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图编辑



ACDSee宝图编辑

Page 1 of 303

ACDSee User Guide



ACDSee宝图编辑

Page 2 of 303

Contents

界面概述 5

主屏幕 5

编辑器 6

ACDSee RAW 6

查找其它资源与支持 7

关于主屏幕 8

“新建文件”窗格 8

模板/预设值部分 10

“以前的项目”部分 12

“新建文件”窗格 12

模板/预设值部分 13

“以前的项目”部分 16

ACDSee RAW界面 16

使用“撤消/重复”按钮 21

复制和粘贴 21

RAW处理 22

保存图像 26

冲印预设值 27

关于“调谐”选项卡 31

使用颜色均衡器调整颜色 32

调整光线 38

调整拆分色调 45

调整色调曲线 46

调整白平衡 47

为 RAW文件选择输出颜色空间 48

使用 LUT进行色彩分级 49

使用色轮调整颜色 49

应用效果 51

使用“冲印模式画笔” 53

使用混合模式与阻光度 61

使用线性渐变工具 63



ACDSee宝图编辑

Page 3 of 303

进行常规调整 65

添加裁剪后的晕影 66

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67

调整软对焦 69

使用色调轮调整色调 70

关于“细节”选项卡 72

校正色差 73

消除杂点 74

锐化 76

微调皮肤色调 77

关于“几何”选项卡 77

校正透视 78

裁剪 79

修正镜头扭曲 80

旋转与调正 82

修正镜头晕影 83

关于“修复”选项卡 84

消除红眼 84

修复图像 85

关于 ACDSee RAW 86

在 ACDSee RAW中打开文件 87

混合和阻光度 87

编辑模式画笔 90

调整大小、旋转或翻转 93

渐变工具 94

Photoshop®插件 95

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96

预设值 103

标尺和参考线 104

保存图像 105

撤消和重复 105

直方图 106

编辑和效果 106



ACDSee宝图编辑

Page 4 of 303

智能橡皮擦 107

使用“选择范围” 107

调整图层 116

频率分隔 122

图层简介 124

图层编辑器 124

图层效果 129

图层蒙版 133

调整画布大小 137

文本图层 138

滤镜简介 248

将文件加载到层叠中 249

创建 HDR图像 249

使用叠焦合并 250

繪畫工具 251

工具栏和工具属性栏 253

“颜色”对话框 264

编辑器 266

显示区域 266

工具栏 269

工具属性栏 270

菜单栏 270

“编辑”窗格 271

ACDSee RAW选项 274

ACDSee相片编辑器选项 275

颜色管理 276

显示 279

“标尺和参考线”选项 279

将文本添加到页面 280

自定义打印布局 281

图像大小与位置 281

打印调整 282

打印机选项 282



ACDSee宝图编辑

Page 5 of 303

键盘快捷方式 284

宝图编辑 键盘快捷方式 284

ACDSee RAW键盘快捷方式 291

术语表 295

界面概述

宝图编辑有三个界面：

l 主屏幕

l 编辑器

l ACDSee RAW

主屏幕

主屏幕是 宝图编辑 打开时显示的初始屏幕。从主屏幕可以启动新项目或继续现有项目。

主屏幕由三个窗格组成：

1. 新建文件

2. 模板 /预设值

3. 以前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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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器

编辑器显示打开的图像。编辑器中的图像显示在选项卡中，允许轻松访问多个图像。

编辑器由五个独特的区域组成：

1. 菜单栏

2. 工具属性栏

3. 工具栏

4. 显示区域

5. 编辑窗格

ACDSee RAW

ACDSee RAW是编辑 RAW文件的专用界面，只能通过打开 RAW文件来访问，或者对于非

RAW图像，则通过从主菜单选择文件 | 在 ACDSee RAW 中打开 ...。

ACDSee RAW界面由 5个窗格组成：

1. 显示区域

2. 直方图

3. 冲印窗格

4. 工具栏

5. 按钮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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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其它资源与支持

宝图编辑 菜单栏上的帮助菜单包含打开插件帮助文件的链接，以及链接到 ACDSee网站的

选项，在该网站可以找到更新、快讯以及系统要求。

其他链接可打开支持页面、注册页面或社区主页，在社区主页中，最终用户可以加入社区

并参与 ACDSee论坛讨论。

帮助菜单还可用于通过输入许可证代码将 宝图编辑 试用版转换成完全版。

单击帮助将显示以下菜单选项：

说明目录

提供论坛反馈

版本说明

ACDSee 产品

ACDSee 社区

ACDSee 官方微信

关于

https://r.acdsee.cn/dx0iH
https://r.acdsee.cn/OlJvE
https://r.acdsee.cn/eW5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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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主屏幕

主屏幕是 宝图编辑 打开时显示的初始屏幕。主屏幕也可以直接从编辑器访问。

要从编辑器查看主屏幕：

1. 单击编辑器左侧工具栏上方的主屏幕图标 。

要返回到编辑器，请单击主屏幕的返回到图像按钮。

从主屏幕可以启动新项目或继续现有项目。

主屏幕由三个窗格组成：

1. 新建文件窗格

2. 模板 /预设值窗格

3. 以前的项目窗格

“新建文件”窗格

新建文件窗格占据主屏幕的左侧。

要创建新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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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选：使用基于模板的值填充新建文件窗格，从 “项目类型 ”部分的四个选项卡中进行选

择：相片、纸张和自定义。

2. 在新建文件窗格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使用默认参数

l 选择预设值

l 自定义图像参数

3. 单击创建按钮，在新显示区域屏幕中打开新图像。

要打开在以前的项目部分未出现过的现有图像，请单击文件栏中的打开按钮，浏览

和选择一个预先存在的项目。

“新建文件 ”选项

预设值

预设值 预设值下拉列表设为 “默认 ”，以保持所有设置应用于图像字段

集。或者也可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预设值以接受一组自定义的图

像参数。

打开新建预设值对话框。输入预设值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按钮

将新预设值填充到预设值下拉列表中。新的预设值将由图像字

段集中设置的参数构成。建议在完成新建预设值对话框之前完

成图像字段集中的所有自定义。

将预设值从预设值下拉列表中删除。

图像字段集

宽度 输入一个值来确定图像宽度。

高度 输入一个值来确定图像高度。

单位 从下拉菜单中进行选择，以确定宽度和高度字段的度量单位。选

项包括：“厘米 ”、“英寸 ”和 “像素 ”。

方向 单击相应的图标将图像的方向指定为纵向或横向。

分辨率 指定图像的每英寸点数 (DPI)。DPI越高，图像质量越好，图像文

件也越大。

颜色模式 指定图像的颜色模型。选项包括：“32 位 RGBA”和 “64 位 RGBA”。位

数越高，图像质量越好，图像文件也越大。

背景内容 从下拉菜单中进行选择以确定图像背景的组成。选项包括：“黑
色”、“自定义”、“透明”和“白色”。设置背景内容的另一种方法是使

用颜色选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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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 /预设值部分

模板/预设值窗格位于以前的项目窗格正上方和新建文件窗格右侧。

模板/预设值窗格包含四个选项卡：

l 相片

l 纸张

l 自定义

“相片”选项卡

相片选项卡包含 9个默认选项，详见下表。

相片尺寸 分辨率

3R 1500 x 1050

4R 1800 x 1200

4D 1800 x 1350

5R 2100 x 1500

6R 2400 x 1800

8R 3000 x 2400

10R 3600 x 3000

11R 4200 x 3300

12R 4500 x 3600

“纸张”选项卡

纸张 选项卡包含 23个默认选项，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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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类型 尺寸

信纸 8.5 x 11英寸

法律专用纸 8.5 x 14英寸

海报 11 x 24英寸

A0(信纸 ) 841 x 1189 mm

A1 594 x 841 mm

A2 420 x 594 mm

A3 297 x 420 mm

A4 210 x 297 mm

A5 148 x 210 mm

A6 105 x 148 mm

A7 74 x 105 mm

A8 52 x 74 mm

A9 37 x 52 mm

A10 26 x 37 mm

B2 500 x 707 mm

B3 353 x 500 mm

B4 250 x 353 mm

B5 176 x 250 mm

B6 125 x 176 mm

B7 88 x 125 mm

B8 62 x 88 mm

B9 44 x 62 mm

B10 31 x 44 mm

“自定义”选项卡

自定义选项卡填充有默认值、剪贴板以及在新建文件窗格的预设值字段集中创建的任何

自定义设计预设值。

要创建新的预设值并将其填充到“自定义”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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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主屏幕导航到新建文件窗格。

2. 进行调整以影响文件的存储位置、尺寸和分辨率、颜色模式和背景。

3. 在预设值字段集中，单击相邻的 图标打开新预设值对话框。

4. 输入预设值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按钮。新预设将填充到自定义选项卡。

“以前的项目”部分

以前的项目部分使用以前在 宝图编辑 保存的文件填充。与图像相关的信息位于图像下

方，包括文件名和上次修改日期和时间。

要打开现有项目：

要打开现有项目，请双击项目略图以根据文件类型在 ACDSee RAW或编辑器中打开文

件。

要清除最近的项目：

在主屏幕从主菜单选择文件 |打开最近 ... | 清除最近文件列表。

“新建文件 ”窗格

新建文件窗格占据主屏幕的左侧。

要创建新图像：

1. 可选：使用基于模板的值填充新建文件窗格，从 “项目类型 ”部分的四个选项卡中进行选

择：相片、纸张和自定义。

2. 在新建文件窗格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使用默认参数

l 选择预设值

l 自定义图像参数

3. 单击创建按钮，在新显示区域屏幕中打开新图像。

要打开在以前的项目部分未出现过的现有图像，请单击文件栏中的打开按钮，浏览

和选择一个预先存在的项目。

“新建文件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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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值

预设值 预设值下拉列表设为 “默认 ”，以保持所有设置应用于图像字段

集。或者也可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预设值以接受一组自定义的图

像参数。

打开新建预设值对话框。输入预设值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按钮

将新预设值填充到预设值下拉列表中。新的预设值将由图像字

段集中设置的参数构成。建议在完成新建预设值对话框之前完

成图像字段集中的所有自定义。

将预设值从预设值下拉列表中删除。

图像字段集

宽度 输入一个值来确定图像宽度。

高度 输入一个值来确定图像高度。

单位 从下拉菜单中进行选择，以确定宽度和高度字段的度量单位。选

项包括：“厘米 ”、“英寸 ”和 “像素 ”。

方向 单击相应的图标将图像的方向指定为纵向或横向。

分辨率 指定图像的每英寸点数 (DPI)。DPI越高，图像质量越好，图像文

件也越大。

颜色模式 指定图像的颜色模型。选项包括：“32 位 RGBA”和 “64 位 RGBA”。位

数越高，图像质量越好，图像文件也越大。

背景内容 从下拉菜单中进行选择以确定图像背景的组成。选项包括：“黑
色”、“自定义”、“透明”和“白色”。设置背景内容的另一种方法是使

用颜色选取器。

模板 /预设值部分

模板/预设值窗格位于以前的项目窗格正上方和新建文件窗格右侧。

模板/预设值窗格包含四个选项卡：

l 相片

l 纸张

l 自定义

“相片”选项卡

相片选项卡包含 9个默认选项，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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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尺寸 分辨率

3R 1500 x 1050

4R 1800 x 1200

4D 1800 x 1350

5R 2100 x 1500

6R 2400 x 1800

8R 3000 x 2400

10R 3600 x 3000

11R 4200 x 3300

12R 4500 x 3600

“纸张”选项卡

纸张 选项卡包含 23个默认选项，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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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类型 尺寸

信纸 8.5 x 11英寸

法律专用纸 8.5 x 14英寸

海报 11 x 24英寸

A0(信纸 ) 841 x 1189 mm

A1 594 x 841 mm

A2 420 x 594 mm

A3 297 x 420 mm

A4 210 x 297 mm

A5 148 x 210 mm

A6 105 x 148 mm

A7 74 x 105 mm

A8 52 x 74 mm

A9 37 x 52 mm

A10 26 x 37 mm

B2 500 x 707 mm

B3 353 x 500 mm

B4 250 x 353 mm

B5 176 x 250 mm

B6 125 x 176 mm

B7 88 x 125 mm

B8 62 x 88 mm

B9 44 x 62 mm

B10 31 x 44 mm

“自定义”选项卡

自定义选项卡填充有默认值、剪贴板以及在新建文件窗格的预设值字段集中创建的任何

自定义设计预设值。

要创建新的预设值并将其填充到“自定义”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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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主屏幕导航到新建文件窗格。

2. 进行调整以影响文件的存储位置、尺寸和分辨率、颜色模式和背景。

3. 在预设值字段集中，单击相邻的 图标打开新预设值对话框。

4. 输入预设值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按钮。新预设将填充到自定义选项卡。

“以前的项目 ”部分

以前的项目部分使用以前在 宝图编辑 保存的文件填充。与图像相关的信息位于图像下

方，包括文件名和上次修改日期和时间。

要打开现有项目：

要打开现有项目，请双击项目略图以根据文件类型在 ACDSee RAW或编辑器中打开文

件。

要清除最近的项目：

在主屏幕从主菜单选择文件 |打开最近 ... | 清除最近文件列表。

ACDSee RAW界面

ACDSee RAW界面

ACDSee RAW界面由 5个窗格组成：

1. 显示区域

2. 直方图

3. 冲印窗格

4. 工具栏

5. 按钮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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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区域

显示区域位于屏幕中央的大部分空间，用于显示打开图像的当前状态。

“显示区域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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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原始图

像

单击并按住可查看原始图像。释放按钮可返回到已编辑的图像。

全屏 单击可显示最终图像的全屏预览。

上一个图像 单击可返回到上一个图像。

下一个图像 单击可前进到下一个图像。

显示胶片 单击可显示胶片。

隐藏胶片 单击可隐藏胶片。

缩放滑块 向右拖动滑块可放大图像，向左拖动滑块可缩小图像。

缩放比例 输入数值或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数字来设置缩放级别。

实际大小 单击可将图像恢复为实际大小。

调整图像至

窗口大小

单击可使图像适合显示区域。

直方图

直方图是表示图像中每个颜色通道颜色强度分布情况的图形。直方图在启用时位于工具右

侧列的顶部。

要启用直方图，请单击工具栏中的 图标，或按 H。要禁用直方图并将其从视图中删除，

请单击工具栏中的 图标。

调整像素的比例以百分比值的形式报告，位于直方图图形的正下方。

冲印窗格

冲印窗格是 ACDSee RAW功能主体所在的位置。其位于显示区域右侧，在直方图正下方，如

果启用，冲印 窗格中可用的工具受工具栏中所做选择的影响。

冲印窗格有 4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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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冲印工具

l 历史记录

l 冲印预设值

l 快照

冲印工具

冲印工具通过单击工具栏中的皇冠 图标或按 Ctrl + Shift + T启用。

冲印工具窗格由 4个选项卡组成，

l 调谐

l 细节

l 几何

l 修复

“冲印工具 ”选项

撤消 删除最后一次操作。

重复 恢复最后一个被“撤消”删除的操作。

重设为默认值

展开所有组 展开所选选项卡下的所有组。

折叠所有组 折叠所选选项卡下的所有组。

自动折叠组
如果启用，所有选项卡中的所有组都将在折叠状态

打开。

调整冲印设置

重设为上次保存的设置 重设将所选组中的字段以匹配上次保存的设置。

重设为默认值 将所选组中的字段重设为其默认值。

应用上次使用的设置 将上次使用的字段设置应用到当前图像

预设值 选择以查看预设图像配置的详尽。

保存预设值 ...
选择打开保存冲印设置预设值对话框并选择要保存

在预设值中的设置。

管理预设值 ...
选择打开管理预设值对话框，其中现有预设可以删

除或命名。

复制设置 ...
选择打开复制设置对话框，其中可选择冲印设置并

将其复制到剪贴板。

粘贴设置
将复制设置对话框中的冲印设置粘贴到各自的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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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录

历史记录窗格通过单击工具栏中的 图标或按 F9启用。

历史记录窗格用于查看对图像所做的一系列更改、在编辑序列中跳转并恢复至先前应用

的调整。例如，如果对图像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 例如颜色调整、然后进行锐化和曝光调

整 ) ，但是希望回退其中几个步骤，返回到只对相片应用过颜色调整的状态，则可以通过历

史记录窗格回到该编辑序列的那个点上。

要返回特定调整，请在历史记录窗格中选择并双击所需的调整，或单击窗格底部的全部撤

消按钮撤消所有调整。

冲印预设值

冲印预设值窗格通过单击工具栏中的 图标或按 Ctrl + Shift + P启用。

为了使冲印更加轻松，可使用冲印预设值窗格来创建、删除、管理和归类全局预设值。( 请
参阅冲印预设值了解更多信息 ) 。

快照

快照窗格通过单击工具栏中的 图标或按 P启用。

使用快照让调整可在冲印工作流程中的任何时候进行。进行新的调整时，拍摄快照可保存

该时刻的工作。可以根据需要继续编辑，但随时能够通过选择快照返回到以前的编辑版

本。与预设值不同，快照直接保存到图像并自动重新进入冲印工作流程，快照可以在这里

交换并应用进一步的编辑。

要拍摄快照：

1. 对图像进行调整。

2. 单击快照图标。

3. 在快照窗格底部，单击 图标。

4. 在新快照对话框中，输入快照的名称并单击确定。保存的快照将列在快照窗格中。

“快照 ”选项

更新到当前设置 将当前保存的图像设置应用到快照中，删除快照中所

有先前保存的设置。

应用所选 将快照的设置应用到图像中。

删除所选 将快照从快照窗格删除。

重命名所选 重命名所选的快照。

工具栏

工具栏位于 ACDSee RAW界面最右边。

工具栏包含 5个图标，用于填充冲印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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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直方图

l 工具

l 历史记录

l 预设值

l 快照

按钮栏

按钮栏位于 ACDSee RAW界面底部。

按钮栏包含 3个在冲印窗格中用于文件管理的按钮：

l 打开：保存对图像所做的更改并在编辑器中打开图像。

l 取消：取消对图像所做的任何更改并关闭 ACDSee RAW。

l 完成：保存所有更改并退出 ACDSee 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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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靠近窗格右上角的撤消按钮。

使用键盘快捷方式 Ctrl + Z。

要重复更改：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靠近窗格右上角的重复按钮。

使用键盘快捷方式Ctrl + Y。

历史记录窗格也可用于撤消/重复更改。( 请参阅历史记录窗格 ) 。

复制和粘贴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执行一次复杂的调整，通过复制精确调整并将它们应用到其他图像，

使其让无限数量的图像受益。

设置可被设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从图像复制冲印设置并将它们应用到其他图像：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单击调整冲印设置按钮。

2.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复制设置 ...。
3. 在复制设置对话框中，选择要复制的设置。

4.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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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胶片中，使用鼠标右键单击图像并从上下文菜单选择粘贴设置 ...。
6. 或者，从胶片切换到另一个图像，然后单击调整冲印设置按钮。

7. 从下拉菜单选择粘贴设置 ...。

在调谐、细节、几何以及修复选项卡的顶部出现的蓝色方形图标表明已在该选项卡

下做出更改。

从一个图像复制设置并将它们粘贴到具有不同尺寸的第二个图像时，将自动缩放

设置以适合目标图像。

RAW处理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调整图像时，始终不会改变原始文件。所作的更改保存在一个单独的文

件中，并会在每次打开图像时应用这些更改，这样就实现了无损冲印。因此我们建议在冲

印工具窗格中进行大部分的调整工作。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打开已冲印的图像时，将显示应用了先前编辑的图像。随时可以重新打

开图像调整先前的设置。

如需有关如何保存冲印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ACDSee如何保存对图像的更改。

冲印图像

要冲印图像：

1. 选择冲印工具窗格。

2. 在调谐选项卡中，在以下组中进行冲印调整：

l 常规

l 白平衡

l 光线均衡 (Light EQ™)
l 颜色均衡

l 色调曲线

l 软对焦

l 效果

l 颜色 LUT
l 拆分色调

l 裁剪后的晕影

l 输出颜色空间

2. 在细节选项卡中，在以下组中进行冲印调整：

l 锐化

l 杂点消除

l 肤色微调

l 色差

3. 在几何选项卡中，在以下组中进行冲印调整：

l 镜头校正

l 旋转和调正

l 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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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裁剪

l 晕影校正

4. 在修复选项卡中，在以下组中进行冲印调整：

l 修复

l 红眼消除

保存与取消

进行图像冲印后，根据下一个工作流程步骤，从许多用于保存图像的选项中选择一个。

要保存图像：

1. 单击完成。

2.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保存：保存所有更改。

另存为：使用新名称或格式保存冲印好的图像的副本。

丢弃：放弃所有更改。

取消：在 “冲印 ”模式下停留在相同图像上，保持所有的更改不变，而不保存图像。

要放弃对图像的更改并返回上一模式：

单击取消。

无法将更改直接保存到 RAW文件。对 RAW文件的更改必须另存为不同的文件类

型。

直方图与图像查看控件

冲印图像时，使用右下角的缩放控件可以调整缩放比例。

调整曝光时可同时访问曝光警告 与直方图极为有用。在直方图下方，会显示曝

光不足与曝光过度的像素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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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方图窗格 显示当前图像的直方图预览。直方

图窗格显示相片的红色、绿色与蓝

色通道。保持直方图打开在调整曝

光度的时候特别有用，因为直方图可

以在调整时反映出所有的调整。

如果图像的高光区域或阴暗区域中

有细节丢失，将会在直方图的底部

分别显示图标 或 通知您。这两

个图标旁边的数字分别代表高光或

阴影区域中丢失细节的像素的百分

比。

丢失细节的阴影与高光部分 显示丢失细节的阴影与高光部分。

单击该图标或按键盘上的 E 突出显

示图像上曝光过度与不足的区域。

“阴影与高光 ”工具启用时，图标为黄

色的；禁用时，图标为灰色。

撤消 /重复 使用撤消按钮可逐个滑块、逐项调

整放弃更改。使用重复按钮可返回

到单击 “撤消 ”之前所选的选项。

重设组 丢弃组中所选的设置，并将各组还

原到默认设置。如果使用个别组将更

改应用到图像，已编辑组的重设组

按钮将变为蓝色。单击相关的重设

组按钮可将图像重设为其默认设

置。

重置所有组 丢弃所有组的所选设置并将所有组

还原到默认设置。如果使用任何个别

的组将更改应用于图像，则重设所

有组按钮将变为蓝色。单击重设所

有组按钮可将图像重设为其默认设

置。

预览 打开或关闭您在组中所作的更改。

每一组都提供了此按钮，因此您可

以查看每组的冲印设置效果。当图

标为绿色时，对组所作的更改是可

见的。图标为灰色表示更改处于隐

藏状态。

冲印设置 将个别组的冲印设置重设为 “上次保

存 ”、“默认值 ”或 “上次使用 ”。或者可

将设置保存为预设值、复制或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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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印设置全部 将图像的冲印全部设置重设为 “上次

保存 ”、“默认值 ”或 “上次使用 ”。或者

可将设置保存为预设值、复制或粘

贴。

显示胶片 切换胶片视图打开或关闭。

显示原始图像 切换更改的打开或关闭，用于将更

改后的图像与原始图像进行比较。

全屏显示 以全屏幕显示图像。按 F键可以全屏

幕查看。按任意键可以返回到 “冲
印 ”。

上一个图像 在胶片视图中显示上一个图像。

下一个图像 在胶片视图中显示下一个图像。

实际大小 将当前图像缩放到实际大小。

导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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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航器 ”图标以显示图像的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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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图像至窗口大小 根据 “冲印 ”模式区域缩小图像。

显示原始图像 打开或关闭更改，用于将更改后的

图像与原始图像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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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可选择的缩放尺寸。

