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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效果滤镜选项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相片效果，以更改图像或视频的视觉效果。

模糊滤镜选项

选择 “高斯 ”或“方向”按钮选择模糊类型。

高斯 形成均匀、顺滑的模糊效果。

强度 指定模糊效果的强度。向右

移动滑块可强化效果。

方向 形成让人产生运动错觉的模糊效果。

强度 指定模糊效果的强度。向右

移动滑块可强化效果。

角度 指定模糊效果的方向 。

Light EQ™ 滤镜选项

调亮 向右拖动滑块可提高图像或视频中较暗区域的亮度。

调暗 向左拖动滑块可降低图像或视频中较亮区域的亮度。

锐化滤镜选项

强度 通过增加边缘的对比度，指定所应用锐化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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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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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艳滤镜选项

鲜艳 将滑块向右拖动可增加鲜艳度，向左拖动可降低鲜艳度。增加鲜艳度不会

影响图像或视频中的皮肤色。

饱和度 将滑块向右拖动可提高饱和度，向左拖动可降低饱和度。

色调 调整图像或视频的色调。向右拖动滑块可增加色调，向左拖动滑块可降低

色调。

亮度 调整图像或视频的亮度。将滑块向右拖动可提高图像或视频的亮度，向左

拖动可降低亮度。

晕影滤镜选项

强度 指定晕影的大小和强度。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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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状 指定边框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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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平衡滤镜选项

色温 调整校正的暖度，从蓝色到黄色。

色泽 调整校正的色泽，从绿色到洋红色。

反射滤镜选项

高度 拖动滑块以设置反射的高度。

电视墙滤镜选项

电视编号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要显示的“电视”数量。

垂直分割选项

分割数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分割图像或视频的次数。

部分马赛克选项

宽度 当增加宽度时，效果区域将从左侧和右侧填充。

高度 当您增加高度时，效果区域将从顶部和底部填充。

程度 拖动滑块可调整效果区域的大小。

浮雕选项

仰角 指定照射在图像或视频上的光源的仰角。数值越小则阴影越多，图像或视频

也更暗。数值越大则阴影越少，图像或视频就更亮。

方位角 指定添加到图像或视频上的浮雕量。数值越大，浮雕越深。

深浅 指定从图像或视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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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调偏移选项

色调 拖动滑块可更改图像或视频中颜色的色调。

形态选项

宽度 指定每个效果条的宽度。

高度 指定每个效果条的高度。

镜像选项

横向

纵向

选择镜像轴的方向。

镜像轴 拖动滑块可调整镜像轴的位置。

彩色栅栏选项

程度 拖动滑块可更改图像或视频上显示的彩色栅栏的数量和相对宽度。



ACDSee飞鸟简辑专业版用户指南

第26 页，共 35 页

四季选项

横向

纵向

选择图像或视频上颜色条的方向。

抖动选项

程度 指定脉冲的强度。

窗格选项

宽度 指定在视频中移动的颜色条的宽度。

模糊背景选项

选择高斯或方向按钮选择模糊类型。

高斯 形成均匀、顺滑的模糊效果。

强度 指定模糊效果的强度。向右

移动滑块可强化效果。

方向 形成让人产生运动错觉的模糊效果。

强度 指定模糊效果的强度。向右

移动滑块可强化效果。

角度 指定模糊效果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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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录制

您可以使用网络摄像头录制屏幕，然后将录制的剪辑添加到时间线中。

启动 ACDSee 飞鸟录制：

要启动飞鸟录制，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按 ACDSee飞鸟剪辑左上方的录制按钮。

按 Ctrl + R。

录制屏幕：

1. 在右上方，按录制按钮或按 F9。

2. 在“录制”窗口中配置所需的设置。请参阅下面的录制选项部分。

3. 按录制按钮。

4. 要停止录制，请按 F10。(要更改此操作的键盘快捷键，请参阅下方 “录制选项”表中的 “热键 ”部分。)

5. 在“保存文件”对话框中，输入录制的名称并按保存。

6. 您录制的剪辑将出现在媒体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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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录制期间：

您可以切换暂停/恢复按钮开关以开始和停止录制。

要保存录制内容，请按保存按钮。

要取消录制，请按取消按钮。

“录制”选项

设置“录制”窗口选项：

选择 “尺寸 ”部分旁边的下拉菜单，然后选择录制区域的尺寸。使用“全屏幕”以外的尺寸时，可以拖动选取框手柄以将录

制区域调整为所需的尺寸。

您还可在“宽度”和“高度”字段中输入值。使用“链接”按钮来锁定或解锁录制尺寸的纵横比。

网络摄像头录制：

要启用网络摄像头录制，请在“网络摄像头”部分切换“开 /关”开关。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您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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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禁用网络摄像头录制，请在“网络摄像头”部分切换“开 /关”开关。