胶片

通过单击屏幕底部的胶片查看其它图像。

要查看胶片，请单击“显示胶片”图标 。使用“上一个图像” 和“下一个图像” 图标

浏览胶片图像。

如果胶片中没有其他图像，单击完成按钮可返回主屏幕并选择另一个图像进行冲印。

要将多个图像填充到胶片中，请在主屏幕中选择多个图像并按 Enter键。所有选定的图像

都将填充到胶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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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片右键单击菜单项

还原到原始文件 删除对图像的任何更改并将图像恢复到其原始状态。

复制设置 打开用于选择待复制冲印设置的复制设置对话框。

粘贴设置 将复制设置对话框中选择的设置粘贴到所选图像中。

应用预设值 单击以生成要应用于图像的可用预设值列表。

全部选择 选择胶片中的所有图像。

自定义视图

鼠标右键单击冲印工具窗格的主体，以通过选择以下任一选项来自定义组在窗格内的展

开和折叠方式：

展开所有组：展开窗格内的所有组。

折叠所有组：折叠打开的所有组。

自动折叠组：此默认设置自动折叠各个组，但会保持正在使用的组处于打开状态，可以用

于将所有组保持在一个窗格内并且无需滚动查看。

撤消和重复

使用"历史记录"窗格：

使用历史记录窗格可查看对图像所做的一系列更改。还可以使用历史记录窗格在编辑序

列中跳转并恢复至先前应用的调整。例如，如果对图像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 例如颜色调整、

然后进行锐化和曝光调整 ) ，但是希望撤消其中几个步骤，回到只对相片应用过颜色调整

的状态，则可以通过历史记录窗格导航到该时刻。

要打开历史记录窗格，请单击工具栏中的 图标或按 F9。

要返回至特定的调整，请在历史记录窗格中选择所需的调整，然后双击。或者使用撤消/重
复按钮退回编辑。如果要进行更全面的更正，选择全部撤消可撤消所有调整。

使用颜色选择器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使用颜色选取器时，颜色选取器旁边的 RGB值与任何编辑之前的原始

图像相关。

保存图像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的更改是无损的，这样每次打开之前冲印的图像时，所做的调整都与

保存时完全相同。可以藉此撤消对图像所作的更改或进行进一步调整。

要永久保存对 RAW文件所做的任何更改，请采用不同的文件格式 ( 例如 JPEG或 TIFF) 将更

改另存为单独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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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图像

进行图像冲印后，根据工作流程，从许多用于保存图像的选项中选择一个。

要保存图像：

1. 单击完成。

2.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保存 保存所有更改。

另存为 使用新名称或格式保存已冲印好图像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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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图像中内嵌颜色配置文件：在新图像中保留颜色管理中选择的颜色

配置文件。

丢弃 放弃任何更改。

取消 在冲印模式下停留在相同图像上，保持更改不变，同时不保存图像。

要放弃对图像的更改并返回上一模式：

单击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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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保存

可以启用自动保存以便避免每次完成图像冲印时选择保存选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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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自动保存任何更改。保存更改对话框将不

再显示。

要禁用自动保存

1. 从主菜单选择工具 |选项 ...。
2.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 ACDSee RAW。

3. 禁用自动保存所有 ACDSee RAW调整复选框。

自动保存不适用于 RAW图像。

冲印预设值

将一组“冲印”设置保存为预设值可对其他图像应用相同的调整。预设值可以快速地将更改

应用到图像上，而无需重复完成相同的步骤。例如，如果图像总是使用值为 25的对比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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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和值为 -8的中间调工具，则可以将这些设置保存为预设值并快速应用这些预设值，以改

变未来的对比度和中间调设置。

预设值确保了对图像应用相同的设置，并可使用一个或多个冲印设置来创建预设值。可以

保存包含色调、细节、几何图形和修复选项卡等所有“冲印”设置的预设值。也可以保存单

个选项卡中所有组的设置的预设值，例如预设值仅包含调谐选项卡上的所有设置。或者，

也可以只保存单个组的预设值，例如颜色均衡组。

为了使冲印体验更轻松，可使用冲印预设窗格来创建、删除、管理和归类全局预设值。

对图像应用多个预设。每次添加预设值时，设置都会在先前设置的基础之上应用。

使用冲印预设窗格

要使用“冲印预设值”窗格来创建预设值：

1. 单击冲印预设值图标。

2. 选择一个选项卡，然后在一个组内对图像进行更正。

3. 单击冲印预设值窗格底部的创建新预设值按钮。

4. 在保存冲印设置预设值对话框中，选择需要保存到预设值的设置，然后输入预设值的名

称。

5. 单击确定。

要使用“冲印预设值”窗格重命名预设值：

1. 在冲印预设值窗格中，右键单击需要重命名的预设值，然后选择重命名预设值。

2. 在重命名预设值对话框中，输入新的预设值名称。

3. 单击确定。

要使用“冲印预设值”窗格删除预设值：

1. 在冲印预设值窗格中，右键单击需要重命名的预设值，然后从上下文菜单选择删除预设

值。

2. 在删除预设值对话框中，单击提示窗口的是。

要使用“冲印预设值”窗格将预设值应用到图像：

在 ACDSee RAW中打开图像后，单击冲印预设值列表中的任何预设值。图像将使用所选

预设值更新。

在“冲印预设值”窗格中使用类别

冲印预设值窗格中的类别可用于组织和管理预设。首次打开 ACDSee宝图编辑 时，“冲印预

设值”窗格由包含默认预设值的一系列组织在一起的默认类别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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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建类别：

1. 在冲印预设值窗格中单击右键，然后选择新建类别。

2. 在添加新类别对话框中，输入类别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要删除类别：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在冲印预设值窗格中的现有类别单击右键，然后选择删除类别。

l 单击与类别关联的删除图标。

要将预设值添加到类别：

1. 在冲印预设值窗格中，右键单击一个预设值。

2. 选择设置类别。

3. 从类别列表中进行选择，以将预设值添加到所选类别。

要将预设值从类别中删除：

1. 在冲印预设值窗格中，右键单击一个预设值。

2. 选择删除预设值。

其他创建和应用预设值的方法

要在选项卡中创建预设值：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调谐、细节、几何或修复选项卡。

2. 对图像进行编辑。

3. 单击位于选项卡右上角的调整冲印设置图标 。

4. 从菜单选择保存预设值。

5. 选择要保存到预设值中的设置。

6. 在保存冲印设置预设值对话框中，输入预设值的名称。

7. 单击确定。

要从组中创建预设值：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调谐、细节、几何或修复选项卡。

2. 选择一个组并对图像进行编辑。

3. 单击位于该组右上角的调整此组的冲印设置图标 。

4. 从菜单选择保存预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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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保存冲印设置预设值对话框中，输入预设值的名称。

6. 单击确定。

对单个图像应用预设值

要对单个图像应用预设值：

1. 单击位于窗格、选项卡或组的右上角的调整此组的冲印设置图标 。

2. 从预设值菜单作出选择。使用所选预设值更新图像。

还可以对胶片中的图像应用预设值。在胶片中选中某一图像，右键单击并选择应用

预设值，然后选择要应用于图像的预设值。图像设置将根据所选的预设值进行更

新。

重命名预设值

预设值可以随时重命名。

要重命名预设值：

1. 单击位于冲印工具窗格右上角的调整冲印设置图标 。

2. 选择管理预设值 ...。

3. 在管理预设值对话框中，选择某一预设值并单击重命名。

4. 输入新的预设值名称。

5. 单击确定保存并关闭对话框。

删除预设值

删除不再需要的预设值。删除预设值不会对已使用该预设值的图像造成影响。

要删除预设值：

1. 单击位于冲印工具窗格右上角的调整冲印设置图标 。

2. 选择管理预设值 ...。

3. 在管理预设值对话框中，选择某一预设值并单击删除。

4. 单击确定保存并关闭对话框。

导入和导出预设值

通过导出预设值与其他用户共享。也可以导入其他用户或旧计算机上的预设值。

要导出预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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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冲印预设值窗格中，导航至冲印预设值窗格的底部，然后单击导出预设值图标。

2. 在导出预设值对话框中，单击加号 + 以展开树，然后启用 /禁用需要导出的预设值的复选

框。可以导出全局、选项卡或组预设值。

通过勾选/取消勾选相应的复选框，可以选择仅导出分支下的特定预设值。灰色

复选框表示选择了分支下的某些、但不是全部预设值。

3. 要导出 ACDSee RAW 预设值，请启用包括 ACDSee 预设值复选框。

4. 单击导出。

5. 在另存为对话框中，浏览以指定导出预设值的目标位置。

6. 在字段中输入名称，然后单击保存。

要导入预设值：

1. 在冲印预设值窗格中，导航至冲印预设值窗格的底部，然后单击导入预设值图标。

2. 在打开对话框中，导航至预设值所在的位置。

3. 选择要导入的预设值，然后单击打开。

4. 在导入预设值对话框中，单击加号 +以展开树，然后启用 /禁用需要导入的预设值的复选

框。可以导出全局、选项卡或组预设值。可以导入全局、选项卡或组预设值。

通过启用/禁用勾选相应的复选框，可以选择仅导入分支下的特定预设值。灰色

复选框表示选择了分支下的某些、但不是全部预设值。

5. 点击导入。在各组的预设值菜单中找到导入的预设值。

关于“调谐”选项卡

在调谐选项卡中，可以调整曝光、白平衡、饱和度、亮度、色调、颜色配置文件等。

要使用“调谐”选项卡：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调谐选项卡。

2. 要冲印图像，请对以下任何组进行更改：

l 常规

l 白平衡

l 光线均衡 (Light EQ™)
l 颜色均衡

l 色轮

l 色调轮

l 色调曲线

l 软对焦

l 效果

l 颜色 LUT
l 拆分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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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裁剪后的晕影

l 输出颜色空间

保存与取消

进行图像冲印后，根据下一个工作流程步骤，从许多用于保存图像的选项中选择一个。

要保存图像：

1. 单击完成。

2.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保存：保存所有更改。

另存为：使用新名称或格式保存冲印好的图像的副本。

丢弃：放弃所有更改。

取消：在 “冲印 ”模式下停留在相同图像上，保持所有的更改不变，而不保存图像。

要放弃对图像的更改并返回上一模式：

单击取消。

无法将更改直接保存到 RAW文件。对 RAW文件的更改必须另存为不同的文件类

型。

使用颜色均衡器调整颜色

“颜色均衡”可用于进行饱和度、亮度、色调和对比度方面的颜色调整。可以在标准模式使

用垂直滑块对整个图像进行调整，或在标准或高质量模式中分别调整各颜色。如需有关控

件的说明，请参阅下文。

设置可被设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调整颜色：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调谐选项卡。

2. 在颜色均衡组中，选择饱和度、亮度、色调或对比度选项卡，并使用如下表格中所述的选

项进行调整。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颜色均衡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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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模式下拉菜单中选择高质量模式或标准模式。要单独调整各颜色，请在图像中使用鼠标

左键单击并上下拖动来调整。在高质量模式中，所作更改将反映在饱和度、亮度、色调和

对比度选项卡颜色滑块中，而在标准模式则会反映在图形中。该功能在饱和度、亮度、色

调和对比度选项卡中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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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

单独调整图像中的颜色。“高质量 ”模式使

用较新、较流行的颜色模型，可以进行具

有更视觉冲击力和更高质量的调整。

通过向右拖动滑块以增加强度或向左拖

动以降低强度来分别调整每种颜色。或

者，通过在字段中输入数值来进行精确调

整。将光标放置在图像上直到出现双向箭

头的图标，可选择某种颜色来调整。然后

单击并上下拖动，可调整位于双向箭头图

标下方的颜色。移动光标时，将自动调整

受影响的颜色滑块。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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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之前冲印的图像。可以单独调整各颜

色或进行整体调整。

垂直滑块 对整个

图像应

用调

整。左

侧的滑

块对选

项卡有

以下影

响：

饱

和

度

：

从

饱

和

调

整

到

灰

度

。

亮

度

：

调

整

图

像

中

的

颜

色

明

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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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调

：

更

改

为

不

同

的

颜

色

。

或者，

通过在

字段中

输入数

值来进

行精确

调整。

单独的颜色滑块 使用单

独的滑

块调整

各个颜

色。选

择要调

整的颜

色，单

击滑块

并进行

拖动。

或者，

通过在

字段中

输入数

值来进

行精确

调整。

直接调整图像 将光标

放置在

图像上

直到出

现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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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头的

图标。

然后单

击并上

下拖

动，可

调整位

于双向

箭头图

标下方

的颜

色。移

动光标

时，将

自动调

整曲线

控制与

受影响

的颜色

滑块。

图形中

的黑色

向下箭

头指示

图像中

正在调

整的颜

色。

曲线在

图形中

会显示

为黑

色，无

法直接

对其进

行调

整。要

应用进

一步的

调整，

可以调

整白色

的曲

线。调

整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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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光线

使用光线均衡 (Light EQ™)工具可调整图像中太暗或太亮的色调级别，而不影响相片中的其

它区域。色调级别是某一像素及其周围像素的平均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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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光线均

衡 (Light EQ™)工具按各种方式进行精细调整。

设置可被设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减少图像上的光线：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调谐选项卡。

2. 在光线均衡 (Light EQ™)组中，从窗格顶部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基本模式、标准模式或高级模

式，并按下述配置设置：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基本光线均衡 (Light EQ™)

在“基本”选项卡中，使用三个滑块便可以非常简便快捷地进行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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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要为该其自动生成最佳设置的图像区域。

按如下所述手动调整光线。

基本光线均衡 (Light EQ™)选项

阴影 向右拖动滑块可调亮阴影，向左拖动可调暗阴影。

中间调 向右拖动滑块可调亮中间调，向左拖动可调暗中间调。

高光 向右拖动滑块可调亮高光，向左拖动可调暗高光。

自动 单击 “自动 ”按钮可自动调整图像中的光线。

标准光线均衡 (Light EQ™)

标准选项同声音均衡器类似，只不过这里是光线。使用每个色带的两个滑块独立调整图像

中不同色带 ( 相对明亮或暗淡的区域 ) 的亮度与对比度——一个用于调亮，一个用于调暗。

有一个图形显示应用于整个色调范围的调亮或调暗量。图形中的灰色区域是建议的调整

边界，以免剪切和丢失细节，变粉红表示滑块已经调整得多到足以剪切掉一些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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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择要调整的图像区域，使用鼠标左键单击并向上拖动来调亮，或向下拖动来调暗。

按如下所述手动调整光线。

标准光线均衡 (Light EQ™)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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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亮滑块 (上
方 )

向上拖动滑块以增加每个色带中的调亮程度。左侧的滑块影响暗淡的色调。

右侧的滑块影响明亮的色调。移动滑块时仅更改图像中该特定色带中的调

亮程度。

或者，在数值框中输入数值，并缓慢使其递增，以进行精确调整。

调暗滑块 (下
方 )

向下拖动滑块以增加每个色带中的调暗程度。左侧的滑块影响暗淡的色调。

右侧的滑块影响明亮的色调。移动滑块时仅更改图像中该特定色带中的调

暗程度。

或者，在数值框中输入数值，并缓慢使其递增，以进行精确调整。

图形 图形指示图像整个色调范围内应用的调亮与调暗程度。水平轴上方的图形

部分对应于调亮，水平轴下面的图像部分对应于调暗。调亮与调暗应用于相

同的色带时，对比度增加。调亮图形的顶部与调暗图形的底部之间的区域指

示图像整个色调范围内对比度的相对增加。单击图形或图像，向上拖动双向

箭头可调亮，鼠标右键单击并向下拖动可调暗。

色带数量 设置要调整的色带数。更大数量的色带可以实现更精确的控制，而更少的色

带则可以使快速平滑调整变得更加容易。

在图像上

双击 (使用鼠

标左键 )
自动将调亮设置为适合该图像区域的最佳设置。对于较亮

的区域 (如面部 )效果最好。

用鼠标右键双

击

(或 Shift + 使用

鼠标左键双

击 )

自动将调暗设置为适合该图像区域的最佳设置。

Ctrl + 使用鼠标

左键双击

修改当前的调亮曲线，以针对单击的色调级别周围区域对

其进行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将导致应用到单击的色

调级别周围区域的亮度增加，同时减少应用到其他色调级

别的亮度。

使用此方法可通过调亮使特定的主题或区域更为突出。

Ctrl + 使用鼠标

右键双击

修改当前的调暗曲线，以针对单击的色调级别周围区域对

其进行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将导致应用到单击的色

调级别周围区域的暗度增加，同时减少应用到其他色调级

别的暗度。

使用此方法可通过调暗使特定的主题或区域融入。

上下滚动 (在
图像上使用鼠

标滚轮 )

增加或降低应用于图像中该色调级别的调亮程度。此时图

像与图形都会显示所作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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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ft + 滚动 (在
图像上使用鼠

标滚轮 )

增加或减少应用于图像中该色调级别的调暗程度。

按住 "A"

+ 滚动或者

+ 使用鼠标左

键拖动

一次性调整所有调亮滑块。

按住 "A" + Shift

+ 滚动或者

+ 使用鼠标右

键拖动

一次性调整所有调暗滑块。

单击并拖动

(使用鼠标左

键在图像中上

下拖动 )

增加或降低应用于图像中该色调级别的调亮程度。此时图

像与图形都会显示所作的更改。

(图像为实际大小 -没有缩放 -时才起作用。)

Shift + 单击并

在图像中上下

拖动 (使用鼠

标左键或右

键 )。

增加或减少应用于图像中该色调级别的调暗程度。

(图像为实际大小 -没有缩放 -时才起作用。)

自动 单击的 “宝图编辑自动 ”按钮可自动调整图像中的光线。

高级光线均衡 (Light EQ™)

“高级”提供对图像中亮度与对比度的最大控制。使用四个滑块可以构建调整曲线，然后可

以通过在图形区域内或图像自身上进行单击与拖动来手工调整曲线。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择要调整的图像区域，使用鼠标左键单击并向上拖动来调亮，或向下拖动来调暗。

按如下所述手动调整光线。

图形

图形的上半部分对应于调亮，下半部分对应于调暗。左侧代表阴影色调级别，中间代表中

间调，右侧代表高光。图形中的浅灰区域显示整个图像所应用的调亮与调暗程度。

图形中的暗灰色区域是建议的调整边界，变红表示滑块已经调整得多到足以丢失一些细

节。图形中的深灰色区域是建议的调整边界，变红表示已经调整得多到会丢失一些细节。

光标悬停在图像上时，两条垂直的黄线对应于光标下方区域色调级别的上下边界并指示调

整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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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光线均衡 (Light EQ™)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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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操作 结果

滑块

拖动 “调亮 ”滑块 向右：增加应用于暗淡区域的光线。

向左：给图像的所有区域应用更一致的调亮效果。

拖动 “调暗 ”滑块 向右：增加应用于图像中明亮区域的调暗程度。

向左：给图像的所有区域应用更一致的调暗效果。

拖动 “振幅 ”滑块 (调
亮 )

向右：增加图像上所有区域的调亮强度。此时曲线的高度增

加。

向左：降低调亮强度，降低曲线高度。

如果 “振幅 ”滑块在 0 位置：不应用调亮效果。

如果 “振幅 ”为 100 - 200：将成比例增加剪裁区域。

在大多数情况下，100 是合适的振幅。对于高光中有一些细

节的图像，降低调亮振幅可留住这些细节。

在大多数情况中，没有必要调整振幅。

拖动 “振幅 ”滑块 (调
暗 )

向右：增加图像上所有区域的调暗强度。此时下面橙色曲线

的高度增加。

向左：降低调暗强度，降低曲线高度。

在图形上

拖动图形 (上方 ) 左键单击并向上拖动图形时图形发生改变。图形代表正在

进行的调亮调整量。暗灰色图形代表在开始丢失细节 (粉红

色 )之前，可以拖动图形的最大限度。

图形的高度代表应用于每个色调级别的调亮程度。(色调从

左侧的黑色移动到右侧的白色。)

直接在图形或图像上进行调亮或调暗时，相应的 “调亮 ”或
“调暗 ”滑块变为自定义曲线。如果在此之后调整滑块的位

置，则会丢弃直接在曲线上所作的全部调整。

直接在图形或图像上进行调亮或调暗时，相应的 “调亮振幅 ”
或 “调暗振幅 ”滑块变为指示当前的曲线振幅。(振幅 100 是

不导致丢失细节的情况下曲线可以有的最大振幅。)

拖动图形 (下方 ) 右键单击并向下拖动图形时图形发生改变。图形代表正在

进行的调暗调整量。暗灰色图形代表在开始丢失细节 (粉红

色 )之前，可以拖动图形的最大限度。

您可以将下面应用于

图像的所有快捷方式

更改图形上的色带，图像中会发生相应的更改。对于精细调

整特定的色带，这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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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操作 结果

直接应用于图形自

身。

在图像上

双击 (使用鼠标左键 ) 自动将 “调亮 ”设置为适合该图像区域的最佳设置。对于较亮

的区域 (如面部 )效果最好。

用鼠标右键双击

(或 Shift + 使用鼠标左

键双击 )

自动将 “调暗 ”设置为适合该图像区域的最佳设置。

Ctrl + 使用鼠标左键双

击

修改当前的调亮曲线，以针对单击的色调级别周围区域对其

进行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将导致应用到单击的色调级

别周围区域的亮度增加，同时减少应用到其他色调级别的亮

度。

使用此方法可通过调亮使特定的主题或区域更为突出。

Ctrl + 使用鼠标右键双

击

修改当前的调暗曲线，以针对单击的色调级别周围区域对其

进行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将导致应用到单击的色调级

别周围区域的暗度增加，同时减少应用到其他色调级别的暗

度。

使用此方法可通过调暗使特定的主题或区域融入。

上下滚动 (在图像上使

用鼠标滚轮 )
增加或降低应用于图像中该色调级别的调亮程度。此时图像

与图形都会显示所作的更改。

Shift + 滚动 (在图像上

使用鼠标滚轮 )
增加或减少应用于图像中该色调级别的调暗程度。

按住 "A"

+ 滚动或者

+ 使用鼠标左键拖动

直接设置调亮 “振幅 ”滑块。

按住 "A" + Shift

+ 滚动或者

+ 使用鼠标右键拖动

直接设置调暗 “振幅 ”滑块。

单击并拖动 (使用鼠

标左键在图像中上下

拖动 )

增加或降低应用于图像中该色调级别的调亮程度。此时图像

与图形都会显示所作的更改。

(图像为实际大小 -没有缩放 -时才起作用。)

Shift + 单击并在图像 增加或减少应用于图像中该色调级别的调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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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操作 结果

中上下拖动 (使用鼠

标左键或右键 )。
(图像为实际大小 -没有缩放 -时才起作用。)

自动

单击的 “宝图编辑自动 ”按钮可自动调整图像中的光线。

调整拆分色调

拆分色调是一种源自电影摄影的强大技术，用于对高光与阴影染色。

拆分色调工具可以创造性地控制高光与阴影的色相与饱和度。使用滑块可调整相片高光

与阴影的色调平衡。拆分色调为 ACDSee中的 RAW转换和无损编辑过程增加了创造性的元

素。

设置可被设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调整高光和阴影：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调谐选项卡。

2. 导航到拆分色调组。

3. 按下表所述拖动滑块以应用彩色高光与阴影。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调整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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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光

色调 向右拖动滑块可选择高光颜色。

饱和度 向右拖动滑块可提高图像高光中指定

颜色的饱和度。

阴影

色调 向右拖动滑块可选择阴影颜色。

饱和度 向右拖动滑块可提高图像阴影中指定

颜色的饱和度。

平衡

向右拖动滑块可突出高光颜色；向左拖动可突出阴影颜色。例如，

如果滑块设置为最大值 50，则会完全突出高光颜色；如果滑块设

置为最小值 -50，则会完全突出阴影颜色。

可先使用高级颜色工具减少相片饱和度，然后使用拆分色调工具应用红褐色色相，

从而创建深褐色色调效果。也可以用来创建略带色泽的黑白相片。

调整色调曲线

在冲印工具窗格，使用色调曲线工具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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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可被设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调整图像中的亮度曲线：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调谐选项卡。

2. 在色调曲线组中，按如下所述调整曲线。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黑色”、“中间调”或“白色”的数值字段或箭头，可将其重设为默

认设置。或者，双击数值字段或箭头可使用自动设置。

“色调曲线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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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 选择一条曲线应用于您的图像。默认为标准曲线。使用相机来应用由

宝图编辑 生成的曲线来创建适合于图像的曲线。曲线下拉列表仅对

RAW 文件可用。

通道 指定要调整的颜色通道。

直方图 根据所选的通道，使用图形来显示图像中的颜色信息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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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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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通

过将点移至图形的顶部或底部，也可以删除该点。

黑色 单击并拖动黑色三角形，或者单击该三角形以自动设置黑色点。或者，

通过在字段中输入数值，或使用上、下箭头按钮来精确设置黑色点。

中间调 单击并拖动灰色三角形，或者单击该三角形以自动设置中间调点。或

者，通过在字段中输入数值，或使用上、下箭头按钮来精确设置中间调

点。

白色 单击并拖动白色三角形，或者单击该三角形以自动设置白色点。或者，

通过在字段中输入数值，或使用上、下箭头按钮来精确设置白色点。

自动 自动设置黑色、中间调以及白色的点。

颜色选取器 在直方图曲线上选择一个点并将光标拖到图像上时，可以使用颜色选

择器。

调整白平衡

使用白平衡组可以删除图像中不需要的偏色。偏色是影响图像的可见颜色。偏色通常是由

于拍摄照片时的光线所致。如果在室内拍照，消除室内照明通常会产生的蓝色或黄色。

设置可被设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调整图像中的白平衡：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调谐选项卡。

2. 在白平衡组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通过使用 “白平衡 ”滴管选择中性 (灰色 )像素的图像区域来自动调整白平衡。

使用滑块手动调整白平衡，如下所述。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白平衡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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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平衡 对于 RAW 图像，选择以下白平衡校正选项之一：

l 按拍摄：自动选择。应用拍摄相片时相机中存储的白平衡设置。

l 自动：通过分析图像调整自动确定的色温与色泽设置。

l 晴天：将色温调整至 5500K，大约是正午太阳的色温。

l 多云：将色温调整至 6500K，大约是多云天气的色温。

l 阴影：将色温调整至 7500K，大约是浓云蔽日时的色温。

l 钨光：将色温调整至 2850K，大约是家居日光灯管的色温。

l 荧光：将色温调整至 3800K，大约是荧光灯管的色温。

l 闪光：将色温调整至 5500K，大约是相机闪光的色温。

l 自定义：通过调整 “色温 ”与 “色泽 “滑块，可以指定特定的白平衡。

您还可以将鼠标悬停在图像上直到其变成滴管形状，然后单击颜

色中性 (灰色 )的图形区域。

对于可编码图像 (如 JPEG)，选择以下白平衡校正选项之一：

l 按拍摄：自动选择。应用拍摄相片时相机中存储的白平衡设置。

l 自动：通过分析图像调整自动确定的色温与色泽设置。

l 自定义：通过调整 “色温 ”与 “色泽 “滑块，可以指定特定的白平衡。

您还可以将鼠标悬停在图像上直到其变成滴管形状，然后单击颜

色中性 (灰色 )的图形区域。

色温 左 (更多蓝色 )右 (更多黄色 )拖动 “色温 ”滑块以选择特定的色温。

色泽 向左 (更多绿色 )右 (更多洋红 )拖动 “色泽 ”滑块以匹配您拍摄相片时选

择的白平衡设置。

强度 向右拖动滑块可提高白平衡调整量，向左拖动滑块可降低白平衡调整

量。

为 RAW文件选择输出颜色空间

选择在冲印 RAW文件时使用的输出颜色空间。此选项只对 RAW 文件可用。

要为 RAW 文件设置输出颜色空间：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调谐选项卡。

查看直方图以帮助确定图像的最佳输出颜色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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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输出

颜色空间应提供尽可能宽的色域，同时尽量降低图形每端的峰值。

2. 在输出颜色空间组中，选择颜色空间。

3. 启用设为默认值，将颜色空间用作从冲印工具窗格冲印 RAW 文件的默认颜色空间。

保存 RAW图像时，对话框在默认情况下会选中在图像中嵌入颜色配置文件选项。取

消选择此选项阻止输出颜色空间嵌入到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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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LUT 进行色彩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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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映射到其它

特定颜色值的列表。可导入 LUT，将其用作 ACDSee中的滤镜。LUT也可以在编辑器中创建，

供在冲印工具窗格中使用。像使用冲印工具窗格中任何其他效果一样的方法应用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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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调谐选项卡。

2. 在颜色 LUT组中，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LUT。该 LUT将立即应用。

单击导入 LUT 按钮。在打开对话框中，浏览到 LUT文件的位置，然后单击打开。

如果所导入 LUT文件的位置已更改，则使用“颜色 LUT”面板重新将其载入。

要删除颜色 LUT：

1. 在颜色 LUT组中，单击删除 LUT 按钮。

2. 在删除 LUT 对话框中，启用 /禁用待删除 LUT旁边的复选框。

3. 单击删除 LUT。

要刷新颜色 LUT 列表：

刷新可用 LUT列表可以显示已移动或已删除的文件。

在颜色 LUT组中，单击刷新列表按钮。

在编辑器中使用调整图层创建的颜色 LUT将自动在冲印工具窗格的颜色 LUT组中可

用。

使用色轮调整颜色

在冲印工具窗格和编辑器中，可使用色轮调整图像中的精确颜色。色轮可更改精确颜色的

饱和度、色调、亮度、对比度和对比度平衡。色轮还调整平滑度，其作用类似于使用羽化工

具柔化颜色的边缘。色轮特别适用于一般的要求，例如使碧空更蓝，或者使幽暗的水变

亮，以呈现波光粼粼的湖泊。

要使用色轮调整颜色：

1. 使用以下选项之一打开色轮：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导航到调谐选项卡中的色轮。

注意：要使用冲印工具窗格中的色轮，请在调谐选项卡下展开颜色均衡组，并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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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下拉菜单设置为 “高质量 ”。

2. 通过单击并拖动色轮的部分或者在图像上使用滴管来选择要编辑的颜色。在滴管中，会

有一个称为色调指示器的点在围绕色轮移动，以显示所悬停的颜色在色轮上的位置。

3. 优化选择。通过单击并拖动色轮选区边缘上的双箭头，增加或减小颜色选区的大小。还可

以通过单击选区并将其拖离色轮的边缘或拖离色轮的中心来优化选区的颜色饱和度。饱

和度较低的颜色位于色轮的中心，饱和度较高的颜色位于色轮的边缘。

要反转所选颜色，请单击反转色轮上的选定颜色图标。

要查看所选颜色，请单击并按住预览选择蒙版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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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平滑度滑块调整选区的边缘。此工具可以柔化或锐化选区的边缘，类似于使用羽化来

柔化或锐化分界点。

5. 使用滑块调整图像中的选定颜色。各个滑块将具有以下效果：

饱和度：向左滑动可降低饱和度，向右滑动可增加饱和度。

色调：向左或向右滑动以调整色调。

亮度：向左滑动可降低亮度，向右滑动可提高亮度。

对比度：向左滑动可降低对比度，向右滑动可提高对比度。

对比度平衡：在调整对比度后调整对比度平衡，无论将对比度应用于图像中的浅色还

是深色，这种平衡都会发生变化。

要查看未经编辑的原始图像，请单击编辑器中的显示上一步按钮，或单击

ACDSee RAW中图像下方的显示原始图像按钮。

要重置任何更改，请右键单击相关滑块或色轮以重置所有更改。

6. 单击完成以保存所有更改并退出色轮。

要使用色轮调整多种颜色：

进行初始色轮编辑后，使用其他色轮来更改其他颜色。

为此，请单击色轮图标旁边的加号 +。

要删除使用色轮进行的编辑：

删除直到在冲印工具窗格中将图像另存为新文件前的色轮编辑，或者删除直到单击编辑

器中应用或完成按钮之前的色轮编辑。

为此，请单击色轮右下角的红色 X。

另请参阅：

调整色调曲线

使用色调轮调整色调

使用颜色均衡调整颜色

应用效果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可以对图像应用多种效果。

设置可被设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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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效果

使用相片效果下拉菜单可以对图像应用多个滤镜。

要应用“相片”效果：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调谐选项卡。

2. 在效果组中，启用相片效果复选框。

3. 从相片效果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滤镜。

使用阻光度滑块和混合模式下拉菜单可调整所选效果与图像的混合方式。要访问

这些工具，请按相片效果下拉菜单右侧的箭头按钮。

颜色叠加

使用颜色叠加下拉菜单可以对图像应用颜色。

要将颜色应用于图像：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调谐选项卡。

2. 在效果组中，启用颜色叠加复选框。

3. 从颜色叠加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颜色。

使用阻光度滑块和混合模式下拉菜单可调整所选效果与图像的混合方式。要访问

这些工具，请按相片效果下拉菜单右侧的箭头按钮。

渐变映射

使用渐变映射效果可向图像中浅色和深色的部分添加颜色。渐变映射效果会根据每个像

素的亮度值将阴影映射到一个颜色，将高光映射到另一个颜色。可向图像的较深色部分应

用与较浅色部分完全不同的颜色。

要应用“渐变映射”效果：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调谐选项卡。

2. 在效果组中，启用渐变映射复选框。

3. 在阴影下拉菜单中，指定要添加到图像的深色部分中的颜色。在高光下拉菜单中，指定要

添加到图像的浅色部分中的颜色。

使用阻光度滑块和混合模式下拉菜单可调整所选效果与图像的混合方式。要访问

这些工具，请按相片效果下拉菜单右侧的箭头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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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粒状

使用粒状效果使图像看上去就像在报纸上打印的一样。将粒状工具与其他效果一起使用

也非常有用，可以实现一般的复古效果。

要应用“粒状”效果：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调谐选项卡。

2. 在效果组中，按如下所述调整添加粒状滑块。

“粒状 ”选项

粒状数量 指定粒状的强度。

粒状平滑度 指定粒状的平滑度。

粒状大小 指定粒状的大小。

“交叉处理”效果和 Lomo

1980-90年代有一种流行的胶片摄影技法，这种技法使用适合一种类型胶片的溶液来处理另

一种胶片。这种交叉处理可增强相片的饱和度和对比度，使颜色倾向于青黄色高光和蓝色

阴影。使用交叉处理工具可以模拟这种怀旧效果。将交叉处理与裁剪后的晕影结合使用可

创建所谓的 Lomo 效果。

要应用“交叉处理”效果：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调谐选项卡。

2. 在效果 ”组中，向右拖动交叉处理滑块来增加怀旧效果。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冲印模式画笔”

冲印模式画笔适用于对相片的特定区域进行各种编辑。通过涂刷效果，可以调整相片的曝

光度、饱和度、鲜艳度、色温、色泽、填充光线、对比度、清晰度和颜色强度，以及颜色均

衡、色调曲线和锐度。例如，仅在相片的某些区域 ( 如背光物件上 ) 添加“填充光线”效果，而

不是整张照片。在图像的独立区域最多可以应用八种画笔，每种画笔都可以指定唯一的效

果设置。

冲印模式画笔

冲印模式画笔按钮位于调谐和细节选项卡顶部。

要使用“冲印模式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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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在调谐或细节选项卡单击窗格顶部的画笔按钮 可打开冲印

模式画笔面板并进入 “画笔 ”模式。或者，使用 B键切换冲印模式画笔面板的打开和关闭。

2. 在面板中指定画笔设置，或按以下表格所述操作。

3. 开始在相片上绘制效果。

4. 调整滑块以获得所需的效果。

要应用另一画笔 ( 最多可使用 8种画笔 ) ，请在面板底部的序列中选择下一个画

笔。此时画笔上方的复选框将会启用。对钩表示画笔已激活，所选画笔图标 ( 蓝
色高亮显示 ) 代表当前启用的画笔。通过选择对应的画笔图标可以随时返回任

意画笔。蓝色画笔代表已经使用过的画笔。可以通过禁用或重新启用对应的复

选框来取消或重新激活任一画笔。

5. 单击应用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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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画笔按钮上悬停可在图像上显示该画笔的笔触。显示笔触时将使用在显示蒙版

复选框旁的下拉框中选择的颜色。( 默认颜色为红色。) 也可以按住 S键查看图像上

的笔触。

如果所有的滑块均位于零的位置，则笔触将以 ( 显示蒙版复选框旁的下拉框中选择

的 ) 颜色显示，因为图像上实际并无更改。

要删除画笔笔触：

要删除笔触，请选择要删除的画笔，然后单击 图标。请注意，禁用画笔复选框并没有

删除笔触，重新选择后笔触仍将存在。

冲印模式画笔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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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蒙版 启用此选项后，当前选择的笔触将以相邻颜色选

择工具中所选的颜色显示。这对于在复杂区域绘

制不易分辨出的效果时很有帮助，因为很难分辨

是否覆盖了哪些位置。可以对绘制区域的颜色进

行更改，使其与图像的颜色区分开来。

蒙版预览颜色 打开用于选择笔触颜色的颜色对话框。

清除所有笔触 将从图像中删除当前所选画笔的所有笔触。

反转所有笔触 可切换是否反转当前选择的画笔笔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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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如果图像的大部分

区域有画笔效果而小部分区域没有，此选项就很

有用。只需在不希望有画笔效果的很小区域绘

制，然后使用反转笔触即可。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 打开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对话框进行精确的

颜色选择。(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

笔尖宽度 调整画笔的尺寸。使用鼠标滚轮调整笔尖宽度，

或调整笔尖宽度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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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刷涂 参阅下文的智能刷涂部分。

容差 仅在选择了智能刷涂选项时启用，容差滑块可增

大或减小受智能涂刷影响的像素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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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调谐 ”选项卡上的 “冲印模式画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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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

曝光 向右拖动滑块可增加曝光，向左拖动滑块

可减少曝光。一 eV 等于更改一格曝光。涂

刷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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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刷饱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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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皮肤色调。而饱和度会强化所有的颜

色。涂刷鲜艳度。

色温 左 (更多蓝色 )右 (更多黄色 )拖动色温滑块

可选择特定的色温。涂刷白平衡。

色泽 向左 (更多绿色 )右 (更多洋红 )拖动色泽滑

块可匹配拍摄相片时选择的白平衡设置。

涂刷白平衡。

填充光线 向右拖动滑块可以给图像中最暗的区域

增加光线。涂刷填充光线。

对比度 向右拖动滑块可提高对比度，向左拖动滑

块可降低对比度。涂刷对比度。

清晰度 清晰度工具可让图像的细节更为明确。使

用清晰度滑块可在不过分增强阴影和高光

的前提下，增强中间调的对比度。向右拖

动滑块可提高清晰度，向左拖动滑块可降

低清晰度。涂刷清晰度。

颜色强度 使用颜色叠加滑块向图像添加色泽，而不

影响亮度。设置颜色强度滑块，然后将颜

色滑块移动到所需的颜色品牌。将颜色强

度设置为 0，不应用任何颜色。

涂刷颜色。

颜色均衡

拖动颜色滑块，在各个颜色相应的选项卡上调整饱和度、

亮度、色调和对比度。向右拖动滑块以增加强度或向左拖

动以降低强度。或者，通过在字段中输入数值来进行精确

调整。选择以下图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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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度

亮度

色调

对比度

颜色选择

通过直接在图像上拖动某种颜色可以选择要调整的确切

颜色。要打开颜色选择器，请单击颜色选择器图标。将光

标放置在图像上直到出现双向箭头的图标。然后单击并

上下拖动，可调整位于双向箭头图标下方的颜色。移动光

标时，将自动调整受影响的颜色滑块。不过，在涂刷调整

之前，图像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涂刷颜色均衡。

色调曲线

通过单击调整图像的色调范围，可以移动曲线和 /或添加

点。选择图形右侧的任意图标，将调整定位到以下颜色通

道之一：

RGB
红

绿

蓝

涂刷色调曲线调整。

鼠标右键单击并选择删除点可删除曲线上的点。或者，通

过将点移至图形的顶部，也可以删除该点。

使用 “细节 ”选项卡上的 “冲印模式画笔 ”

清晰度 向右拖动滑块可刷涂清晰度，向左拖动可刷涂模糊度。

亮度杂点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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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右滑动可添加亮度杂点消除。

颜色杂点消除 颜色杂点是指图像中颜色的随机变化。向右滑动可添加颜

色杂点消除。



ACDSee宝图编辑

Page 60 of 303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要退出绘制面板，请再次单击冲印模式画笔按钮。

智能刷涂

使用智能涂刷可以将刷涂定位到特定颜色、亮度值或颜色与亮度的组合。智能涂刷只会影

响值与笔触中心的像素相似的像素，并可将调整应用于这些像素。

要使用智能涂刷：

1. 在冲印工具窗格的调谐或细节选项卡上，单击窗格顶部的画笔按钮 来打开控制面板并

进入刷涂模式。也可以使用 B键打开与关闭画笔面板。

2. 从 “智能刷涂 ”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颜色 使用与笔触中心的像素相似的像素颜色值来确定是否应当刷涂这

些像素，具体取决于容差滑块设置。

亮度 使用与笔触中心的像素相似的像素亮度值来确定是否应当刷涂这

些像素，具体取决于容差滑块设置。

魔术 使用与笔触中心的像素相似的颜色与亮度值组合来确定应当刷涂

哪些像素，具体取决于容差滑块设置。

3. 使用容差滑块增大或减小受智能涂刷影响的像素范围。

4. 将光标放在要选择的颜色或亮度上，然后开始涂刷效果。

5. 调整滑块以获得所需的效果。

要应用另一画笔 ( 最多可使用 8种画笔 ) ，请在面板底部的序列中选择下一个画

笔。此时画笔上方的复选框将会启用。对钩表示智能涂刷已激活，所选画笔图

标 ( 蓝色高亮显示 ) 代表当前启用的智能涂刷。通过选择对应的画笔图标可以随

时返回任意画笔。蓝色画笔代表已经使用过的智能涂刷。可以通过禁用或重新

启用对应的复选框来取消或重新激活任一智能涂刷。

6. 单击应用或完成。

在完成笔触前按住 Shift可暂时禁用智能涂刷。此键盘快捷方式可以分笔触使用。

鼠标右键单击并涂刷笔触来擦除笔触。

要关闭智能涂刷：

从智能刷涂下拉菜单中选择“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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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混合模式与阻光度

使用冲印工具窗格中的效果组的工具时，调整混合模式和阻光度可自定义效果与图像混

合的方式。

阻光度

阻光度滑块会更改图像上所应用于效果的阻光度，并提供对效果在图像上可见程度的控

制。单击效果下拉菜单右侧的箭头按钮可以访问阻光度滑块。

混合模式

能够控制将效果并入图像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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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模式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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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冲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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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冲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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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叠加 将冲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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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亮 将冲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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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焦 将冲印的图像的颜色与相片中的原始像素混合，以产生更暗的颜色。

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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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从原始相片的颜色中减去所冲印的图像的颜色。冲印的图像中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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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冲印的图像中比原始图像更暗的像素。冲印的图像中比原始图像

更亮的像素则消失 (根据 RGB值 )。

调亮 应用冲印的图像中比原始图像更亮的像素。冲印的图像中比原始图像

更深的像素则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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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冲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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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冲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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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冲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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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冲印的图像中颜色的亮度值应用于原始图像区域的颜色。

溶解 将冲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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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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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片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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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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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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线性渐变工具

虽然“冲印”工具允许对照片进行各种调整，但有时希望这些效果在相片中逐渐呈现。可以

在一个或一系列渐变中调整相片上的曝光、饱和度、鲜艳度、色温、色泽、填充光线、对比

度、清晰度、颜色强度以及颜色均衡、色调曲线和锐度。例如，并不在整张相片上应用曝光

调整，而是使用线性渐变工具让它们在某些区域更强，而在其他区域更弱或不存在。

线性渐变工具

线性渐变工具按钮位于调谐和细节选项卡的顶部。

要使用线性渐变工具：

1. 在冲印工具窗格，在调谐或细节选项卡中单击窗格顶部的渐变按钮 来打开渐变面板

并进入渐变模式。也可以使用 G键切换渐变面板的打开与关闭。

2. 在面板中指定渐变设置，或按以下表格所述进行操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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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渐变

工具应用的效果是全强度或根本不应用。要使其更清晰，启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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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调整滑块以获得所需的效果。

要应用另一渐变 ( 最多可使用 8个渐变 ) ，请在面板底部的序列中选择下一个渐

变。此时将启用渐变上方的复选框。对钩表示渐变已激活，所选渐变图标 ( 蓝色

高亮显示 ) 代表当前启用的渐变。通过选择对应的渐变图标可以随时返回任意

渐变。蓝色渐变代表已经使用过的渐变。通过禁用或重新启用对应的复选框，

可以停用或重新激活任一渐变。

5. 单击应用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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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渐变工具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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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xel Targeting(像素定

位 )
打开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对话框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阅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 )。

显示渐变蒙版 启用此选项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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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向渐变 切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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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变将转而从底部开始，反之亦然。

在 “细节 ”选项卡上使用线性渐变工具

清晰度 向右拖动滑块可涂刷清晰度，向左拖动可涂刷模糊度。

亮度杂点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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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右滑动可添加亮度杂点消除。

颜色杂点消除 颜色杂点是指图像中颜色的随机变化。向右滑动可添加颜

色杂点消除。

要退出渐变模式，单击线性渐变工具按钮。

进行常规调整

在常规组中，可以对图像进行全局性调整。

设置可被设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在“常规”中冲印图像：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调谐选项卡。

2. 在常规组中，如下所述进行调整。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常规组调整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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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 向右拖动滑块可增加曝光，向左拖动滑块可减少曝光。一 eV 等于更改一格曝

光。

高光增强 向右拖动滑块可恢复图像中曝光过度区域的细节。

填充光线 向右拖动滑块可以给图像中最暗的区域增加光线。

对比度 向右拖动滑块可提高对比度，向左拖动滑块可降低对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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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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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图像中的皮肤色调。而饱和度会强化所有的颜色。

清晰度 清晰度工具可让图像细节更为明确。使用清晰度滑块可在不过分增强阴影和

高光的前提下，增强中间调的对比度。向右拖动滑块可提高清晰度，向左拖动

滑块可降低清晰度。

除雾 除雾工具可恢复图像的对比度、细节和丢失的颜色。此工具对于雾霾中拍摄

的图像特别有用。当灰尘、烟雾或其他颗粒掩盖图像 (尤其是天空 )的清晰度

时，会发生雾霾。向右拖动滑块可减少雾霾。

使用调整冲印设置按钮 可将滑块重设为“上次保存”或“上次使用”的设置。还可

以将设置保存为预设值、复制或粘贴这些设置。

eV的简要技术说明

eV代表曝光值。捕获图像时，曝光由光圈、快门速度及 ISO这几个因素确定。通常，相机根

据内置的曝光表自动确定最佳的曝光值，然后相应地设置光圈与快门速度。不过，曝光表

无法识别晴朗的天气或是灰暗的环境，这会使得它选择错误的光圈与快门速度。这将会产

生曝光不足或曝光过度的图像。通过使用曝光滑块，可以补偿由捕获图像时错误的设置引

起的曝光问题。

添加裁剪后的晕影

使用裁剪后的晕影效果在主体四周添加边框或控制边框的外观。在剪裁图像后，使用裁剪

后的晕影可以更好的控制图像上的关注点。

设置可被设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应用“晕影”效果：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调谐选项卡。

2. 在裁剪后的晕影组中，如下所述进行调整。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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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剪后的晕影 ”选项