如果屏幕录像没有进行，则无法使用网络摄像头进行录制。

音频录制：

要启用音频录制，请在“麦克风 ”部分切换“开 /关 ”开关。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音频输入设备。

要禁用音频录制，请在“麦克风 ”部分切换“开 /关 ”开关。

系统音频录制：

要启用或禁用系统音频，请在“系统音频”部分切换 “开 /关”开关。

注释：

要向录制内容中添加注释，请根据下方 “录制选项”表所示，启用要添加的注释类型。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要在录制内容中添加日期和时间，请转至工具 | 注释 | 添加系统时间戳。

要在录制内容中添加标题，请转至工具 | 注释 | 添加标题。

要在录制中添加水印，请转至工具 | 注释 | 添加水印。

录制选项
要设置录制选项，请转至工具 | 选项。在 “选项 ”对话框中，如下所示配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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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

常规设置 录制 录制期间禁用屏幕保护程序 暂时禁用屏幕保护程序，有

助于完成时间较长的录像。

保存 输出目录 您可以选择要存储录制的

剪辑的位置。

保存文件时提示 完成录制后，ACDSee飞鸟

剪辑将询问是否保存。

临时存储文件夹 录音机会将临时文件存储在此处，以便创建录像。在您保存

或取消录制时，临时文件将被删除。要更改临时文件的存储

位置，请按浏览 按钮。

硬件加速 启用硬件加速 默认启用此选项，以确保编

码过程由显卡执行，而不是

由 CPU 执行。此选项可加

快媒体渲染进程。如果有多

个显卡，ACDSee飞鸟剪辑

将按以下优先级来选择硬

件加速选项处理方

式：NVIDIA、Intel® Quick
Sync。

注释 配置注释选项 要添加注释，请转至工具 | 注释 | 添加 [系统时间戳 /标题 /水印 ]。

系统时间戳 系统时间戳 位置 选择一个方形区域，以指示

屏幕上显示数据和时间的

位置。

文本 按字体按钮可配置字

体、大小、样式和颜

色。

按背景颜色按钮可选

择日期和时间后方显

示的背景颜色。

如果不需要背景颜

色，请勾选透明背景

复选框。

预览 以录制内容中的显示效果

显示日期和时间。

标题 标题 输入标题文本。

位置 选择一个方形区域，以指示

屏幕上显示标题的位置。

文本 按字体按钮可配置字

体、大小、样式和颜

色。

按背景颜色按钮可选

择日期和时间后方显

示的背景颜色。

如果不需要背景颜

色，请勾选透明背景

复选框。

预览 以录制内容中的显示效果

显示标题。

录制前提示 按录制按钮时，ACDSee飞



ACDSee飞鸟简辑专业版用户指南

第31 页，共 35 页

鸟剪辑将确认您要添加的

标题。

水印 水印 浏览以查找要用作水印的文件。

位置 选择一个方形区域，以指示

屏幕上显示水印的位置。

不透明度 拖动不透明度滑块以指定

水印的透明度。

输入

输入设置 视频 限制网屏录制帧速率 选择网屏录制帧速率，以确

定画面的刷新速度。

虽然可以限制录制

期间的帧速率，但

是，如果设置的帧

速率超出计算机性

能，也无法提高画

质。

热键 您可为录制过程设置键盘快捷键。

热键设置 开始/恢复/暂停 您可以勾选复选框和 /或使用下拉菜单，指定在录制过程中使

用哪些热键来进行开始录制、暂停和恢复录像等操作。

保存 您可以选择复选框和 /或使用下拉菜单，指定使用哪些热键来

保存录像。

网络摄像

头

为网络摄像头录制配置选项。

网络摄像头设置 网络摄像头 位置 选择一个方形区域，以指示

在屏幕录像中，您希望网络

摄像头录制哪个区域。

大小 移动滑块可设置网络摄像

头在屏幕录像中要录制的

区域大小。



ACDSee飞鸟简辑专业版用户指南

第32 页，共 35 页

选项和配置

您可以配置选项，从而自定义和自动执行 ACDSee飞鸟剪辑的功能。

配置选项：

1. 转至工具 | 选项，或按 Alt + O。

2. 按下表所述配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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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对话框