强度 向右图拖动滑块来添加白色晕影，或向左拖动滑块来添加黑色晕影。

半径 调整变柔和的像素与图像角落之间的距离。半径越大，开始受柔和效果影响的

像素离中心的距离就越远。

羽化 “羽化 ”控制晕影边缘的柔和或明显程度。向右拖动滑块以增加晕影过渡的柔和

度。

圆度 向右拖动滑块以增加晕影的圆度，或向左拖动滑块来使晕影更呈直角。

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虽然冲印工具可对相片进行各种调整，但有时最好使用这些效果来突出相片的特定区域。

可调整相片上一个或一系列渐变中的曝光度、饱和度、鲜明度、色温、色调、填充光线、对

比度、清晰度和色彩强度，以及颜色均衡、色调曲线和锐度。例如，尝试仅锐化中心主体，

而不对整张照片应用锐化。

径向渐变工具

径向渐变工具按钮位于调谐和细节选项卡的顶部。

要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1. 在冲印工具窗格，在调谐或细节选项卡中单击窗格顶部的径向渐变按钮 来打开径向

渐变面板并进入径向渐变模式。也可以使用 G键切换径向渐变面板的打开与关闭。

2. 按以下表格中所述指定径向渐变面板设置。

3. 将参考线放置于相片上。在圆圈内，图像不会改变。在圆圈的周边，径向渐变工具应用的

效果从完全不应用 (内部 )过渡到最高强度 (外部 )。要使其更清晰，启用显示渐变蒙版复选

框。移动参考线可定义效果的起始或结束位置。按住 Shift 键的同时应用效果可将径向渐

变的形状更改为正圆形。

4. 调整滑块以获得所需的效果。

要应用另一渐变 ( 最多可使用 8个渐变 ) ，请在面板底部的序列中选择下一个渐

变。此时将启用渐变上方的复选框。对钩表示渐变已激活，所选渐变图标 ( 蓝色

高亮显示 ) 代表当前启用的渐变。通过选择对应的渐变图标可以随时返回任意

渐变。蓝色渐变代表已经使用过的渐变。通过禁用或重新启用对应的复选框，

可以停用或重新激活任一渐变。

5. 单击应用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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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变工具 ”选项



ACDSee宝图编辑

Page 69 of 303

羽化 调整此滑块可控制渐变边缘如何逐步过渡。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 打开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对话框 (有关更多详细

信息，请参阅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 )。

方正度 向右调整滑块可将渐变工具的形状从椭圆形更改为

方形。

显示渐变蒙版 启用此选项时，渐变蒙版将以所显示的颜色呈现。

也可以按住 S键查看图像上的蒙版。

反向渐变 切换此选项可使渐变反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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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细节 ”选项卡上使用径向渐变工具

清晰度 向右拖动滑块可涂刷清晰度，向左拖动可涂刷模糊

度。

亮度杂点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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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右滑动可添加亮度杂点消

除。

颜色杂点消除 颜色杂点是指图像中颜色的随机变化。向右滑动可添

加颜色杂点消除。

双击参考线中心的 +可展开径向渐变以填充图像的整个宽度。

要退出渐变模式，单击径向渐变工具按钮。

调整软对焦

使用软对焦工具可为图像添加梦幻的效果。可将该柔化效果应用至整个色调范围，或仅限

于图像的中间调。要选择是在特定色调范围还是整个色调范围内应用软对焦，请通过色调

宽度滑块调节。

设置可被设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将“软对焦”添加到图像：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调谐选项卡。

2. 在软对焦组中，按如下所述进行调整。

软对焦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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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 调整软对焦的量。向右拖动滑块可增强效果。

亮度 向右拖动滑块可增加亮度。

对比度 向右拖动滑块可增加对比度。

色调宽度 向右拖动滑块可增加软对焦的色调宽度，影响更宽范围内的阴影、中间调和

高光。相仿，向左拖动滑块可降低色调宽度，将软对焦只用于较窄范围内的阴

影、中间调和高光。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色调轮调整色调

每个图像中的颜色都分为高光、中间调和阴影。使用“冲印工具”中的色调轮，可向图像中

的某些色调添加色彩。每个色调轮都有两个弯曲滑块。左侧的弯曲滑块是饱和度滑块，右

侧的滑块是亮度滑块。色调轮本身允许精确调整色相。

要使用色调轮来调整颜色：

1. 使用以下选项之一来打开 “色调轮 ”：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色调选项卡中的色调轮。

注意：要使用冲印工具窗格中的色调轮，必须将颜色均衡设置为 “高质量 ”。为确保这

一点，请打开颜色均衡并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高质量 ”。

2. 通过单击并拖动色调轮内的目标点，或使用图像本身上的相关滴管来选择需要编辑的色

相。在图像上移动滴管，会看到一个名为色相指示器的点，然后在色调轮上移动，以显示

悬停的颜色在色调轮上的位置。这三个滴管与相关的色调轮相关。通过单击选中并将其

拖离色调轮边缘或远离色调轮中心，还可以优化选择的饱和度。饱和度较底的颜色位于

色调轮的中心，饱和度较高的颜色位于色调轮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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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目标点向色调轮外侧移动会增加色调饱和度。向内移动时则会降低色调饱和

度。

3. 选择色相后，可以增加所选色调的饱和度和 /或亮度。

4. 单击完成退出色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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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置任何更改，请右键单击相关滑块或色轮以重置所有更改。

另请参阅：

调整色调曲线

使用色轮调整颜色

使用颜色均衡器调整颜色

关于“细节”选项卡

在细节选项卡中，可以对相片进行锐化、消除杂点或校正色差。

要使用“细节”选项卡：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细节选项卡。

2. 要冲印图像，请对以下组进行更改：

l 锐化

l 杂点消除

l 肤色微调

l 色差

保存与取消

进行图像冲印后，根据下一个工作流程步骤，从许多用于保存图像的选项中选择一个。

要保存图像：

1. 单击完成。

2.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保存：保存所有更改。

另存为：使用新名称或格式保存冲印好的图像的副本。

丢弃：放弃所有更改。

取消：在 “冲印 ”模式下停留在相同图像上，保持所有的更改不变，而不保存图像。

要放弃对图像的更改并返回上一模式：

单击取消。

无法将更改直接保存到 RAW文件。对 RAW文件的更改必须另存为不同的文件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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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色差

色差是一种镜头痕迹，可能会表现为在某些相片的高对比度区域中的条纹。相机镜头可能

会使不同波长的光以不同方式聚焦，这在相片的高对比度区域边缘上就会显示为彩色条

纹或彩色线条。当镜头前方存在明亮光斑时，也可能会出现紫色条纹。

下面的放大图像显示蓝色/黄色条纹的示例。

使用冲印工具窗格中的“消除条纹”和“色差”工具来减少出现的彩色条纹。色差对于包含建

筑细节的相片尤其有用。为获得最佳效果，建议先使用“色差”滑块，然后使用“消除条纹”滑
块。

设置可被设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消除图像上的条纹：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细节选项卡。

2. 在色差组中，按如下所述调整滑块。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色差 ”选项

校正红 /青 调整红色和青色通道以消除红色 /青色条纹。

修正蓝色 /黄色 调整蓝色和黄色通道以消除蓝色 /黄色条纹。

“消除条纹 ”选项

消除条纹强度 调整要从高对比度边缘处移除的条纹颜色量。设置为零表示消

除条纹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消除条纹半径 调整边缘周围将被消除条纹的像素数。

颜色 调整要从高对比度边缘处移除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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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细节窗格顶部的预览窗口中查看更改的效果。移动图像上叠加的方块来更

改预览窗口中显示的区域。

消除杂点

消除图像上由于高 ISO设置或长时间曝光导致的杂点。

设置可被设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消除图像上的杂点：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细节选项卡。

2. 在杂点消除组中，如下所述调整滑块。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杂点消除 ”选项

亮度 向右拖动滑块可降低光线杂点的可见度。根据图像

中的杂点量应用一个与其成比例的设置，然后通过

预览窗口确保杂点消除与细节丢失的水平之间达到

平衡。使用滑块时按住 Alt 键，可以查看图像中遗留

的杂点。

强度 向右拖动滑块来控制杂点消除的强度。应通过平衡

“亮度 ”和 “强度 ”设置来防止丢失细节。

颜色杂点消除 向右拖动滑块以从图像中删除颜色杂点。使用滑块

时按住 Alt 键，可以查看图像中遗留的颜色噪点。

色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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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率范围 确定需要包含在色调范围滑块调整中的细节级别。

使用冲印模式画笔应用的杂点消除

对于针对图像中特定区域的杂点消除，可使用冲印模式画笔来应用杂点消除。

要使用冲印模式画笔应用杂点消除：

1. 在 ACDSee RAW中打开图像。

2.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细节选项卡。

3. 在细节选项卡中，选择冲印模式画笔。

4. 如下所述调整杂点消除选项。

“冲印模式画笔杂点消除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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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度 向右拖动滑块可涂刷清晰度，向左拖动可涂刷模糊

度。

亮度杂点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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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右滑动可添加亮度杂点消

除。

颜色杂点消除 颜色杂点是指图像中颜色的随机变化。向右滑动可添

加颜色杂点消除。

使用线性渐变应用的杂点消除

对于针对图像中特定区域的杂点消除，可使用线性渐变工具来应用杂点消除。

要使用线性渐变工具应用杂点消除：

1. 在 ACDSee RAW中打开图像。

2.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细节选项卡。

3. 在细节选项卡中，选择线性渐变工具。

4. 如下所述调整杂点消除选项。

“线性渐变杂点消除 ”选项

清晰度 向右拖动滑块可涂刷清晰度，向左拖动可涂刷模糊

度。

亮度杂点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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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右滑动可添加亮度杂点消

除。

颜色杂点消除 颜色杂点是指图像中颜色的随机变化。向右滑动可添

加颜色杂点消除。

使用径向渐变应用的杂点消除

对于针对图像中特定区域的杂点消除，可使用径向渐变工具来应用杂点消除。

要使用径向渐变工具应用杂点消除：

1. 在 ACDSee RAW中打开图像。

2.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细节选项卡。

3. 在细节选项卡中，选择径向渐变工具。

4. 如下所述调整杂点消除选项。

“径向渐变杂点消除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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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度 向右拖动滑块可涂刷清晰度，向左拖动可涂刷模糊

度。

亮度杂点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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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右滑动可添加亮度杂点消

除。

颜色杂点消除 颜色杂点是指图像中颜色的随机变化。向右滑动可添

加颜色杂点消除。

锐化

使用锐化工具可确定细节和微调图像。

设置可被设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锐化图像：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细节选项卡。

2. 在锐化组中，按下述调整滑块。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锐化 ”选项

数量 通过增强边缘的对比度，以指定所应用锐化的强度。

半径 控制像素数量以调整边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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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版 针对边缘使用锐化效果，降低对杂点和纹理的影响。要查看蒙版影响

的区域，请在移动蒙版滑块时按住 Alt 键，锐化的区域将会显示为白

色。

详细信息 通过降低强度来抑制光晕 (极度锐化在边缘周围形成的光圈 )。值越

高，降低的越多。

阈值 在锐化边缘内的像素前，指定边缘内像素亮度值的差异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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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议您通过设置阈值来增强边缘，同时

将背景杂点降至最低。

在位于细节窗格顶部的预览窗口中查看更改的效果。移动图像上叠加的方块来更

改预览窗口中显示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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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单击锐化组中调整此组的冲印设置图标 ，并选择保存新默认值，设置用于

RAW文件的默认锐化。

微调皮肤色调

借助肤色微调工具，可以使肤色变得更均匀，并且消除斑痕和缺陷。

设置可被设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如要校正皮肤色调：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细节选项卡。

2. 在肤色微调组中，按如下所述调整滑块。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肤色微调选项

平滑 向右拖动滑块可降低纹理细节，使皮肤更加细腻。

光晕 向右拖动滑块可执行精细平滑处理，提高皮肤亮度。

半径 指定受效果影响的纹理细节的缩放。向左拖动滑块可增强小细节，向

右拖动滑块可增强大细节。

在位于细节窗格顶部的预览窗口中查看更改的效果。移动图像上叠加的方块来更

改预览窗口中显示的区域。

关于“几何”选项卡

几何选项卡用于校正镜头扭曲与透视，或者旋转与调正图像。也可以使用裁剪工具来更改

图像的构图。

设置可被设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使用“几何”选项卡：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几何选项卡。

2. 可通过展开和编辑以下任意项目来冲印图像：

l 镜头校正

l 旋转与调正

l 透视

l 裁剪

l 晕影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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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与取消

进行图像冲印后，根据下一个工作流程步骤，从许多用于保存图像的选项中选择一个。

要保存图像：

1. 单击完成。

2.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保存：保存所有更改。

另存为：使用新名称或格式保存冲印好的图像的副本。

丢弃：放弃所有更改。

取消：在 “冲印 ”模式下停留在相同图像上，保持所有的更改不变，而不保存图像。

要放弃对图像的更改并返回上一模式：

单击取消。

无法将更改直接保存到 RAW文件。对 RAW文件的更改必须另存为不同的文件类

型。

ACDSee将自动对包含几何失真校正标签的 DNG文件应用几何校正。从 Adobe DNG
Converter©创建的 DNG文件通常会为微型 4/3rds相机生成几何失真标签。

校正透视

透视问题在使用广角镜头拍摄的图像中比较常见。如果相机未与相片对象保持水平或垂

直，就可能会发生这类问题。例如，如果从街道向上拍摄一座高楼的相片，则高楼在相片

中可能会显得有些弯曲。可以使用透视组校正透视问题。

设置可被设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校正透视：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几何选项卡。

2. 在透视组中，设置下述选项。

单击显示网格按钮 可在图像上显示网格。修复图像中的对齐情况时，此工具非

常有用。网格尚未激活时，按钮显示为灰色 。

“透视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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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 左右拖动滑块以确定图像在垂直轴上的中心点。

水平 左右拖动滑块以确定图像在水平轴上的中心点。

垂直切变 左右拖动滑块以确定图像在垂直轴与对角线上的中心点。

水平切变 左右拖动滑块以确定图像在水平轴与对角线上的中心点。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裁剪

使用裁剪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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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可被设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裁剪图像：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几何选项卡。

2. 在裁剪组中，给裁剪窗口调整大小，并将它放在所需的图像区域。如需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下文。

单击几何选项卡顶部的预览裁剪的图像按钮 ，或按 E预览裁剪后的图像。

单击显示网格按钮 可在图像上显示网格。修复图像中的对齐情况时，此工具非

常有用。网格尚未激活时，按钮显示为灰色 。

重新调整裁剪窗口的大小

按照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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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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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箭头键来调整裁剪窗口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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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最大化裁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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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最大化裁剪区域按钮。裁剪选择范围将扩展到图像的外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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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用限制比例复选框。

2.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比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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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删除比例：

1. 从限制比例下拉列表中选择比例。

2. 单击下拉列表旁的下箭头按钮，然后选择删除。

3. 单击是。

要将比例设为默认值：

1. 启用限制比例复选框。

2.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比例。

3. 单击下拉列表旁的下箭头按钮，然后选择设为默认值。

“裁剪 ”选项

限制比例 启用此选项以便将裁剪区域限制为指定的比例。从下拉列

表中选择比例。

最大化裁剪区域 单击可将裁剪区域扩展到整个图像，然后单击并拖动裁剪

边框。要恢复裁剪选择范围，单击最大化裁剪区域按钮即

可再次将选择范围扩展到整个图像，并进行裁剪调整。

旋转裁剪区域 单击可旋转裁剪区域。

修正镜头扭曲

校正数码相片中的桶状失真和枕形失真。在桶状失真中，相片看起来从中间往外凸出。在

枕形失真现象中，相片看起来向中间凹陷。桶状失真和枕形失真在使用广角或变焦镜头拍

摄的相片中比较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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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DSee中提供通过手动校正滑块使用手动校正或通过镜头配置文件启用镜头校正的选

项。可以选择用于拍摄图像的相机的厂商、型号和镜头。镜头校正工具可以基于所用镜头

固有的扭曲应用自动调整，或者手动为每个图像启用镜头校正。将镜头配置文件映射到

EXIF配置文件后，将使用用于根据其 EXIF信息拍摄图像的相机预先填充厂商和型号下拉菜

单。镜头校正工具包含相机厂商、型号及其可能镜头的数据库。镜头下拉菜单中将可提供

所选相机可能的镜头，除非只有一个可能的镜头可用，这种情况下，系统将预选择该镜

头。

图像的 EXIF信息中所用镜头的名称通常是准确的。不过，如果使用第三方镜头，EXIF中显

示的镜头值可能不可靠，因为相机本身可能只能将第三方镜头识别为 ID号。如果可能，请

重新获得正确的镜头值，然后从镜头下拉菜单中选择它。

还可以将特定于镜头的校正 ( 镜头配置文件 ) 映射到相机厂商、型号和镜头组合。映射镜头

配置文件，将会把校正应用到冲印窗格镜头校正工具中打开的所有具有相同相机镜头组

合的图像。

使用手动校正滑块进行自动校正后的进一步调整，也可以单独使用此滑块进行调整。

如果可用，可使用镜头配置文件校正色差。

设置可被设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快速查看可用的镜头配置文件，请 转到 Lensfun。

要使用镜头配置文件修复镜头扭曲：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几何选项卡。

2. 在镜头校正组中，启用启用镜头配置文件复选框。

3. 如果显示的相机厂商和型号都不正确，请从厂商和型号下拉菜单选择正确的选项。

4. 从镜头下拉菜单中，选择用于拍摄图像的镜头。查找在冲印窗格右下角的 EXIF面板中显

示的此信息。校正将自动进行。

5. 如果需要进一步调整，将手动校正滑块移到左侧以获得凸出效果，或者移到右侧以拉伸

图像的边缘。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单击显示网格按钮 可在图像上显示网格。修复图像中的对齐情况时，此工具非

常有用。网格尚未激活时，按钮显示为灰色 。

要将镜头配置文件保存为默认值以供将来使用：

保存相机和镜头组合的校正配置文件，并将其用作使用相同相机/镜头组合拍摄的其他图

像的默认值。这将确保每次打开来自镜头校正工具中特定相机厂商、型号和镜头组合的图

像时，镜头字段将预先填充映射到该相机的镜头。还可以在进入冲印窗格时将此镜头配置

文件自动应用于使用相同相机/镜头组合拍摄的其他图像。

https://r.acdsee.cn/Rqg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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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此功能依赖于 EXIF数据，因此主要可以使用 JPEG、DNG、RAW和TIFF图像来执

行。

1. 在厂商、型号和镜头中选择所需的相机和镜头组合后，单击映射默认值按钮。

2. 启用进入冲印模式时自动应用此映射配置文件复选框，以在进入冲印窗格时将映射的默

认值应用到未来的图像。

3. 在映射默认值对话框中，单击确认保存，或单击取消中止操作。

要管理保存的默认值：

1. 单击管理默认值按钮。

2. 在管理映射的默认值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择一个默认选项并单击删除映射的默认值按钮。

启用进入冲印模式时自动应用所选的映射配置文件复选框，以在未来进入冲印窗格

时将所选的映射默认值应用到使用相同相机 /镜头组合拍摄的图像。

3. 单击确定继续，或单击取消保持映射的默认值。

要使用镜头配置文件修复色差：

色差是由于给定镜头的属性而产生的。因此，可以使用镜头配置文件自动对其加以校正。

如果所选的镜头有相应的色差校正可用，将启用色差复选框。

1. 在冲印窗格中，选择几何选项卡。

2. 在镜头校正组中，启用启用镜头配置文件复选框。

3. 启用色差复选框。

4. 导航到细节选项卡以查看校正后的图像。

在启用“色差”复选框的情况下保存镜头配置文件，以确保始终校正色差。

旋转与调正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通过按照自定义的角度旋转相片来调正扭曲的相片。

设置可被设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校正扭曲的相片：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几何选项卡。

2. 在旋转与调正组中，如下所述调整图像。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ACDSee宝图编辑

Page 83 of 303

单击显示网格按钮 可在图像上显示网格。修复图像中的对齐情况时，此工具非

常有用。网格尚未激活时，按钮显示为灰色 。

“旋转 ”选项

向左旋转 90 度 将图像向左旋转 90 度。

向右旋转 90 度 将图像向右旋转 90 度。

“调正 ”选项

滑块 调整图像的水平角度。左右移动滑块，直至图像看上

去很平直。

向左 -5 度 将图像向左调整 -5 度。

向右 +5 度 将图像向右调整 +5 度。

调正工具 将图像调正。使用光标沿扭曲的水平方向绘制一条

直线。释放光标可自动调正水平。

修正镜头晕影

晕影是指图像角落处不正常的黑暗现象，这是由于镜头无法将光线分布到图像角落而导

致的。在冲印工具窗格，通过调亮图像角落可修正镜头晕影。

设置可被设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修正晕影：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几何选项卡。

2. 在晕影校正组中，按照如下步骤来调整图像。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晕影校正 ”选项

强度 调整图像角落的调亮程度。

半径 设置要调亮的像素与图像角落之间的距离。半径越大，所调亮的像素距

离图像中心就越近。

单击显示网格按钮 可在图像上显示网格。修复图像中的对齐情况时，此工具非

常有用。网格尚未激活时，按钮显示为灰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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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复”选项卡

使用修复选项卡可进行红眼消除操作并修复图像。

要使用“修复”选项卡：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修复选项卡。

2. 选择红眼消除或修复工具。

保存与取消

进行图像冲印后，根据下一个工作流程步骤，从许多用于保存图像的选项中选择一个。

要保存图像：

1. 单击完成。

2.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保存：保存所有更改。

另存为：使用新名称或格式保存冲印好的图像的副本。

丢弃：放弃所有更改。

取消：在 “冲印 ”模式下停留在相同图像上，保持所有的更改不变，而不保存图像。

要放弃对图像的更改并返回上一模式：

单击取消。

无法将更改直接保存到 RAW文件。对 RAW文件的更改必须另存为不同的文件类

型。

消除红眼

使用冲印工具窗格中的红眼消除工具可纠正数码相片中的红眼。红眼消除工具专门针对红

色像素。邻近的像素不受影响。

要纠正红眼：

1. 在冲印工具窗格中，选择修复选项卡。

2. 使用显示区域右下角的缩放工具放大要校正的眼睛并使之居中。

3. 单击眼睛的红色部分。

4. 在红眼消除组中，如下所述调整滑块。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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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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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右拖动滑块可调暗眼睛需校正的部分。

根据需要纠正尽可能多的红眼。只需一直在图像上单击来添加新的眼睛区域定义。通过单

击和拖动来移动眼睛区域定义，也可以单击Delete将其删除。

通过鼠标滚轮随时调整想要调暗的区域的大小。

通过切换位于红眼消除组左上角的眼睛 图标开关来显示或隐藏红眼轮廓。

按 Delete键删除当前选择的红眼调整。

修复图像

使用修复工具可祛除各种瑕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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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尘在传感器上投射的阴影

修复工具提供三个选项：修复画笔、混合克隆工具和克隆画笔。

选择修复画笔时，它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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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画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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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工具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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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混合克隆工具时，修复工具会将像素从相片的一个区域完完全全地复制到另一个区

域，但会对目标区域的像素进行分析并将它们与复制的像素混合。

设置可被设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

要获得最佳效果，请在使用修复画笔之前对图像执行所有几何运算。

要从相片消除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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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冲印工具窗格修复选项卡的修复组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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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克隆：将像素从来源区域复制到目标区域，然后对目标区域的像素进行分析并

将它们与复制的像素混合。

2. 按下表所述拖动笔尖宽度与羽化滑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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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使用鼠标单击并框选要覆盖的区域。如果选择修复画笔，宝图编辑 会在释放鼠标按钮后

分析并替换像素。如果选择混合克隆工具，宝图编辑 会在释放鼠标按钮后分析、替换和混

合像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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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动来快速调整画笔的大小，或按 Shift键同时滚动来调整羽化值。

要获得最准确的预览，请在修复或克隆时将图像缩放至 100%。

红眼消除和选择性调整 ( 例如“冲印模式画笔”和“渐变”) ，是仅有的无法修复或克隆

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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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选项在混合克隆工具时不可用。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关于 ACDSee RAW

ACDSee RAW允许对 RAW、JPEG和其他文件类型进行无损处理。无损意味着您所做的更改不

会永久更改原始图像，因此它们是可逆的。

在 ACDSee RAW中，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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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使用曝光、白平衡、光线、颜色、色调曲线、软对焦、效果、拆分色调及裁剪后的晕影工具

对图像进行调谐，或设置 RAW 图像的输出颜色空间。

l 使用锐化、杂点消除、肤色微调和色差工具对图像中的细节进行调整。

l 使用镜头校正、旋转与调正、透视、晕影校正以及裁剪工具对图像中的几何设置进行修

复。

l 使用红眼消除工具修复图像或消除瑕疵。

在 ACDSee RAW中打开文件

只要选择要打开的 RAW相片文件，ACDSee RAW 就会自动打开。RAW文件就像是一张底

片。RAW文件包含数码相机传感器在拍摄相片时收集的所有数据。

ACDSee RAW中的以下选项打开 Raw图像：

l 从主菜单选择文件 |打开 ...并选择要打开的 RAW 文件。

l 在主屏幕中，在以前的项目窗格中选择以前打开的 RAW 文件

要在 ACDSee RAW 中打开不同格式的图像：

从主菜单选择文件 | 在 ACDSee Raw 中打开 ...。

ACDSee将自动对包含几何失真校正标签的 DNG文件应用几何校正。从 Adobe DNG
Converter©创建的 DNG文件通常会为微型 4/3rds相机生成几何失真标签。

要永久保存对 RAW文件所做的更改，请采用不同的文件格式 ( 例如 JPEG、PNG或 TIFF) 将更

改另存为单独的文件。

混合和阻光度

使用滤镜时，混合和阻光度工具显示在工具属性栏中。混合和阻光度工具提供创意控制，

可以结合起来创建全新的图像。混合模式和阻光度可应用到整个图像，也可应用到图像的

选定部分。

阻光度

阻光度滑块可改变图像的阻光度，提供对图像上所作编辑可见程度的控制。

混合

混合下拉菜单控制将所作的编辑并入图像的方式，意味着除了阻光度以外，其它所有混合

模式也可以作用于最终图像。

“混合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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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编辑图像中的像素与原图像混合。只有阻光度影响此混合模式。

网屏 将编辑图像的颜色与原始相片颜色进行反色混合，得到相同或更亮的

颜色。

正片叠底 将编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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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图像的颜色。编辑的图像中的任何白色

都会在图像中产生完全的底片效果，黑色则不产生任何效果。

调暗 应用编辑图像中比原始图像更暗的像素，编辑图像中比原始图像更亮

的像素则消失 (根据 RGB值 )。

调亮 应用编辑图像中比原始图像更亮的像素，编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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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编辑图像中颜色的色相值应用于原始图像区域的颜色。

饱和度 将编辑图像中颜色的饱和度值应用于原始图像区域的颜色。

颜色 将编辑图像的色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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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控制色斑量。

排除 排除与差值相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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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片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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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DSee宝图编辑

Page 89 of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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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可在图像的特定区域中绘制效果，然后设置混合下拉菜单和阻

光度滑块来改变应用效果的方式。

混合与阻光度工具可应用于许多编辑工具与特殊效果滤镜。当工具或滤镜用不到混合和

阻光度工具时，它们就不可用。

混合和阻光度工具在以下滤镜中不可用：

l 细节画笔

l 扭曲校正

l 减淡与加深

l 镜头校正

l 液化

l 透视校正

l 红眼消除

l 修复工具

l 晕影

l 水印

混合和阻光度工具在以下功能中同样不可用：

l 裁剪

l 翻转

l 调整大小

l 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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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选择范围

l 文本

编辑模式画笔

工具可以有效地进行各种全局调整，但不适用于调整相片的特定区域。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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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编辑模式画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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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模式画笔按钮位于与所有适用滤镜关联的编辑对话框顶部。

要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1. 从滤镜主菜单项选择一个滤镜。

2. 单击编辑模式画笔按钮，在滤镜对话框中显示画笔控件。

3. 在面板中指定画笔设置，或按以下所述即时操作。

4. 开始在相片上绘制效果。

5. 调整滑块以获得所需的效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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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确定以应用任何更改并关闭工具。

单击取消以放弃所有更改并关闭工具。

编辑模式画笔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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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描述

笔尖宽度 调整画笔的尺寸。使用鼠标滚轮调整笔尖宽度，或调整笔尖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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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刷涂 参阅下文的智能刷涂部分。

容錯 使用滑块确定选定像素的颜色、亮度或魔术范围。数值在从 0
到 100 的范围。较低的值选择较少的像素。较高的值选择更宽

的像素范围。

显示蒙版 启用此选项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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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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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需要图像的大部

分区域有画笔效果而小部分区域没有时非常有用。只需要很

小的区域加绘制，然后反转笔触应用到较大区域。

加载上次添加的笔触 选择此选项时，笔触将以所显示的颜色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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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应用画笔笔触才能看到调整。

要退出绘制模式，请再次单击编辑模式画笔按钮。

使用滤镜菜单底部的撤消和重复按钮单独撤消和恢复每个笔触。

编辑模式画笔与混合模式和选择范围一起使用可改变应用效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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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具或滤镜用不到编辑模

式画笔工具时，其将会变成灰色。

编辑模式画笔工具不会出现在以下滤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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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细节画笔、

l 扭曲校正、

l 减淡与加深、

l 镜头校正、

l 液化、

l 透视校正、

l 红眼消除、

l 修复工具、

l 晕影、

l 水印。

编辑模式画笔工具在以下情况下也不可用：

l 裁剪、

l 翻转、

l 调整大小

l 旋转、

l 选择范围、

l 文本。

智能刷涂

智能涂刷将刷涂用于定位到特定颜色、亮度值或颜色与亮度的组合。智能涂刷只会影响值

与笔触中心的像素相似的像素，并且仅允许将调整应用于这些类似的像素。

要使用智能涂刷：

1. 从滤镜主菜单列表选择一个工具。

2. 单击编辑模式画笔进入绘制模式，并显示画笔控制。

3. 从智能刷涂下拉菜单选择一个选项：

颜色 使用与笔触中心的像素相似的像素颜色值来确定是否应当刷涂

这些像素，具体取决于容差滑块设置。

亮度 使用与笔触中心的像素相似的像素亮度值来确定是否应当刷涂

这些像素，具体取决于容差滑块设置。

魔术 使用与笔触中心的像素相似的颜色与亮度值组合来确定应当刷

涂哪些像素，具体取决于容差滑块设置。

4. 使用容差滑块增大或减小受智能涂刷影响的像素范围。

5. 将光标放在所需的颜色或亮度上，然后开始涂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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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调整滑块以获得所需的效果。

7. 单击确定应用画笔笔触。

按住 Shift可暂时禁用智能涂刷。

鼠标右键单击并涂刷笔触来擦除笔触。

要关闭智能刷涂：

从“智能刷涂”下拉菜单中选择关闭：

调整大小、旋转或翻转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可应用于文档和画布。

要调整文档大小：

1. 从主菜单选择文档 |调整文档大小 ...。
2. 在调整文档大小对话框中，导航到新尺寸字段集并如下所述调整选项。

3. 单击确定按钮。

调整文档大小是一种无损的缩放操作。

要调整画布大小：

1. 从主菜单选择文档 |调整画布大小 ...。
2. 在调整画布大小对话框中，导航到新尺寸字段集并如下所述调整选项。

3. 单击确定按钮。

“调整大小 ”选项

宽度 输入图像宽度的数值。

单位 选择度量单位。选项包括“像素”、“英寸”、“厘米”和“百分

比”。

锚定 仅对于调整画布大小，选择用于调整大小的锚点。

高度 输入图像高度的数值。

纵横比 从下拉列表中进行选择，或者保留图像的原始纵横比、不

保留纵横比、选择预定义的比值，或者创建自定义比值。

旋转

文档可以旋转到预定义的角度，或旋转到自定义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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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旋转文档：

1. 从主菜单选择文档 |旋转。

2. 从下述选项中进行选择。

“旋转 ”选项

180o
将图像旋转 180度。

顺时针 90o
将图像顺时针旋转 90度。

逆时针 90o
将图像逆时针旋转 90度。

任意 ... 打开旋转画布对话框，在其中输入自定义旋转角度并设

置旋转方向。

翻转

图像的画布可以沿水平或垂直轴翻转。

要翻转画布：

根据所需的翻转类型，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从主菜单选择文档|水平翻转画布

l 从主菜单选择文档|垂直翻转画布

渐变工具

工具可以有效地进行各种全局调整，但不适用于调整相片的特定区域。例如，更希望的可

能不是让整张相片都变得模糊，而是想让模糊效果在图像上逐渐推进，或者在图像的某个

部分上推进。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让效果在图像上逐渐呈现。宝图编辑 具有两个渐变工具：

l 线性渐变工具

l 径向渐变工具

两个渐变工具都位于滤镜对话框的编辑画笔下拉菜单中。

要使用渐变工具：

1. 从滤镜主菜单下拉列表进行选择。

2. 鼠标右键单击编辑画笔图标以生成画笔类型下拉菜单。

3. 单击线性渐变工具图标或径向渐变工具图标，以更改滤镜对话框的属性，并将渐变工具

放置在图像上。



ACDSee宝图编辑

Page 95 of 303

4. 单击并拖动渐变工具参考线来调整渐变。在参考线框内，渐变会逐渐过渡。在框的任一

侧，“线性渐变 ”工具应用的效果是全强度或根本不应用。要使其更清晰，启用显示渐变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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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径向渐变工具，调整羽化滑块可微调渐变过渡。

6. 单击确定按钮。

“渐变工具 ”选项

羽化 对于径向渐变工具，调整羽化滑块可微调渐变过

渡。

方形 对于径向渐变工具，上调滑块可逐渐将默认的椭圆

形径向渐变转换为正方形径向渐变。

显示渐变蒙版 选中此选项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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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向渐变 切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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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变将从底部开始，反之亦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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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镜和白平衡滤镜 )，按住 Alt 键可从渐变模式

切换到使用该工具。

要退出任一渐变工具，请单击取消按钮。

要在切换到编辑画笔时保持渐变蒙版，请按住 Shift键并单击编辑画笔按钮以添加

到渐变蒙版或擦除其中的一部分。

Photoshop® 插件

宝图编辑支持 64位 Adobe PhotoshopTM值
插件。32位 Photoshop®

插件将无法在 宝图编辑 中

运行。

并非所有插件都能像在 Photoshop®
中那样完全正常工作。

要应用 Photoshop®
插件：

打开图像后，从菜单选择工具 | Photoshop 插件 | [您的插件 ]。

使用插件制作的效果可以通过执行撤消操作来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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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插件不能同时在两个 宝图编辑 窗口中打开。

Photoshop 是 Adobe Inc. 的注册商标。

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按照颜色或色调调整定位

使用工具可对图像进行各种全局调整，编辑画笔可以调整图像的特定部分，而 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允许定位不同的色调、颜色和皮肤色调进行选择。使用 Pixel Targeting
( 像素定位 ) 可将很多调整应用于相片的各个颜色或色调，或仅应用于皮肤色调。例如，在

曝光工具中打开图像时，会注意到曝光是在整个图像上调整的。但是，如果只想调整图像

中蓝天的曝光，可以使用 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来定位蓝色，从而仅增加天空的曝光

度。

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可用于以下滤镜：

l 肤色微调

l 色差

l 晕影

l 特殊效果

l 粒状

l 曝光

l 色阶

l 自动色阶

l 色调曲线

l 光线均衡 (Light EQ)

l 除雾

l 白平衡

l 颜色均衡

l 色彩平衡

l 转换为黑白

l 分离色调

l 色调轮

l 色轮

l 颜色 LUT

l 锐化

l 模糊

l 杂点

l 清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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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执行定位调整：

1. 打开滤镜主菜单项下的任意上述滤镜。

2. 在与所选工具关联的对话框顶部，单击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按钮。

3. 配置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面板中的亮度范围和色彩范围设置，如下所述。

4. 调整所选工具的设置。调整只会影响目标色彩或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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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窗格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窗格由三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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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预设值

l 亮度范围

l 色彩范围

“像素定位 ”窗格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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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值 从预设值下拉列表中选择，或单击保存预设值图标

即可将新预设值填充到预设值下拉列表中。

保存预设值

打开新建预设值对

话框。输入预设值

的名称，然后单击

确定按钮将新预设

值添加到相邻的下

拉列表中。

删除预设值

在相邻的下拉列表

中选择一个预设值

以打开确认删除对

话框。单击确定从

下拉列表中删除预

设值。

启用平移手形图标

单击可使光标变为

用于平移图像的手

形。

预览
单击可启用预设值

预览。

重设

单击该图标可删除

所有当前图像编辑

并将图像恢复到其

原始状态。

帮助

单击该图标可打开

“像素定位”帮助文

件。

显示蒙版预览

单击该图标可预览

突出显示需定位像

素的蒙版。

亮度范围 亮度范围字段集可用于定位要调整的亮度色调。选

中亮度范围复选框即可启用相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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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选择 单击该图标可将选

定像素更改为未选

定像素。

指示线 单击该图标可将指

示线添加到“色调

抓取器”的显示中，

并生成滴管，用于

指示图像中色调出

现的位置。

色调抓取器 使用四个滑块选项

卡进行色调选择。

蓝色框内的区域代

表色调选择。顶部

的两个选项卡不能

超过彼此。向中心

滑动时，底部的每

个选项卡都不能超

过其顶部选项卡。

色调范围在 0到

255之间。顶部与

其关联的底部滑块

选项卡之间的对角

线将产生所选的羽

化效果 (在亮度范

围示例中为 64到

0)。连接顶部和相

关底部滑块选项卡

的直线将产生硬中

断效果 (在亮度范

围示例中为 192到

192)。

添加详细信息 上调滑块可加强选

区边缘的硬度。

详细信息范围 如果添加细节滑块

高于“0”值，则启用

细节范围滑块以控

制添加细节滑块可

添加的边缘细节的

范围。

色彩范围 色彩范围字段集可用于调整特定的目标颜色。选中

色彩范围复选框即可启用相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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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转颜色 单击该图标可反转

色轮上的选定颜

色。

色彩指示器 单击该图标可显示

并生成用于选择图

像中的彩色像素的

滴管。按住 Alt 键并

使用滴管单击即可

选取颜色。

色轮 使用色轮调整图像

中的精确颜色。色

轮对于常规需求特

别有用，例如使蓝

天更蓝，或使暗部

的水域变亮以呈现

明亮的湖泊。所选

颜色显示在“启用

色轮”复选框下方

的圆圈中。有关色

轮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使用色轮调整

颜色。

启用色轮 位于显示所选颜色

的“色轮选择”圆圈

上方，选中复选框

即可激活关联的色

轮。

添加色轮 + 单击该图标可使用

额外的色轮更改另

一种颜色。

色轮选择 位于启用色轮复选

框正下方，单击内

部圆圈即可选择关

联的色轮。所选颜

色由色轮呈现。

删除色轮 删除当前选定的色

轮。

平滑度 上调滑块即可调整

平滑度，它的作用

类似于羽化工具，

可以柔化颜色的边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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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定位 使用皮肤定位滑块

将禁用色彩范围字

段集的其余部分，

仅允许定 位肤色。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与选择或编辑模式画笔配对时，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功能变得更加强大。这些工具与

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结合使用，可以定位非常精确的区域，例如仅针对人眼的蓝色，而

不是图像中的所有蓝色。

单击重设可清除更改并重设为默认设置。

将设置值保存为预设值以备将来使用。使用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窗格上的保

存预设值按钮只会保存 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设置，而不会保存工具上的设置。

工具设置必须单独保存。

预设值

许多 宝图编辑 滤镜允许保存预设值。这对于某种与特定滤镜或效果相关设置经常会用到

的情况来说非常方便。

对于大多数滤镜，宝图编辑 会在单击应用或完成按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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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预设值和删除按钮位于滤镜面板的顶部。

要保存预设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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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预设值的名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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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具有先前创建预设值的工具。

2. 单击预设值下拉列表并选择所需的预设值。

要删除预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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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具有先前创建预设值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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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尺和参考线

标尺和参考线被用来准确放置图层、文本和对象。

要启用标尺：

从主菜单选择视图 |标尺，或按 Ctrl + T。

要自定义标尺度量单位：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标尺，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新的度量单位：“英寸”、“厘米”、“像
素”和“百分比”。

要绘制参考线：

启用标尺后，单击标尺，然后将参考线拖动到图像上所需的位置。

在工具栏中启用移动工具以移动先前放置的参考线。

要启用“贴齐到参考线”：

将图层、对象和文本图层贴齐到参考线以进行精确定位。启用贴齐后，将图层的边缘移至

参考线附近，其将贴齐到该参考线。

从主菜单选择视图 |贴齐到参考线，或按 Ctrl + Shift + G。

要删除参考线：

从主菜单选择视图 |清除所有参考线，或按 Ctrl + Shift + ;。

要将参考线在位置锁定：

从主菜单选择视图 |锁定参考线，或按 Ctrl + Alt + ;。

要隐藏参考线：

从主菜单选择视图 |隐藏参考线，或按 Ctrl + ;。

要设置“标尺和参考线”选项，请参阅“标尺和参考线”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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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图像

根据工作流程，选择以下保存图像的选项之一。

保存类型和选项

保存 保存所有更改。

另存为 使用新名称或格式保存已冲印好图像的副本。

使用新名称或格式保存已编辑好图像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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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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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自动保存所有 ACDSee RAW调整，请从主菜单选择工具 | 选项 ... | ACDSee RAW 设

置。

撤消和重复

编辑图像时的更改可以撤消或重复。

要撤消更改：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历史记录窗格底部的撤消按钮。

单击直方图 /颜色窗格上方撤消 /重复设置栏中的撤消按钮。

使用键盘快捷方式 Ctrl + Z。

从主菜单选择编辑 |撤消。

要重复更改：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历史记录窗格底部的重复按钮。

单击直方图 /颜色窗格上方撤消 /重复设置栏中的撤消按钮。

使用键盘快捷方式 Ctrl + Y。

选择编辑 |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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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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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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和效果

使用一种“选择范围”工具选择了图像的区域之后，可对所选区域应用任何编辑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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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闪动的蚂蚁线显示。

要将编辑或效果应用于选择范围：

1. 使用选择工具进行选择。

2. 在滤镜主菜单项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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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使用工具编辑图像。

对于上述滤镜，工具属性栏中靠右位置提供了特殊的选区选项。

特殊选区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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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选择范围 单击可使用选择范围或是将编辑或效果应用于整个图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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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橡皮擦

通过选择或刷涂不需要的对象并使用智能擦除工具将其从图像中删除。智能擦除将分析

图像并预测如何最好地填充涂刷或选定区域。智能擦除基于无选定或涂刷对象的图像看

起来最有可能的样子。

如果选择或涂刷超过 25%的图像，智能擦除将无法按预期工作。

要擦除并填充选择范围：

1. 从工具栏选择一个选择工具。

2. 选择要使用智能橡皮擦填充的图像区域。

3. 从主菜单选择选择 |智能擦除以应用智能橡皮擦。

4. 重复上述步骤直到获得所需的外观。

使用画笔选择工具时，必须将强度滑块设置为 50或更大。

要使用智能擦除画笔擦除和填充：

1. 从工具栏选择智能擦除画笔。

2. 刷涂要填充的区域。

3. 释放鼠标按钮以应用填充。

4. 重复上述步骤直到获得所需的外观。

使用“选择范围”

使用“选择范围”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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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范围”工具可从工具栏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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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六种“选择范围”工具，每种都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来选择相片区域：

画笔选择工具

多边形选择工具

矩形选择工具

椭圆选择工具

套索选择工具

魔术棒选择工具

每种“选择范围”可用的控件随所选的工具改变。

“选择范围”工具可与以下“编辑”工具一起使用：

修复：肤色微调，色差

添加：晕影、特效、移轴、绘画工具、粒状

曝光 /光线：曝光、色阶、自动色阶、色调曲线、光线均衡 (Light EQ™)、除雾以及减淡与加深

颜色：白平衡、颜色均衡、颜色平衡、转换成黑白、拆分色调

细节：锐化、模糊、杂点、清晰度、细节画笔

“选择范围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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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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已经绘制的区域。

在释放鼠标时，线条的终点自动连接到起点以完成选择。此

时整个选择范围用闪动的蚂蚁线动画效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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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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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阈值可以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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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并拖动一个矩形，矩形从初次单击的点开始，并在释放

鼠标时结束。

椭圆 单击并拖动一个椭圆，椭圆从初次单击的点开始，并在释放

鼠标时结束。

多边形 单击图像的任意区域开始选择。随着鼠标移动，选择范围将

跟随光标扩大。要更改选择线方向，可单击鼠标左键。双击

完成选择。

画笔 可以使用画笔选择工具基于颜色、亮度值或颜色与亮度的

组合来确定选择范围。从上下文栏的下拉菜单选择“颜色”、
“亮度”或“魔术”来定义选择范围。然后将画笔的中心与您希

望定位的颜色、亮度或组合对齐，然后开始刷。增加容差滑

块可以在选择范围中包含更广泛的像素。容差滑块的值越

低，要包含的像素便与所单击的点越相似。单击右键可擦除

所选内容。

“叠加”选项

选择范围的可视化表示被称为叠加，可以对叠加进行自定义，以找到最适合选择任务的可

视化。

要自定义选择范围叠加：

1. 从主菜单中选择选择 |叠加选项 ...。

2. 在叠加选项对话框中，选择以下叠加选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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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线 此选项使用带有动画效果的短线勾勒除了选择范围的轮

廓。

突显的选择 此选项以下拉菜单中选择的颜色突出显示选择区域。通过

调整阻光度滑块可自定义颜色叠加的透明度。

已曝光的选择 此选项以下拉菜单中选择的颜色突出显示未选择的图像

区域。通过调整阻光度滑块可自定义未选择区域的透明

度。

3. 单击确定。

使用选择工具

要使用“套索”：

1. 从工具栏选择套索按钮。

2. 在图像上，单击鼠标左键，并在绘制区域的同时按住不放。

3. 释放鼠标按钮以完成选择。

4. 要清除选择，请单击图像上未选择的部分 (对于 “套索 ”、“矩形 ”或 “椭圆形 ”选择 )。

5. 要添加到现有的选择范围，请按住 Shift 键或单击图像上方工具属性栏中的 添加到选

择图标，然后画出一个包含原始选择线任何部分的形状。

释放鼠标后，原始选择范围扩展到包含所添加的内容的外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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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要添加到现有的选择，可按住 Shift 键或单击图像上方工具属性栏中的 添加到选择图

标，然后绕着图像的任何部分画线。

只要避开原始选择范围，就可以在选择范围之外增加若干个隔开的添加部分。

7. 要从选择范围中减去，可按住 Ctrl键或单击图像上方工具属性栏中的 从选择中减去

图标，然后画出一个包含部分原始选区或将其完全包围的形状。

8. 要对图像的外部区域应用编辑或效果，可从主菜单中选择选择 |反向来反转所选区域。

反向选择包括初始选择范围之外的所有区域。

通过按住预览按钮预览选择蒙版。

编辑工具或特殊效果可以应用于选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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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魔术棒”：

1. 选择工具栏中的魔术棒按钮。

2. 单击图像中的任何颜色。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图像上方的工具属性栏，滑动阈值滑块以调整要包含或排除的像素数。“阈值 ”滑
块设置像素需要与最初单击的点多么相似才能被包含在选择范围中。

在图像上方的工具属性栏中，启用相连复选框以仅包括与最初单击的像素相接触

的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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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工具属性栏中的魔术棒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亮度：选择图像中与单击区域的亮度相似的像素。