常规

时长 转场：设置转场显示的时长。

图像：设置图像显示的时长。

标题：设置标题显示的时长。

动画：设置动画显示的时长。

冻结帧：设置冻结帧显示的时长。

马赛克：设置马赛克显示的时长。

高级 临时存储

文件夹

在您处理项目时，临时存储文件夹将用于存储库中的媒体。保存项目后，临时存

储文件夹将被清理，生成项目后，该文件夹将清空。

硬件加速 启用硬件加速 默认启用此选项，以确保编码过程由显卡执

行，而不是由 CPU 执行。此选项可加快媒体

渲染进程。如果有多个显卡，ACDSee飞鸟剪

辑将按以下优先级来选择硬件加速选项处理

方式：NVIDIA、Intel® Quick Sync。

自动保存 启用自动保存 此选项将按照您指定的频率自动保存项目。

在意外关闭后重启时，ACDSee飞鸟剪辑会恢

复您的项目并以最近一次保存时的状态打

开。

间隔 ...分钟 指示您所需的自动保存频率。

水印 启用水印 勾选此复选框后可在视频中使用水印。

水印 浏览以查找要用作水印的图像。

位置 在视频图像上选择一个方形区域，指示水印的目标位置。

不透明度 使用滑块更改水印的不透明度。默认情况下，水印的不透明度为 100%，这意味

着无法看透水印。如果降低不透明度，则水印将越来越透明。不透明度为零的水

印将完全透明。

快照 快照位置 显示已保存快照的位置。单击“浏览”按钮可在硬盘上指定新的位置。

将快照添

加到媒体

箱

默认情况下，启用此选项会将快照自动添加到媒体箱中可用的媒体中。从这里，

您可以轻松地将其拖到时间线上。

显示

默认显示

区域设置

显示区域大小 您可以将 ACDSee飞鸟剪辑加载的显示区域

大小设置为默认每次打开时的默认大小。

宽度 为显示区域输入自定义宽度，该值将作为

ACDSee飞鸟剪辑打开的默认宽度。

高度 为显示区域输入自定义高度，该值将作为

ACDSee飞鸟剪辑打开的默认高度。

使画布与媒体尺寸匹配的提

示。

ACDSee飞鸟剪辑将提示您使画布的大小与媒

体的尺寸相匹配。

始终使画布与媒体尺寸匹配 您可以设置 ACDSee飞鸟剪辑自动调整画布

大小，以匹配媒体的尺寸。

3. 按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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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和分享您的媒体

完成项目编辑后，可以使用“导出视频 ”功能生成视频。这是制作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可以按照时间线上排布的媒体和

效果创建输出文件。在生成视频的过程中，您可以通过制作助手为输出文件选择视频和音频参数。

您可以使用时间线上的整个媒体或选段生成输出文件。

使用时间线上的整个媒体生成输出文件：

要生成视频，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按右上方的生成和分享按钮。

转至文件 | 生成和分享 ...

按 Ctrl + P。

生成的视频将不包括设置为不可见轨道上的媒体。

生成的视频将不包括移出显示区域的媒体。

生成 GIF：

要生成 GIF，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1. 单击显示区域顶部的显示区域大小按钮。

2. 在“项目显示区域设置”对话框中，从 “显示区域大小”下拉菜单中选择 GIF 大小 (480x270)。此大小便于轻松

分享。

3. 按右上方的生成和分享按钮。

4. 按如下所述继续操作。

或者：

1. 在制作助手中，从 “输出格式”下拉菜单中选择 GIF 。

2. 我们建议您从“视频帧大小”下拉菜单中选择 480x270(GIF)。此大小便于轻松分享。

3. 按如下所述继续操作。

使用选段生成输出文件：

在时间线上确定选段后，转至文件 | 将时间线选段制作为 ...

在制作助手中配置输出文件：

1. 在制作助手中，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所需的输出格式。

2. 单击详细设置按钮，按照下表所示，更改其他视频和音频参数。

“详细设置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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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显示输出格式。

视频参数 编解码器 视频编解码器指定了您希望 ACDSee飞鸟剪

辑使用的视频数据压缩类型。

大小 默认情况下，视频图像大小将反映显示区域

大小的当前设置。要更改大小，请选择视频图

像大小，或选择自定义来指定一个特别的宽

度和高度。

比特率 选择比特率，以确定每播放一秒将向屏幕传

输多少数据。比特率越高，画面质量越高，但

是文件大小也将增加。

如果比特率设置为 “高”(30,000
kbps) 以上，可能只会增加文件大

小，但画质没有明显的视觉改进。

循环次数 仅适用于 GIF格式。

您可以禁用 “永远循环”复选框，然后设置 GIF
循环的次数。

帧速率 选择帧速率，以确定画面的刷新速度。

音频参数 编解码器 编解码器指定了您希望 ACDSee飞鸟剪辑使

用的音频数据压缩类型。

采样速率 采样表示了声音录制的数据速率。采样速率

越高，声音质量越高，但是文件大小也将增

加。

通道 在下拉菜单中，如选择 1，则左右侧扬声器的

声音相同，如选择 2，则左右侧扬声器的声音

不同。

比特率 选择比特率，以确定每秒播放，扬声器将传输

的声音数据。比特率越高，声音质量越高，但

是文件大小也将增加。

3. 单击确定。

4. 单击 下一步。

5. 在“名称”字段中，为输出文件输入一个名称。

6. 在“文件夹 ”字段中，按浏览按钮查找要保存输出文件的文件夹。

7. 按制作。您的视频将进行渲染。

8. 按完成，返回到 ACDSee飞鸟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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