颜色：选择图像中与单击区域的色彩和亮度相似的像素。

颜色通常是魔术棒工具的最佳选择。

RGB：选择图像中与单击区域的红、绿、蓝组合相似的像素。

通过按住预览按钮预览选择蒙版。

编辑工具或特殊效果可以应用于选择范围。

要使用矩形或椭圆形选择工具：

1. 从工具栏选择矩形或椭圆按钮。 或

2. 单击并拖动以便在图像上画出选择范围。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要添加到现有的选择范围，可按住 Shift 键或单击图像上方工具属性栏中的 添

加到选择图标，然后画出一个包含原始选择线任何部分的形状。释放鼠标后，原始

选择范围扩展到包含所添加的内容的外缘。

要向选择范围添加多个区域，可按住 Shift 键或单击图像上方工具属性栏中的

添加到选择图标，然后绕着图像的任何部分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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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选择范围中减去，可按住 Ctrl键或单击图像上方工具属性栏中的 从选择

中减去图标，然后画出一个包含部分原始选区或将其完全包围的形状。

通过按住预览按钮预览选择蒙版。

编辑工具或特殊效果可以应用于选择范围。

要使用多边形选择工具：

1. 从工具栏选择多边形按钮。

2. 单击图像上的任意位置以开始选择。

3. 再次单击更改选择线的方向。

4. 双击完成选择。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要添加到现有的选择范围，可按住 Shift 键或单击图像上方工具属性栏中的 添

加到选择图标，然后画出一个包含原始选择线任何部分的形状。释放鼠标后，原始

选择范围扩展到包含所添加的内容的外缘。

要向选择范围添加多个区域，可按住 Shift 键或单击图像上方工具属性栏中的

添加到选择图标，然后绕着图像的任何部分画线。

要从选择范围中减去，可按住 Ctrl键或单击图像上方工具属性栏中的 从选择

中减去图标，然后画出一个包含部分原始选区或将其完全包围的形状。

通过按住预览按钮预览选择蒙版。

编辑工具或特殊效果可以应用于选择范围。

要使用画笔选择工具：

1. 从工具栏选择画笔选择按钮。

2. 在图像上方的工具属性栏中，从智能刷涂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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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 根据像素与画笔中心像素的颜色值的相似程度选择像素，具体取决于

“容差 ”设置。

亮度 根据像素与画笔中心像素的亮度值的相似程度选择像素，具体取决于

“容差 ”设置。

魔术 根据像素与画笔中心像素的颜色和亮度值组合的相似程度选择像素，

具体取决于 “容差 ”设置。

3. 调整容差滑块以增大或减小所选像素的范围。

4. 将光标放在想要的颜色或亮度上，然后在图像上单击和 /或拖动以创建选择。

要从选择范围中删除区域，可右键单击并拖动要取消选择的区域。

要将画笔用作常规选择工具，可在刷涂时按住 Shift。

可以选择某个编辑工具或特殊效果，以便应用于选择范围。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结合使用各个工具

各个选择工具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结合起来使用。例如，可以使用魔术棒来选择大多数

特定的颜色，然后切换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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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可以使用矩形选择范围来选择较大的一般区域，然后使用套索来细化它。

要组合使用选择工具：

1. 从工具栏选择一个工具，然后在图像上执行选择。

2. 从工具栏选择第二个工具。

3. 单击添加到选择图标。

4. 在图像上执行其他选择。

将选择范围保存为预置值：

将自定义设置保存为预设值以供日后使用。进行选择后，从主菜单中选择选择 |保存选

择 ...。

要使用先前保存的选择，从主菜单中选择选择 |加载选择 ...。

要删除已保存的选择，从主菜单中选择选择 |管理选择 ...。

要剪切与粘贴选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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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图像上进行选择。

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按 Ctrl + C。

从主菜单选择编辑 |复制。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按 Ctrl + P。

从主菜单选择编辑 |粘贴。

这样就将选择内容粘贴到图层编辑器窗格中选定 ( 活动 ) 图层上方的新图层上。

要删除所选的像素：

1. 在图像上进行选择。

2. 从主菜单中选择选择 |删除所选像素，或按 Alt + Delete。

要恢复已删除的像素，使用撤消按钮。

要从选择内容创建图层蒙版：

请参阅图层蒙版。

要从选择内容添加或去除蒙版：

请参阅图层蒙版。

要将蒙版与选择内容相交：

请参阅图层蒙版。

针对选择内容

可以使选择内容针对特定的色调和亮度值以及皮肤色调。

要按照颜色或色调选择像素：

1. 从主菜单中选择选择 |亮度 \色彩范围。

2. 在 亮度 \色彩范围对话框中，按如下所述配置设置。

3. 按确定。将选中目标颜色或色调。

亮度 \色彩范围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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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值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已保存的预设，或单击保存图标将设置保存为

新预设值。

亮度范围 亮度范围滑块针对亮度的色调进行选择。最小值按钮取消选择所

有色调，然后具体根据所需的强度，将滑块向上移动到0到100之
间，以选择要定位的特定色调。

色彩范围 色彩范围转盘针对特定的颜色进行选择。最小值按钮取消选择所

有颜色，然后具体根据所需的强度，将滑块向上移动到0到100之
间，以选择要定位的特定颜色。

皮肤定位 皮肤定位滑块专门针对皮肤色调进行选择。要定位皮肤色调，

请具体根据所需的强度，将滑块向右移动到 0到 100之间的

值。

移动皮肤定位滑块时，所有其他颜色 ( 皮肤色调除外 ) 将被排

除在外，不会被改动。

要从选择内容中排除不需要的皮肤色调，请将滑块向左移到 0
到 -100之间的值。

平滑度 通过抑制纹理细节来细化皮肤。

亮度选项

基于图像亮度创建选择。像素的亮度越高，该像素上的选项越强大。

要按照亮度选择像素：

从主菜单中选择选择 |亮度选项。

主体选择

从图像的背景中分离和选择主体。

要选择图像主体：

从主菜单中选择选择 |选择主体。

调整图层

图层窗格的调整选项卡可用于对图像进行无损调整以及向图像添加效果。调整层堆叠在

图层窗格中，可随时返回单独图层调整每个效果。默认情况下，每个调整图层都包括蒙

版。

通过将包含调整图层的图像保存为 .gsd 文件，可以随时再次打开该文件对每个效果作出

调整。

为获得最佳结果，请在执行所有全局调整前添加调整图层。

要添加调整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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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图像，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从菜单中选择图层 |新建调整图层。

在 “图层 ”窗格中，选择调整选项卡，然后单击调整图层图标。

调整图层添加在“图层”窗格中的图像上方。调整图层的设置显示在面板的底部。如下所述

配置设置。

要将调整图层应用于特定图像：

如果“图层”窗格中有多个图像，可将调整图层限制到特定的图像。

要仅将调整图层应用于其下方最近的图像图层，请启用剪裁按钮。

此调整图层影响下方所有图层

此调整图层只影响下方一层图层

启用多个“裁剪”按钮可将多个调整图层应用于一个特定的图像图层。

调整图层和设置

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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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阶

使用 “色阶 ”面板右侧的按钮选择 “亮度 ”、“红色 ”、“绿色 ”或 “蓝色 ”作为要调整的通道。

使用面板底部的箭头调整阴影、中间调和高光。移动阴影箭头以定义图像中最黑的区域。

移动中间调箭头以定义中间调。移动高光箭头以定义图像中最白的区域。

曲线

使用“曲线”面板右侧的按钮选择要调整的 RGB、红色、绿色或蓝色颜色通道。

参阅调整色调曲线。

光线均衡 (Light 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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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亮 拖动滑块可提高图像中较暗区域的亮度。

调暗 拖动滑块可降低图像中较亮区域的亮度。

白平衡

色温 调整校正的暖度，从蓝色到黄色。

色泽 调整校正的色泽，从洋红色到绿色。

鲜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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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鲜艳度

不会影响图像中的皮肤色调。而饱和度会强化所有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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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均衡

选择 “饱和度 ”、“色调 ”或 “亮度 ”选项卡，并拖动滑块分别调整颜色。

鲜艳 拖动滑块来调整图像的鲜艳度，而不影响皮肤色调。

饱和度 将图像颜色从饱和调整到灰度。

色调 更改颜色的色调。

亮度 调整图像中的颜色明暗。

RGB
调整红色、绿色或蓝色滑块，以平衡或增强图像中的 RGB通道。

添加颜色

选择要添加到图像中的颜色。

使用 “密度 ”滑块指定所添加颜色的强度。

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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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红色、绿色或蓝色滑块，以将颜色添加回到黑白图像。

亮度 调整图像中的颜色亮度。

负片

负片调整图层可以创建图像的负片效果。没有此调整图层的设置。

相片效果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相片效果，以更改图像的视觉效果。

使用鼠标滚轮可以快速浏览相片效果。

肤色微调

平滑 通过降低纹理细节细化皮肤。

光晕 执行精细平滑处理时提高皮肤的亮度。

半径
指定受效果影响的纹理细节的缩放。值越低，增强的细节越少；值越

大，增强的细节越多。

锐化

强度 通过增加边缘的对比度，指定所应用锐化的强度。

半径
控制像素数量以调整边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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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度锐化在边缘周围形成的光圈 )。值越

高，降低的越多。

阈值

在锐化边缘内的像素前，指定边缘内像素亮度值的差异范围。如果值

较高，则只锐化强边，但噪点将降至最低。如果值较低，将同时锐化强

边和弱边，但噪点会增加。我们建议您通过设置阈值来增强边缘，同时

将背景噪点降至最低。

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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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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模糊的强度。将滑块向右拖动可增强效果。

方向

形成让人产生运动错觉的模糊效果。

强度 指定模糊的强度。将滑块向右拖动可增强效果。

角度 指定模糊效果的方向。

杂点消除

亮度 去掉杂点中亮度的随机变化。

颜色 降低杂点中颜色的随机变化。

分离色调

高光色调 向右拖动滑块可选择高光颜色。

高光饱和度 向右拖动滑块可提高图像高光中指定颜色的饱和度。

阴影色调 向右拖动滑块可选择阴影颜色。

阴影饱和度 向右拖动滑块可提高图像阴影中指定颜色的饱和度。

平衡

向右拖动滑块可突出高光颜色；向左拖动可突出阴影颜色。例如，如果滑

块设置为最大值 50，则会完全突出高光颜色；如果滑块设置为最小值 -
50，则会完全突出阴影颜色。

清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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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度
向右拖动滑块以增强图像中的纹理。向左拖动滑块以使图像中的纹理

变得平滑。

Orton 对纹理执行精细的平滑处理时拖动滑块可增强局部对比度。

柔和光线 对纹理执行精细的平滑处理时拖动滑块可增加亮度。

色调宽度

拖动滑块以控制阴影和高光受 “清晰度 ”、Orton和 “柔光 ”滑块的影响程

度。选择值 0 会将调整限制为中间调。选择值 100 可将调整均匀地应用

于所有色调。

半径
拖动滑块以控制受影响的纹理细节的缩放。选择值 0 增强较少的细节，

或者选择值 100 增强较多的细节。

增强边缘处理
选择此复选框可减少具有增强纹理的边缘周围出现的光晕，并将对纹

理执行平滑处理时边缘的柔和度降至最低。

除雾

拖动滑块以调整对比度、细节和颜色校正的强度。

渐变映射

阴影 指定要添加到图像的深色部分中的颜色。

高光 指定要添加到图像的浅色部分中的颜色。

晕影

强度 指定晕影的大小和强度。

距离
指定肖像中焦点周围清晰区的大小。将滑块向左拖动可降低清晰区的

大小。将滑块向右拖动可增加清晰区的大小。

形状 指定边框的形状。

多色调分色

参阅应用多色调分色效果。

阈值

使用滑块选择亮度 l级别。所有比该亮度更亮的像素将变成白色，每个更暗的像素将变成黑

色。

“颜色 LUT 图层 ”选项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颜色 LUT”。或单击导入 LUT 按钮将新 LUT导入到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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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分隔

通过将图像分为高频和低频图层，“频率分隔”在保留细节的同时消除瑕疵。

要应用“频率分隔”：

1. 在图层窗格中选中图像的情况下，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鼠标右键单击图层并选择频率分隔。

从主菜单选择图层 |频率分隔。

按 Ctrl + Shift + F。

2. 在频率分隔窗格上，调整模糊半径滑块，以确定在高频图层中有多少细节可见，与此相

反，可确定低频图层的模糊等级。可以使用高频和低频单选按钮切换每个图层的视图。请

注意，这些按钮不会影响模糊半径设置。

建议选择一个使细节仅在高频层中可见的设置。

3. 单击完成。

频率分隔图像被分隔为两个图层：高频 (HF)和低频 (LF)。低频层包含图像的色调、颜色和阴

影，并且自身会显得模糊。这是因为纹理信息存储在高频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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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饰图像

通过将调整隔离到一个图层或另一个图层，可以在修复缺陷的同时保持自然的外观。

可通过两种方式使用频率分隔进行润饰：

l 低频图层

l 高频图层

低频图层

在低频图层上使用模糊可以消除光线不一致和斑点。选择低频图层后，可使用细节画笔或

模糊工具，或使用选择工具或画笔将模糊应用于特定区域。

高频图层

在高频图层上使用克隆可匀化纹理并校正与细节相关的缺陷。选择高频层后，可使用修复

工具应用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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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高频图层复制一次或多次可提高清晰度。

图层简介

图层允许处理图像的单个元素而不会干扰其它元素。图层窗格用于将效果和形状在各自

图层中添加到图像，以及执行相片处理、创建合成图像等等。使用滑块可以使图层透明或

不透明度产生细微变化。图层在图像上方堆叠和排序，可实现添加到每个图层的元素所需

的可见性级别。图层也可以隐藏。

图层可与图像效果和调整工具、绘画工具、文本等结合使用。效果和调整将应用于图层窗

格中选定的图层。还可以创建一个空白图像，并在其上叠加其它元素。

几何调整应用于所有图层。

水印可以添加到新图层。

图层编辑器

图层窗格用于在图层中向相片添加效果和形状、执行相片处理、创建合成图像等等。图层

允许在图像的单个元素上进行处理而不会干扰其他图层。透明度和阻光度等图层属性是

可以调整的，当图层堆叠时，能够以一种无损的安排实现所需的可见性级别。

图层也可以隐藏或与图像效果和调整工具、绘画工具、文本等结合使用。效果和调整被应

用到在图层窗格中选定的图层。为了更好地查看不易处理的元素，可创建一个空白图像，

并在这个空白上叠加类似颜色范围的透明物体或元素。

几何调整仅应用于所选图层。

水印可以添加到新图层。

要打开“图层”窗格：

1. 打开图像后，从主菜单选择窗口 |图层。

2. 在图层窗格中，打开的图像以 “图层 1”表示。

3. 可编辑原始相片，也可添加包含其他相片或绘画元素 (例如形状 )的其他图层。

4. 还可以选择创建一个蒙版来隐藏或显示下面的图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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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图层

要添加图层：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单击图层窗格底部的添加空白层按钮。

l 从主菜单选择图层 |新建空白图层。

2. 首先在图层窗格中选择图层来编辑图层。

要将另一个图像添加到“图层”窗格：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单击图层窗格底部的添加文件作为图层按钮。

l 从主菜单选择图层 |添加文件作为图层 ...。

l 从 “胶片 ”中选择一个图像略图，然后将其拖到图层窗格中。

l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 “胶片 ”中的图像略图，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添加图像作为

新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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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层可见性

要设置图层可见性：

要显示或隐藏所有图层，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从主菜单选择图层 |显示所有图层，或按 Shift + J。
l 从主菜单选择图层 |隐藏所有图层，或按 Shift + Y。

要显示或隐藏单个图层，请选择该图层，然后单击显示/隐藏图层按钮。

显示图层

隐藏图层

图层处理

要删除图层：

选择图层，然后单击删除图层按钮。

要复制图层：

选择要复制的图层，然后单击复制按钮。

要移动图层：

在图层窗格中，选择图层并向上或向下拖动。

要重命名图层：

1. 要从 “图层 1”等重命名图层，请选择图层并单击鼠标右键。

2. 从菜单选择重命名图层。

3. 在重命名图层对话框中，输入图层的名称。

4. 单击确定。

图层合并和拼合

要合并图层：

将一个图层与下面的图层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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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顶部图层，或一个图层上面的图层。

2. 单击向下合并图层按钮。

要拼合图像：

要将所有图层合并为单个图像，请执行以下操作：

l 从主菜单选择图层 |拼合图像。

图层混合模式与阻光度

要更改图层的混合模式与阻光度：

混合模式描确定了图层的混合方式。无论要更改的图层顺序如何改变，都会将混合分配到

应用了混合的图层上。阻光度确定了图层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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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一个图层。

2. 从图层窗格顶部的下拉菜单中选择混合模式。

3. 移动图层窗格顶部的阻光度滑块。

保存分层图像

保存分层图像时，图像另存为对话框会打开，文件格式默认设置为 .gsd。通过保存为 .gsd
文件格式，如果以后在 宝图编辑 中重新打开，将仍可访问图层。

如果已拼合或合并所有图层，则默认情况下，图像另存为对话框中不会显示 .gsd 文

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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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有位深的图像，.gsd 文件格式默认情况下以每通道 8位保存。对于每通道数据已经

有 16位的图像，例如 RAW文件，64位 TIFF文件等，可以选择保存为每通道 16位。这将允许

更高质量的图像，但也会使创建的文件更大。要以 16位保存，请在图像另存为对话框中启

用每通道数据 16 位复选框。使用 16位选项保存每通道数据低于 16位的图像，则其仍将保

存为每通道 8位。

要添加图层蒙版，请参阅图层蒙版。

图层效果

添加到常规图像或文本图层的图层效果出现在图层之间。无论图层类型如何，都不能将图

层效果添加到任何调整图层。将具有图层效果的图像保存为 .gsd 文件，将允许图像保持可

以编辑的状态，可用于将来使用 宝图编辑 进行处理。

要添加图层效果：

1. 在图层窗格中，选择要添加效果的图层。

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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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层窗格底部，单击图层效果按钮。

在图层窗格中，鼠标右键单击图层，然后从上下文菜单选择图层效果 ...。

从主菜单选择图层 |图层效果 ...。

按 Ctrl + Alt + X。

3. 在图层效果对话框中，启用所需效果的复选框。如下所述配置设置。

4. 单击关闭按钮。关闭图层效果对话框不会删除或禁用图层效果。通过将分层图像保存为

.gsd 文件，可以在 宝图编辑 中重新打开该图像以供将来使用。

“图层效果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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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光晕

厚度 指定光晕效果的厚度。拖动滑块以设置厚度。

模糊 模糊光晕的边缘。拖动滑块以确定应用了多少模糊。

阻光度 指定光晕的阻光度。输入介于 1 到 99 之间的数字，或拖动滑块

来调整光晕的阻光度。阻光度越高，光晕就越明显。

混合模式 指定效果如何与图层混合。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种混合模式。

颜色 指定光晕的颜色。单击颜色选取器以选择一种不同的颜色。参阅

使用 “颜色 ”对话框。

内阴影

模糊 模糊阴影的边缘。拖动滑块以确定应用了多少模糊。

距离 根据角度设置指定阴影的大小。拖动滑块可调整阴影侵入图层

的距离。

阻光度 指定阴影的阻光度。输入介于 1 到 99 之间的数字，或拖动滑块

来调整阴影的阻光度。阻光度越高，阴影就越明显。

混合模式 指定效果如何与图层混合。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种混合模式。

角度 指定阴影的角度。输入介于 1 到 360 之间的数字，或拖动箭头来

调整角度。

颜色 指定阴影的颜色。单击颜色选取器以选择一种不同的颜色。参阅

使用 “颜色 ”对话框。

倾斜

仰角 指定倾斜效果的可见性。减少 “仰角 ”滑块时，图层变暗，使效果

更加突出。

半径 指定倾斜的散布范围。

光源 指定假想光源。单击并拖动球上的辉光，可重新设置假想光源的

位置。

轮廓

厚度 指定轮廓效果的厚度。拖动滑块以设置厚度。

模糊 模糊轮廓的边缘。拖动滑块以确定应用了多少模糊。

阻光度 指定轮廓的阻光度。输入介于 1 到 99 之间的数字，或拖动滑块

来调整轮廓的阻光度。阻光度越高，轮廓就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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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 指定轮廓的颜色。单击颜色选取器以选择一种不同的颜色。参阅

使用 “颜色 ”对话框。

模糊

强度 指定模糊的强度。将滑块向右拖动可增强效果。

阴影

模糊 模糊阴影的边缘。拖动滑块以确定应用了多少模糊。

距离 根据角度设置指定阴影的大小。拖动滑块可调整阴影侵入图层

的距离。

阻光度 指定阴影的阻光度。输入介于 1 到 99 之间的数字，或拖动滑块

来调整阴影的阻光度。阻光度越高，阴影就越明显。

角度 指定阴影的角度。输入介于 1 到 360 之间的数字，或拖动箭头来

调整角度。

颜色 指定阴影的颜色。单击颜色选取器以选择一种不同的颜色。参阅

使用 “颜色 ”对话框。

在将调整图层剪辑到具有图层效果的文本或图像图层时，图层效果将不受影响。

为了在将来继续编辑图像的图层效果，当栅格化应用了图层效果的文本图层时，不

要对其图层效果进行栅格化。

要复制和粘贴图层效果：

1. 在图层效果对话框中配置所需的图层效果设置。

2. 单击复制按钮。

3. 选择另一个图像或文本图层。(不能选择底图层。)

4. 在图层效果对话框中，单击粘贴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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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设所有图层效果设置：

在图层效果对话框中，单击重设按钮。

图层蒙版

图层蒙版控制图层的透明度。虽然使用阻光度滑块可以轻松地全局控制图层的阻光度，但

是当目标是图层的特定部分时，图层蒙版非常有用。使用图层蒙版可隐藏或显示下方图层

的某些各部分。图层蒙版可有效地将多个图像组合成单个图像或进行局部调整。

图层蒙版示例

为了帮助了解蒙版与图层的关系，可从完全覆盖其下方图层的黑色图层蒙版开始。用白色

画笔在黑色图层蒙版上涂刷，在蒙版上绘制出“洞”，使蒙版下方的图层通过这个洞变得可

见。相反，白色图层蒙版是透明的，完全显示其下方的图层，使用白色画笔在黑色图层蒙

版上绘制将遮挡图像，覆盖下方的图层。

要创建图层蒙版：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图层窗格中，鼠标右键单击要将图层蒙版添加到的图层并选择设置白蒙版或设置黑蒙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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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菜单选择图层 |蒙版 |设置白蒙版或设置黑蒙版。

在图层窗格底部，单击添加图层蒙版按钮。

图层蒙版在图层窗格中所选图层上的略图旁边显示为白色或黑色框。要对图层蒙版执行

操作，必须在图层窗格中选中蒙版。通过拖动图层窗格顶部的“阻光度”滑块来更改图层蒙

版的阻光度。调整工具也可以应用于选定的图层蒙版。

已选择白色图层蒙版

已选择黑色图层蒙版

要禁用蒙版：

1. 在图层窗格中选择蒙版。

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蒙版并从上下文菜单选择禁用蒙版。

在图层窗格中 (选择蒙版后 )单击禁用蒙版按钮。

从主菜单选择图层 |蒙版 |禁用蒙版。

按 Ctrl + Shift + M。

要启用蒙版：

1. 在图层窗格中选择蒙版。

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蒙版并从上下文菜单选择启用蒙版。

在图层窗格中 (选择蒙版后 )单击启用蒙版按钮。

从主菜单选择图层 |蒙版 |启用蒙版。

按 Ctrl + Shift + M。

蒙版属性

每个单独图层上每个图层蒙版的属性可在蒙版属性面板中进行调整。在蒙版属性面板中

所做的调整是无损的，这意味着可以在整个编辑过程中随时调整它们。

要访问“蒙版属性”面板：

在图层窗格中选择蒙版。蒙版属性面板显示为与图层窗格中选定蒙版相邻的可移动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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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对图层蒙版进行以下调整：

羽化 可以对蒙版进行无损羽化，以避免蒙版与图层之间形成锐利边缘或鲜

明对比。移动该滑块可模糊蒙版的边缘。

显示叠加 将叠加层显示为位于图像上方的视觉指示器。

禁用/启用蒙版 在禁用蒙版和启用蒙版之间切换。

反向 无损地使蒙版反向。使白色蒙版变黑，黑色蒙版变白。

显示蒙版叠加：

通过启用蒙版属性面板中的显示叠加复选框，可以更容易看到蒙版。

要自定义蒙版叠加：

1. 在图层窗格中使用鼠标右键单击蒙版并选择蒙版叠加选项 ...。

2. 在蒙版叠加选项对话框中，选择左侧部分的以下叠加选项之一：

突显的蒙版 以所选颜色突出显示蒙版。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种颜色，并使用

对话框右侧的 “阻光度 ”滑块自定义蒙版叠加的透明度。

曝光的蒙版 以所选颜色突出显示无蒙版区域。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种颜色，

并使用对话框右侧的 “阻光度 ”滑块自定义无蒙版区域的透明度。

3. 单击确定。

仅在选中图层时，蒙版叠加才可见。

要编辑图层蒙版：

在图层窗格中选择图层蒙版，然后选择任何调整、绘画或选择工具。

蒙版灵活性

从蒙版创建或修改选择内容。

要从选择内容创建图层蒙版：

1. 在显示区域中进行选择。

2. 转到图层 |蒙版 |将蒙版添加至选择内容。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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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显示区域中进行选择。

2. 单击添加图层蒙版按钮。或者通过从图层窗格底部选择其中一个图标来添加任何调整图

层，从选择内容中自动生成蒙版。

或者：

1. 在显示区域中进行选择。

2. 在图层窗格中使用鼠标右键单击图层，然后从上下文菜单选择从选择内容添加蒙版。

要将蒙版添加到选择内容：

1. 在图层窗格中选择蒙版后，进行选择。

2. 用鼠标右键单击蒙版并选择将蒙版添加至选择内容。

要从选择内容中去除蒙版：

1. 在图层窗格中选择蒙版后，进行选择。

2.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蒙版并选择从选择内容中去除蒙版。

要选择蒙版和选择内容共用的区域：

1. 在图层窗格中选择蒙版后，进行选择。

2.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蒙版并选择将蒙版与选择内容相交。

要删除所选的蒙版像素：

请参阅使用“选择范围”。

从特定颜色和色调创建图层蒙版

根据特定的目标颜色和/或色调 ( 包括肤色 ) 创建蒙版。

要根据目标颜色或色调创建图层蒙版：

1. 选择一个图层并设置白色或黑色蒙版。

2.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蒙版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 ...。

3. 在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面板中，配置设置。

4. 单击确定。系统根据目标颜色和 /或色调创建蒙版。

从图像创建图层蒙版

复制彩色图像并将其作为灰度 ( 亮度 ) 蒙版粘贴在其他图层上，包括调整图层。

要从图像创建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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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图层窗格中使用鼠标右键单击一个图像，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复制。

在图层窗格中选择图像后，从主菜单选择编辑 |复制。

2. 在图层窗格中选择一个图层，然后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图层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粘贴为蒙版。

从主菜单选择编辑 |粘贴为蒙版。

从主菜单选择图层 |蒙版 |粘贴为蒙版。

调整画布大小

调整画布大小工具可裁剪或扩展画布的大小以适合图层内容。

对画布所做的更改是无损的。

通过拖动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和“拖动”方法通过以下方式调整画布的大小：

通过拖动相片的边缘，将画布扩展到所需的大小。

以像素、英寸、厘米或百分比为单位指定画布的准确大小。

通过应用比例来限制画布的比例。

要通过拖动调整画布的大小：

1. 从工具栏选择裁剪工具。

2. 将光标放到图像的边缘或角点，直至角点变成双向箭头。

3. 将画布的边框拖放到所需的大小。

4. 在工具属性栏中，单击确定按钮。

如需进一步了解工具属性栏中可用的裁剪工具选项，请参阅 裁剪工具。

使用方向键可以逐像素来回移动画布。

调整大小与位置

“调整大小”和“定位”方法通过以下方式调整画布的大小：

以像素、英寸、厘米或百分比为单位指定画布的准确大小。

通过应用比例来限制画布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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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调整画布的大小与位置：

1. 从主菜单选择文档 |调整画布大小 ...。

2. 在调整画布大小对话框中，如下所述配置设置。

3. 单击确定。

“调整画布大小 ”选项

当前尺寸 显示图层的当前文件大小和尺寸。

新尺寸 在宽度和高度字段中输入所需的画布尺寸，还可以使用下拉菜单

自定义度量单位。画布大小改变时，文件大小将在新尺寸旁边更

新。

锚定 锚定按钮将图层锁定到特定区域，例如左上角。画布将围绕锚点

展开。

纵横比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比例，或使用自定义选项定义自定义的比例。

通过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比例并点击删除按钮可以将其删除。

分辨率 使用点/英寸字段指定分辨率。

文本图层

使用文本工具将文本添加为图层。调整文本的阻光度可形成水印效果，这对于在相片上放

置版权信息非常有用。

带有文本图层的图像可以另存为 .gsd 文件，这允许图层保持可编辑状态，以便日后使用 宝

图编辑 进行处理。

可以向文本图层添加图层效果。

要将文本添加为图层：

1. 从工具栏选择文本工具。

2. 单击图像中的文本目标区域。这时在图像中添加了一个文本框，并且在图层窗格的顶部

显示了一个文本层。

3. 单击并拖动文本选取框来调整文本在图像上的位置，或拖动选取框的手柄来调整文本的

大小。在图像上方的上下文栏中，在大小字段中选择或输入特定的字体大小。

在按住 Shift同时调整大小，以进行文本不保持纵横比的变形。

4. 在文本框中键入文本信息。每次添加另一个文本框时，都会将一个新的文本层添加到图

层窗格中。选择图像上的文本图层，也会在图层窗格中选中该层。

5. 在上下文栏中，使用下拉菜单指定字体、格式选项 (例如斜体、对齐 )，以及文本的颜色。

6. 在图层窗格的顶部，拖动阻光度滑块来指定文本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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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图层窗格的顶部，从混合模式下拉列表中，选择某个选项以指定文本与下层图像之间

混合的程度。

选择文本图层时无法进入滤镜。尝试进入滤镜时将发出要求栅格化文本图层的警

告。栅格化后的文本图层不再可以编辑。

尽管文本图层无法与其他文本图层合并，但是可以将文本与常规的图像图层合并，

这将进行文本的栅格化。栅格化后的文本图层不再可以编辑。

可以在文本图层上方添加调整图层，然后直接裁剪到文本图层，具体参阅使用调整

图层。

可以向文本图层添加蒙版，但如果移动文本图层，则只有文本图层发生移动。

选择文本图层以对文本图层进行修改，包括自定义样式设置。

Ctrl + C、Ctrl + V、Ctrl + A等典型键盘快捷方式可在文本框中使用。也可以使用 Home、End、
Ctrl + Home和 Ctrl + End将光标移动到文本的开头或结尾。

使用 Ctrl + Z可在文本框中撤消最近编辑过程中的调整。然而，使用撤消/重复按钮将撤消

和重做整个文本操作，例如添加文本框。

使用以下键盘快捷键在文本框中应用 Alt代码，可为图像添加版权信息：

®(注册符号 ) Alt + 0174

©(版权符号 ) Alt + 0169

™(商标符号 ) Alt + 0153

栅格化文本

较好的做法是选择多个文本图层并进行一次性栅格化，而不是逐层栅格化。

如要栅格化文本：

选择文本图层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从主菜单选择图层 |栅格化文本图层。

按 Ctrl + Shift + T。

在图层窗格中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文本图层，然后从上下文菜单选择栅格化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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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差

色差是一种镜头痕迹，可能会表现为在某些相片的高对比度区域中的条纹。相机镜头可能

会使一些波长的光以不同方式聚焦，这在相片的高对比度区域边缘上就会显示为彩色条

纹或彩色线条。当镜头前方存在明亮光斑时，也可能会出现紫色条纹。

下面的放大图像显示蓝色/黄色条纹的示例。

色差滤镜用于减少出现的彩色条纹，这对于包含建筑细节的相片尤其有用。为获得最佳效

果，建议先使用“色差”滑块，然后使用“消除条纹”滑块。

要消除图像上的条纹：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修复 |色差。

2. 按如下所述调整滑块。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色差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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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红 /青 调整红色和青色通道以消除红色 /青色条纹。

修正蓝色 /黄色 调整蓝色和黄色通道以消除蓝色 /黄色条纹。

消除条纹强度 调整要从高对比度边缘处移除的条纹颜色量。设置为零表示消除条纹功

能处于关闭状态。

消除条纹半径 调整边缘周围将被消除条纹的像素数。

条纹颜色 调整要从高对比度边缘处移除的颜色。

此滤镜具有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选项卡 (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 。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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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眼

红眼消除滤镜可纠正数码相片中的红眼。

要纠正红眼：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修复 |红眼消除。

2. 使用左下角的缩放工具放大要校正的眼睛并使之居中。

3. 单击眼睛的红色部分。

4. 在红眼消除组中，如下所述调整滑块。

“红眼消除 ”选项

皇冠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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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轮廓 显示或隐藏调暗区域的轮廓。



ACDSee宝图编辑

Page 142 of 303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通过鼠标滚轮来调整想要调暗的区域的大小。

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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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ete键可删除对当前所选红眼进行的调整。

消除瑕疵

使用修复滤镜可祛除各种瑕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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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种类型的修复可用：

l 修复

l 克隆

l 混合克隆

l 智能擦除

修复工具类型

修复 启用修复单选按钮唤出“修复画笔”。“修复画笔”将像素从相片

的一个区域复制到另一个区域，但在复制之前会对来源区域的

像素进行分析。“修复画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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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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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隆 启用克隆单选按钮唤出“克隆画笔”。“克隆画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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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克隆 “混合克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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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会对目标区域的像素进行分析并将它们与复制

的像素混合。

智能擦除 有关“智能擦除”的信息，请参阅下文的智能擦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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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再次使用。

要从相片消除瑕疵：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修复 |修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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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克隆：将像素从来源区域复制到目标区域，然后对目标区域的像素进行分析并

将它们与复制的像素混合。

智能擦除：根据没有涂刷对象时图像看起来最有可能的样子，分析涂刷区域中的像

素和填充。参阅下文的 "智能擦除 " on page 1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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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图编辑 会在释放鼠标按钮后

分析并替换像素。如果选择混合克隆画笔，宝图编辑 会在释放鼠标按钮后分析、替换和混

合像素。

6.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以应用更改并关闭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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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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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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选项在混合克隆工具时不可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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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擦除

通过在使用智能擦除滤镜的同时刷涂图像区域，可以将不需要的对象从图像中删除。智能

擦除滤镜分析图像并预测如何最好地填充涂刷区域。这基于无涂刷对象的图像看起来最

有可能的样子。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修复 |修复工具。

2. 在修复对话框中，启用智能擦除单选按钮。

3. 拖动笔尖宽度滑块或调整您的鼠标滚轮以设置画笔的宽度。

4. 按下鼠标按钮刷涂要填充的区域。释放鼠标按钮后，将会应用填充。重复上述步骤直到获

得所需的外观。

肤色微调

借助肤色微调滤镜，可以使肤色变得更均匀，并且消除斑痕和缺陷。

如要校正皮肤色调：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滤镜 |修复 |肤色微调。

按 K。

2. 在肤色微调对话框中，如下所述调整设置。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肤色微调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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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 通过降低纹理细节细化皮肤。

光晕 执行精细平滑处理时提高皮肤的亮度。

半径
指定受效果影响的纹理细节的缩放。值越低，增强的细节越少；值越大，

增强的细节越多。

此滤镜具有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选项卡 (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 。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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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印

水印滤镜给相片添加水印。可以将水印移动到相片中的任何位置，也可以更改水印的混合

模式和阻光度。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在给相片添加水印之前，将需要创建水印图像。

要给图像添加水印：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水印，以打开水印对话框并在图像上显示默认水印。

2. 在对话框的水印字段集中，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水印，或单击 添加按钮并浏览以打开新

水印。

3. 单击并拖动水印可将其重新定位在图像上的任意位置，或在定位字段集中，从锚点字段

中进行选择，以使用预定义的位置，或在水平和垂直字段中输入自定义值。

4. 拖动选取框手柄以调整水印图像的大小。

5. 选择调整大小时保持纵横比可在调整水印图像大小时不会使其变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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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拖动阻光度滑块以指定水印的透明度。

8. 启用将水印添加为新图层可在图层编辑器中将水印作为新的单独图层添加到图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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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果水印中存在 Alpha通道，启用应用 Alpha 通道可应用 Alpha通道。(只有 TIFF及 ICO 水印

文件才会有 alpha通道 )。

10. 选择应用透明度使水印中的某种颜色变为透明。

默认颜色为黑色。使用颜色选择器可选择自定义颜色。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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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确定将水印添加到图像上，并退出工具。

单击取消放弃所有更改并退出工具。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晕影

晕影滤镜在主体 ( 如人物或花束 ) 周围添加边框，这有助于突出相片的重点。边框的外观也

可自定义。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晕影滤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晕影，或按 V。

2.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应用任何更改并关闭选项卡。

单击取消放弃所有更改并关闭选项卡。

“晕影 ”选项



ACDSee宝图编辑

Page 147 of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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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肖像中焦点周围清晰区的大小。将滑块向左拖动可降低清晰区的大

小。将滑块向右拖动可增加清晰区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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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圆形 ”得到圆形边框。

矩形：“矩形 ”得到矩形边框。

显示轮廓 选择显示轮廓可指出空白区域的外缘与边框的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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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设置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种颜色以生成用于选择晕影颜色的 “颜色选取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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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此滤镜具有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选项卡 (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 。

百叶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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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特性可以自

定义。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百叶窗”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浏览到艺术组。

3. 选择百叶窗。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百叶窗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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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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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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贴画

拼贴画效果创造性地将一张相片分解为许多相片。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使用“拼贴画”效果：

1. 从主菜单栏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浏览到艺术组。

3. 选择拼贴画。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拼贴画 ”选项

相片数量 设置要包含在拼贴画中的相片数量。

大小 设置要包含在拼贴画中的相片大小。

背景颜色 通过单击下拉箭头以显示颜色渐变来选择背景颜色

随机 重新布置相片。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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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色边缘

彩色边缘效果勾勒图像中人或物的线条与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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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彩色边缘”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浏览到艺术组。

3. 选择彩色边缘。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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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使用模糊复选框，然后从下拉菜单选择模糊设

置来确定应用多大程度的模糊。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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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高线

等高线效果在图像上绘制等高线，以营造卡通效果。自定义内容包括圆角、线条频率、颜

色与强度。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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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应用“等高线”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浏览到艺术组。

3. 选择等高线。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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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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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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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浏览到艺术组。

3. 选择十字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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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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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剧性

戏剧性效果通过大幅改变特定区域的对比度，使图像看起来更具戏剧性和情绪化。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戏剧性”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艺术组。

3. 选择戏剧性。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完成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戏剧性选项

强度 指定要应用的对比度的强度。

散布 指定效果在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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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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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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雕

浮雕效果给图像添加灰度浮雕。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将图像变成浮雕：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艺术组。

3. 选择浮雕。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浮雕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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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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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发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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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DSee宝图编辑

Page 154 of 303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使用“毛发边缘”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艺术组。

3. 选择毛发边缘。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毛发边缘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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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图编辑 会随机放置毛发。因此每次应用

此滤镜时，毛发的位置都不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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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单击随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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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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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淡

暗淡效果使图像呈现黑暗、阴郁的外观。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暗淡”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艺术组。

3. 选择暗淡。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暗淡 ”选项

颜色 滑动可将色调添加到图像。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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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光边缘

发光边缘效果可对图像中人或物的线条与细节添加颜色。彩色的线条与细节看起来像是

发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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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发光边缘”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艺术组。

3. 选择发光边缘。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发光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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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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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泞

泥泞效果使图像呈现阴郁、黑暗的外观。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垃圾”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艺术组。

3. 选择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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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垃圾 ”选项

颜色 滑动可向图像添加颜色。当颜色滑块设置为 0 时，不会添加任何色调。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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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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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使用 Lomo 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艺术组。

3. 选择 Lomo。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Lomo 选项

色彩扭曲 向右滑动可增加颜色扭曲。

晕影强度 向右滑动可增加晕影强度。



ACDSee宝图编辑

Page 158 of 303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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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幻柔焦

梦幻柔焦 效果创建漂亮的印象派图像。梦幻柔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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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使用 梦幻柔焦 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艺术组。

3. 选择 梦幻柔焦。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梦幻柔焦 选项

模糊 向右滑动可增大模糊程度。

对比度 向右滑动可增加对比度。

亮度 向右滑动可增加亮度。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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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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片效果

相片效果将各种滤镜应用于图像。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相片”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艺术组。

3. 选择相片效果。

4. 从滤镜类型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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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素爆炸

像素爆炸效果使图像的像素从中心点向四周爆炸。像素爆炸效果设置可以自定义，例如强

度和方向。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使用“像素爆炸”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艺术组。

3. 选择像素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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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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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图编辑 会随机放置像素，让像素在每次

应用滤镜时都不一样。要生成新的随机参数，请单击随机按钮。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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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散拼块

分散拼块效果将图像分解成平铺、分散或堆叠式的拼块。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分散拼块”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扭曲组。

3. 选择分散拼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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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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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图编辑 会随机放置分散拼块，让效果在

每次应用滤镜时都不一样。要生成新的随机参数，请单击随机按钮。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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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板

金属板效果使图像呈现金属板压痕。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金属板”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艺术组。

3. 选择金属板。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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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金属板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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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凹陷：从图像上方对金属进行压印。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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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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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色玻璃

彩色玻璃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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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彩色玻璃”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艺术组。

3. 选择彩色玻璃。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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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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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图编辑 会随机放置碎片，让效果在每次

应用滤镜时都不一样。要生成新的随机参数，请单击随机按钮。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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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阈值

阈值效果创建黑白图像。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阈值”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艺术组。

3. 选择阈值。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阈值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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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 阈值滑块确定黑白图像渲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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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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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形图

地形图效果将图像的细节更改为等高线。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地形图”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艺术组。

3. 选择地形图。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阈值 ”选项

圆角 调整等高线的弯曲度。

线条数量 指定要添加多少条等高线。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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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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织

交织效果使相片呈现像编入挂毯或篮子那样的外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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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交织”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艺术组。

3. 选择交织。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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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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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风

刮风效果添加风力线，使图像中静态物体看上去就像在动一样。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ACDSee宝图编辑

Page 166 of 303

要应用“刮风”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艺术组。

3. 选择刮风。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刮风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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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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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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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图编辑 会随机放置风力线，让风力线在每次

应用滤镜时都不一样。要生成新的随机参数，请单击随机按钮。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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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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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变映射

渐变映射效果向图像中浅色和深色的部分添加颜色。渐变映射效果会根据每个像素的亮

度值将阴影映射到一个颜色，将高光映射到另一个颜色。可向图像的较深色部分应用与较

浅色部分完全不同的颜色。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渐变映射”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颜色组。

3. 选择渐变映射。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渐变映射 ”选项

暗 指定要添加到图像的深色部分中的颜色。

光线 指定要添加到图像的浅色部分中的颜色。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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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片

负片效果创建图像负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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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颜色组。

3. 选择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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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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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色调分色

多色调分色效果降低图像的亮度级别。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多色调分色”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颜色组。

3. 选择多色调分色。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多色调分色 ”选项

亮度级别 滑动可来调整图像中颜色的变化。值越低，图像中使用的颜色就越少。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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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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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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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曝光过量”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颜色组。

3. 选择曝光过量。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曝光过量 ”选项

阈值 指定图像的亮度阈值。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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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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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折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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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或自定义百折帘效果选项，将此效果应用到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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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百折帘”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扭曲组。

3. 选择百折帘。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百折帘 ”选项

窗条宽度 滑动以指示单个图像板条的宽度。

窗条方向 启用水平或垂直单选按钮可指定图像条的方向。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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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凸出

使用凸出效果对图像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拉伸或收缩。对凸出的自定义包括扭曲的强度、直

径以及位置。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凸出”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扭曲组。

3. 选择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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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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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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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动

抖动效果将抖动扭曲效果添加到图像。可以自定义想要添加到图像的扭曲特征。一些扭曲

会改变图像外边缘的形状，从而显示出透明的背景。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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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应用“抖动”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扭曲组。

3. 选择抖动。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抖动 ”选项

大小 指定抖动扭曲的大小。输入介于 1 到 100 之间的数字，或拖动滑块来调

整扭曲的宽度。随着数值的增加，波纹的宽度也会增加。

细节 指定扭曲的抖动程度。输入介于 1 到 10 之间的数字，或拖动滑块来调整

细节。

强度 指定扭曲的强度。输入介于 1 到 100 之间的数字，或拖动滑块来调整强

度。

随机 指定扭曲的随机放置情况。

给图像应用抖动效果时，宝图编辑 会随机放置碎片，让效果在每次应用

滤镜时都不一样。要生成新的随机参数，请单击随机按钮。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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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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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镜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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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扭曲组。

3. 选择镜像。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镜像选项

镜像轴 滑动可调整镜像的位置。值为 500 时，在图像中间放置镜像。

镜像方向 启用水平或垂直单选按钮可指定图像条的方向。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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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素化

像素是数字图像的最小单元，按照行与列进行排列。图像的分辨率降低时，像素会变大，

进而产生模糊效果。像素化效果可增加图像中像素的大小。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像素化”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扭曲组。

3. 选择像素化。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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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像素化 ”选项

宽度 向右滑动可增加图像中像素的宽度。

高度 向右滑动可增加图像中像素的高度。

方形 选择方形复选框，使长度与宽度相等。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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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辐射波

辐射波效果显示从相片的中心点辐射出的波浪。相片的中心点和波浪的外观可以自定义。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辐射波”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扭曲组。

3. 选择辐射波。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辐射波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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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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水平波浪：使波浪朝着图像的左右两侧移动。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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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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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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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内

容包括位置和强度。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波纹”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扭曲组。

3. 选择波纹。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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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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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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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以下一个选项，或同时选择这两个选项：

l 垂直波纹：使波纹朝着图像的上下两侧移动。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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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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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位

错位效果将图像分割成条状，并将这些条状按随机的方向错开。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错位”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扭曲组。

3. 选择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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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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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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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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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斜

倾斜效果使相片倾斜。例如，使用倾斜效果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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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倾斜”效果可以将相片的左侧向上推，将相片的右侧向下推。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倾斜”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扭曲组。

3. 选择倾斜。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倾斜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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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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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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漩涡

漩涡效果旋转与拉伸图像中的人和物。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漩涡”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扭曲组。

3. 选择漩涡。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漩涡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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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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水平漩涡：漩涡朝着图像的上下两侧扩展。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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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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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浪

波浪效果在相片上显示波浪。可更改波浪之间的距离 ( 称为“波长”) ，也可更改波浪的高

度，以及在相片上的角度。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波浪”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扭曲组。

3. 选择波浪。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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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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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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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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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缘检测

边缘检测效果给图像创建高亮轮廓。在创建黑色图像之后，边缘检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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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边缘组。

3. 选择边缘检测。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ACDSee宝图编辑

Page 181 of 303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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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廓

使用轮廓效果创建突出显示的图像轮廓，类似于边缘检测效果。不过，使用轮廓效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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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使用“轮廓”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边缘组。

3. 选择轮廓。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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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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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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bel 算子

Sobel 算子效果给图像创建高亮轮廓。在创建黑色图像之后，Sobel 算子效果在色差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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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边缘组。

3. 选择Sobel算子。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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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亮斑

太阳亮斑效果在图像中添加亮斑。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太阳亮斑”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光线组。

3. 选择太阳亮斑。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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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亮斑 ”选项

水平位置 指定太阳亮斑的水平位置。

垂直位置 指定太阳亮斑的垂直位置。

亮度 指定太阳亮斑的强度。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云彩

云彩效果从图像中制作图形内容，例如背景等。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云彩”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浏览到自然组。

3. 选择云彩。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云彩 ”选项

大小 指定云彩的大小。向右拖动滑块可增加大小。

细节 指定细节的精细度。输入介于 0 到 10 之间的数字，或拖动滑块来调整云

彩的细节。

随机 指定云彩的随机放置情况。

给图像应用云彩效果应用于图像时，宝图编辑 会随机放置碎片，使每次

应用此滤镜时，得到的效果都不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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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单击随机按钮。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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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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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岗岩

花岗岩效果使图像看上去像画在岩壁上。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使用“花岗岩”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自然组。

3. 选择花岗岩。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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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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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水

雨水效果使相片看上去像是在雨中拍摄的一样。自定义雨量大小、角度和强度以及其它特

性。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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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应用“雨水”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自然组。

3. 选择雨水。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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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雨滴的阻光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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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拖动滑块使雨滴具有相似的长

度。向右拖动滑块使雨滴长度有许多变化。雨滴长度变化越大，它们就

越显得自然。

背景模糊 指定相片的模糊程度。因为大雨会使视线不清，使用模糊选项可使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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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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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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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

水面效果在相片主体下方插入一片水面，并在水中显示对象的倒影。可以自定义水面在主

体下方的位置。例如，可以将水面放在人的颚下或腰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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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水面”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自然组。

3. 选择水面。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水面 ”选项

位置 指定水面在相片主体下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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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波纹离主体的距离增加而更改其大小。向左拖动滑块以增加距离主

体最远的波纹大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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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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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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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滴

水滴效果在相片表面上显示水滴。可自定义水滴的数量与大小，以及它们在相片上的位

置。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水滴”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自然组。

3. 选择水滴。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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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图像应用水滴效果时，宝图编辑 会随机放置水滴，让效果在每次应用

滤镜时都不一样。要生成新的随机参数，请单击随机按钮。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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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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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 Ross

Bob Ross效果使图像具有 Bob Ross的风格。Bob Ross是美国画家兼 PBS电视节目《欢乐画室》

的主持人。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将 Bob Ross 效果应用到图像：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浏览到绘画组。

3. 选择Bob Ross。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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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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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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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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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图编

辑 会随机放置涂鸦，让每次应用滤镜时涂鸦都不相同。要生成新的

涂鸦随机放置位置，请单击随机按钮。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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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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通

卡通效果使图像呈现素描外观。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卡通”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浏览到绘画组。

3. 选择卡通。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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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影消除
启用删除小细节复选框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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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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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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笔画

蜡笔画效果给相片一种蜡笔画的感觉。

要使用“蜡笔画”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浏览到绘画组。

3. 选择蜡笔画。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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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鸦

涂鸦效果使图像看上去就像使用涂鸦板绘制的一样。自定义选项包括强度、频率和随机。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使用“涂鸦”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浏览到绘画组。

3. 选择涂鸦。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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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图像应用涂鸦效果时，宝图编辑 会随机放置涂鸦，让涂鸦在每次应用

滤镜时都不一样。您可以定义一个特定的随机参数来产生完全相同的涂

鸦。要生成新的随机种子，请单击随机按钮。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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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画

油画效果使图像呈现油画外观。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创建“油画”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浏览到绘画组。

3. 选择油画。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油画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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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笔宽度 拖动画笔宽度滑块可指定效果中的笔触宽度。数值越高，笔触就越宽。

变化 拖动变化滑块，以指定每个笔画的颜色差异。数值越高，每个笔触中使

用的颜色就越多。

鲜艳 拖动鲜艳滑块来调整图像中颜色的浓淡。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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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铅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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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浏览到绘画组。

3. 选择铅笔画。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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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钢

蓝钢效果使图像呈现时尚的蓝色色调。

要应用“蓝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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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复古组。

3. 选择蓝钢。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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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

童年效果使图像呈现梦幻、怀旧的外观。

要应用“童年”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复古组。

3. 选择童年。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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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化

老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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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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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老化”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复古组。

3. 选择老化。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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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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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雾

紫雾效果使图像呈现超级复古的紫色色泽。

要应用“紫雾”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颜色组。

3. 选择紫雾。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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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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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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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将深褐色处理添加到图像上：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复古组。

3. 选择深褐色。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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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效果使图像呈现基于 1970年代风格的复古外观。

要应用“七十年代”效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复古组。

3. 选择七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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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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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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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复古组。

3. 选择忧郁。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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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自定义卷积

用户自定义卷积效果创建自定义的特殊效果。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创建“用户自定义卷积”效果：



ACDSee宝图编辑

Page 197 of 303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导航至用户自定义组。

3. 选择用户自定义卷积。

4.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用户自定义卷积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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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矩阵是 加载一种采样效果作为创建个性化效果的起点。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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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特殊效果滤镜

宝图编辑包括 40种以上的特殊效果滤镜，如“十字阴影”、“铅笔画”以及“曝光过量”，可为图

像添加独特的效果。

要访问特殊效果滤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特殊效果。

2. 在效果对话框中选择特殊效果。特殊效果按以下标题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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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艺术

l 颜色

l 扭曲

l 边缘

l 光线

l 自然

l 绘画

l 复古

l 用户自定义

如需有关每种效果的详细信息，请单击帮助菜单项以查看特定于该种效果的“帮助”
文件页面。

此滤镜具有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选项卡 (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 。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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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粒状

粒状滤镜使图像呈现程式化外观，如旧胶片的颗粒效果。粒状滤镜还可与其它滤镜一起使

用，来实现一般的复古风格。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应用粒状滤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粒状，或按 Alt + G。

2.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应用所有更改并关闭选项卡。

单击取消放弃所有更改并关闭选项卡。

“粒状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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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指定粒状的强度。

平滑 指定粒状的平滑度。

大小 指定粒状的大小。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此滤镜具有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选项卡 (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 。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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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轴

移轴滤镜强调相片中的特定主体，或使相片看起来像微缩景观。

要使用“移轴”滤镜：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添加 |移轴，或按 X。

2. 在移轴对话框中，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所有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所有更改并关闭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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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框会完全模糊。移动框

可定义效果的起始或结束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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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轴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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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

模糊 使用下拉列表选择模糊类型。选项包括：

镜头模糊、

高斯模糊。

更多信息请参见模糊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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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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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pping an Image

The Crop tool is used to remove portions of a photo to create focus on a subject or strengthen the
overall composition by removing distractions. Besides cropping, the Crop tool can be used to
straighten photos.

To crop an image:

1. Select the Crop tool from the toolbar.

2. Customize the crop by manipulating the options in the Tool Properties bar, directly above the image
(see Crop Tool).

3.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in the Tool Properties bar:

Click OK to crop the image and close the tool.

Click Cancel to exit the tool without cropping the image.

Resizing the Crop Window

There are three options for resizing the crop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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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g the edges of the crop window to the desired size.

Specify an exact size for the crop window in pixels, inches, centimeters, or millimeters.

Apply a ratio to constrain the crop window proportions.

To resize the crop window by dragging:

1. Position the cursor over one of the yellow squares residing on the edge or corner of the crop window.

2. After the cursor changes into a double-pointed arrow, drag the crop window's border to the desired
size.

To specify an exact size for the crop window:

1. In the Tool Properties bar, select "Aspect ratio not preserved" from the drop-down list.

2. Enter the desired crop window proportions into the two numeric fields.

3. In the Units drop-down list, select a unit of measurement.

4. Click the OK button.

To constrain the crop window to a ratio:

1. In the Tool Properties bar, select any option other than "Aspect ratio not preserved" from the drop-
down list.

2. If selecting "Custom", in the resultant Custom Aspect Ratio dialog, enter values in the Width and Height
fields and click the OK button.

3. If selecting a value other than "Custom", click the OK button in the Tool Properties bar.

扭曲校正

扭曲校正滤镜校正数码相片中的桶状失真、枕形失真及鱼眼扭曲。在桶状失真中，相片看

起来从中间往外凸出。在枕形失真现象中，相片看起来向中间凹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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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状失真、枕形失真及鱼眼扭曲在使用广角或变焦镜头拍摄的相片中比较常见。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择，或通

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校正扭曲：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几何 |扭曲校正，或按 Alt + Z。

2. 在扭曲校正对话框中，从预设值下拉列表中进行选择，或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3. 可选：将任何自定义设置保存为新预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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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以应用任何更改并关闭工具。

单击取消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扭曲校正 ”选项

水平中心 左右拖动滑块以确定图像在水平轴上的中心点。

垂直中心 左右拖动滑块以确定图像在垂直轴上的中心点。

校正强度 向右拖动滑块，直至相片中的对象看起来很直。

缩放 左右拖动滑块以更改相片的缩放比例。

背景颜色 校正相片中的扭曲时，相片的边缘可能会向外突出或向内收敛。使用背

景颜色颜色选取器选择一种颜色用于填充纠正后照片边角的空隙。启

用透明复选框可使用透明色填充纠正后照片边角的间隙。

扭曲类型 启用桶状、枕形或鱼眼单选按钮以更改图像上的扭曲类型效果。

显示网格 启用显示网格复选框可在相片上显示网格，这对于评估相片中的对象

是否平直非常有用。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Flipping an Image

Images can be flipped vertically and horizontally.

To flip an image horizontally:

1. Select Document | Flip Canvas Horizontal from the main menu.

To flip an image vertically:

1. Select Document | Flip Canvas Vertical from the main menu.

镜头校正

在 宝图编辑 中，镜头扭曲可以通过手动校正滑块加以控制，也可通过选择用于拍摄图像

的相机品牌、型号和镜头根据镜头配置文件进行校正。

镜头校正滤镜包含相机品牌、型号及其可能镜头的数据库。所选相机可能的镜头可从镜头

下拉菜单中选择，除非可能的镜头只有一个，这种情况下，系统将预选择该镜头。

用于拍摄相片的镜头名称可在当前镜头信息部分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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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用，镜头配置文件也可用于校正色差。

使用手动校正滑块进行自动校正后的进一步调整，也可以单独使用此滑块进行调整。

要快速查看可用的镜头配置文件，请转至此处。

要使用镜头配置文件修复镜头扭曲：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几何 |镜头校正，或按 Alt + V。

2. 在镜头校正对话框中，启用启用镜头配置文件复选框。

3. 如果显示的相机厂商和型号都不正确，请从厂商和型号下拉菜单选择正确的选项。

4. 从镜头下拉菜单选择用于拍摄图像的镜头。此信息显示在当前镜头信息部分中。此校正

将自动进行。

5. 如果要进行进一步调整，则将手动校正部分中的强度滑块移到左侧以获得 “凸出 ”效果，或

者移到右侧以拉伸图像的边缘。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启用显示网格复选框可在图像上显示网格，这在修复图像中的对齐情问题时非常

有用。

要使用镜头配置文件修复色差：

色差是由于给定镜头的属性而产生的。因此，可以使用镜头配置文件自动对其加以校正。

如果所选的镜头有相应的色差校正可用，将启用色差复选框。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几何 |镜头校正，或按 Alt + V。

2. 启用启用镜头配置文件复选框。

3. 启用色差复选框。

要填充手动校正的图像的边缘：

有些手动调整可能会影响图像的边缘。可以选择填充镜头校正形成差异时要用到的颜色。

或者，还可以通过启用透明度复选框选择填充区域中的透明度。

液化

使用液化工具扭曲和润饰

液化滤镜移动像素而不更改它们。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液化图像：

https://r.acdsee.cn/Rqg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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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几何 |液化。

2. 在液化对话框的扭曲工具部分中，选择要应用的扭曲类型。

3.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液化选项

扭曲工具 通过移动光标可以扭曲图像，实际上是通过推拉图像周围的像素来绘制效

果。

错位
使用错位工具可以推动图像中的像素。

挤压

使用挤压工具可以将像素朝向中心点

集中。

凸出

使用凸出工具可以向外展开像素。

还原

使用还原工具可以将像素画回原始位

置。

在使用任何其它扭曲工具时，

都可以通过按住鼠标右键激

活还原工具。

笔尖宽度 调整画笔的尺寸。可以使用鼠标滚轮调整笔尖宽度，也可以通过笔尖宽度滑

块调整。

密度 调整受影响区域的大小。在笔尖的内圈内，效果以 90% 或更高的比例应用。

内圈和外圈之间的区域，效果在 90%-0%(外缘处 )之间过渡。

使用 Shift + 鼠标滚轮可调整密度。

强度 调整总体效果的强度。将滑块向右拖动可增强效果。

填充颜色 将图像扭曲到其边缘被拉过画布线的点时，使用填充颜色选取器可选择背景

颜色。

透明 将图像扭曲到其边缘被拉过画布线的点时，启用透明复选框可使裸露的画布

部分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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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校正

透视校正工具纠正数码相片中的透视扭曲。透视扭曲由广角与长焦镜头引起，它扭曲了很

大或很远物体的透视效果。例如，如果拍摄一座高楼的相片，尽管高楼从上到下宽度相

同，但在相片中楼的顶部看起来会窄一点。

要纠正透视扭曲：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几何 |透视校正，或按 P。

2. 此时在图像周围显示一个轮廓。轮廓在所有四个角都有黄色手柄，在所有边的中间也有。

拖动手柄以更改透视效果。

3.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以应用任何更改并关闭工具。

单击取消以放弃所有更改并关闭工具。

“透视校正 ”选项

背景颜色 校正相片中的扭曲时，相片的边缘可能会向外突出或向内收敛。使用背

景颜色颜色选取器选择一种颜色用于填充纠正后照片边角的空隙。启

用透明复选框可使用透明色填充纠正后照片边角的间隙。

显示网格 启用显示网格复选框可在相片上显示网格，这对于评估相片中的对象

是否平直非常有用。

Resizing an Image

Resize an image by adjusting its dimensions in pixels, percentage, or actual/print size. While resizing,
choose an aspect ratio and a resampling filter to adjust the resized image's appearance.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To resize an image:

1. Select Document | Resize Canvas... from the main menu.

2. In the Resize Canvas dialog, enter values in the Width and Height fields then navigate to the New
Dimensions field set and select one of the following measurement unit options from the drop-down:

Pixels: Resizes the image to specific dimensions in pixels.

Inches: Resizes the image to specific dimensions in in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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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imeters: Resizes the image to specific dimensions in centimeters.

Percent: Resizes the image to a percentage of the original.

3. To maintain a specific width to height ratio, navigate to the Aspect Ratio drop-down and select any
value other than "Aspect ratio not preserved". The following options from the Aspect Ratio drop-down
list will preserve or set an aspect ratio:

Original: Maintains the original image's width to height ratio.

1 x 1: Forces the width and height to be equal.

2 x 3: Forces a width to height ratio of 2:3.

3 x 2: Forces a width to height ratio of 3:2.

3 x 5: Forces a width to height ratio of 3:5.

5 x 3: Forces a width to height ratio of 5:3.

Custom...: Applies a custom ratio. Enter a width to height ratio in the Custom Aspect Ratio
dialog box. Custom ratios are automatically saved to the Aspect Ratio drop-down list after
clicking the OK button in the Custom Aspect Ratio dialog box.

4. Optional: From the Anchor field, select an anchor to dictate the resizing starting point.

5. In the Resolution field, enter a Dots Per Inch value to set image quality (the lower the number, the less
quality).

6.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Click OK to apply any changes and close the Resize tool.

Click Cancel to discard all changes and close the tool.

Resizing Tips

Maintain image quality by reducing images only by 33%, 50%, or 66%. Other percentages can distort the
aspect ratio.

Avoid resizing an image repeatedly. Each resizing places image pixels using a slightly different
orientation. As a result, multiple resizes can change the overall color and appearance of the image. If a
first resize attempt does not produce the desired result, click the Undo button.

Avoid increasing the size of an image. Increasing image size makes the image's pixels more apparent,
causing a grainy effect.

Rotating an Image

Images can be rotated at common preset angles or custom angles.

To rotate an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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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lect Document | Rotate from the main menu.

2. Select one of the following:

180o: Rotates the image 180 degrees so that the image appears upside-down compared to the
original.

90o Clockwise: Rotates the image 90 degrees to the right.

90o Counter Clockwise: Rotates the image 90 degrees to the left.

Arbitrary...: Opens the Rotate Canvas dialog. Enter a numeric value in the Angle field, then
select either the oClockwise or o Counterclockwise radio button. Click the OK button to proceed.

自动色阶

自动色阶滤镜自动校正图像的曝光度。使用自动色阶滤镜使图像中最暗的像素变得更暗，

最亮的像素变得更亮。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自动校正图像的色阶：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曝光 /光线 |自动色阶，或者按 Alt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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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此滤镜具有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选项卡 (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 。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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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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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雾

除雾滤镜恢复图像的对比度、细节和丢失的颜色。此工具对于雾霾中拍摄的图像特别有

用。当灰尘、烟雾或其他颗粒掩盖图像 ( 尤其是天空 ) 的清晰度时，会发生雾霾。

要对图像除雾：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曝光 /光线 |除雾，或者按 H。

2. 拖动数量滑块以调整校正的强度。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此滤镜具有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选项卡 (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 。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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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淡与加深

通过控制所选区域颜色的光线与强度，可增强相片并提高对比度。使相片减淡、加深、提高

饱和度和降低饱和度可强调并勾画出形状、增强和减弱颜色以及添加阴影和高光。

减淡与加深工具调亮或调暗相片中的区域而不会影响其它区域。此工具通常用于调亮曝

光不足的区域或调暗曝光过度的区域。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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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淡与加深部分图像

要打开“减淡与加深”工具：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曝光/光线 |减淡与加深，或者按 D。

要调亮或调暗相片中的区域：

1. 在操作字段集中，启用减淡工具来调亮区域，或启用加深工具以调暗区域。

2. 在工具设置字段集中，启用要调整的区域：阴影、中间调或者高光。

3. 拖动范围滑块以对阴影或高光内的目标区域进行微调。增加范围可扩大受影响的色调范

围，而减小范围则会缩小受影响的色调范围。

4. 在画笔设置字段集中，从以下首选项设置中选择：

拖动笔尖宽度滑块以选择画笔大小。

拖动羽化滑块以使笔触边缘变柔和。

拖动强度滑块以调整笔触的强度。

5. 拖动到要调亮或调暗的图像区域上。

6.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调整范围滑块时，会以灰度图像的形式显示受画笔影响的图像区域的预览。预览图

像中的像素越亮，受画笔影响的程度就越大。纯白色的区域会受到完全的影响，黑

色区域则完全不受影响。为获得最佳效果，可将范围滑块移动到要减淡或加深的像

素呈现白色，而要保留不受影响的区域呈现黑色的位置。

滚动鼠标滚轮来快速调整画笔的大小，或使用 Shift + 鼠标滚轮来调整羽化值。

要提高或降低相片中区域的饱和度：

1. 启用饱和度工具以强化颜色，或选择降低饱和度工具以减弱颜色。

2. 在工具设置字段集中，启用鲜艳复选框以针对饱和度较低的颜色并防止皮肤色调过度饱

和。

3. 在画笔设置字段集中，从以下首选项设置中启用：

拖动笔尖宽度滑块以选择画笔大小。

拖动羽化滑块以使笔画边缘变柔和。

拖动强度滑块以调整笔画的强度。

4. 拖动到要调亮或调暗的图像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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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曝光

曝光滤镜调整图像的曝光度、对比度以及填充光线。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调整图像曝光度：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曝光 /光线 |曝光，或者按 Alt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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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其它选项卡上设置选项。

单击确定以应用任何更改并关闭工具。

单击取消以放弃所有更改并关闭工具。

“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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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此滤镜具有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选项卡 (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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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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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阶

色阶滤镜精确调整图像的对比度和光线色阶。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调整图像色阶：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曝光 /光线 |色阶，或者按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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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应用以应用任何更改。

单击确定以应用任何更改并关闭色阶工具。

单击取消以放弃所有更改并关闭工具。

“色阶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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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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使用

数字显示框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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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使用数字显示框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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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使

用数字显示框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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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调整对比度：自动分析并调整图像对比度。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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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调整颜色与亮度：自动分析并调整图像颜色与亮度。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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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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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所选滴管在图像中单击时，RGB数字会变化以反映滴管下方像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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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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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滤镜具有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选项卡 (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 。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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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线均衡 (Light EQ)

光线均衡 (Light EQ™) 滤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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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 EQ™) 滤镜的一个很有用的好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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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光线均衡 (Light EQ™) 滤镜有四个选项卡，每个选项卡都与一种调整技术相关联，它们以不

同的方式实现结果。此外，还有多个键盘快捷方式与鼠标快捷方式可供调整相片自身的特

定区域。

四个光线均衡 (Light EQ™) 选项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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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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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图编

辑 完整地分析相片，然后自动设置各个滑块的位置。也可以直接单击图像区域，为该区域

自动生成最佳设置 (通常是相片的主体 )。

标准选项卡：同声音均衡器类似，只不过这里是光线。使用每个色带的滑块独立调整图像

中不同色带 (相对明亮或暗淡的区域 )的亮度与对比度。有一个图形显示应用于整个色调

范围的调亮或调暗量。图形中的灰色区域是建议的调整边界，以免剪切和丢失细节，变红

表示滑块已经调整得多到足以剪切掉一些细节。

高级选项卡：提供对图像中亮度与对比度的极大控制。使用四个滑块可以构建基本的调整

曲线，然后可以通过在图形区域内或图像自身上进行单击与拖动来手工调整曲线。

要打开“光线均衡 (Light EQ™)”滤镜：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曝光/光线 |光线均衡 (Light EQ™)，或按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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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步选项卡

在线均衡 (Light EQ™) 滤镜中打开图像时，默认设置 1 步选项卡并自动调整图像的曝光。使

用数量滑块可进行进一步调整。

“基本”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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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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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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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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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 单击以应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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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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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选项卡

标准选项卡有两组滑块。上面的一组用于

调亮。下面的一组用于调暗。每个滑块上

由暗到亮的渐变表示您向上移动滑块 (上
面的一排滑块 )时会调亮色带，向下移动

滑块 (底下的一排 )会调暗该色带。

两组滑块之间的是从黑到白的两个水平

条。这些条表示最左侧的滑块影响暗淡的

色带。右侧的滑块影响明亮的色带。移动

滑块会更改该特定色带的光线强度。

在色带的中间是两个图形，在调整滑块时

这两个图形会随之变化，代表图像该色带

区的调暗与调亮程度。两个灰色图形显示

丢失细节之前您可以应用的最大调亮或

调暗亮。如果滑块推得太远，将呈现明亮

的粉红色，从而会掩盖掉一些细节。

要增加色带内的对比度，请分别拖动上下的滑块相同的量，以同时应用调亮与调暗。上面

的图形的顶部与下面的图形的底部之间的区域显示对比度的增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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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标准”选项卡：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根据要调整的光线带上下拖动色带滑块。

在数值框中输入准确的数值，或增加已有的数值，以便进行精确调整。

单击色带数下拉列表以增加或减少色带滑块数量。

单击自动按钮以自动应用这些设置。

拖动调亮滑块以调亮图像的暗淡区域。

拖动调暗滑块以调暗图像的明亮区域。

拖动对比度滑块以增加图像的对比度。

拖动填充光线滑块以调亮图像的暗淡区域。

使用鼠标左键单击并向上拖动以调亮相片的暗淡区域。请注意防止丢失细节 (显示

在图形中的粉红色部分 )。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并向下拖动以调暗相片的明亮区域。请注意防止丢失细节 (显示

在图形中的粉红色部分 )。

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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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选项卡

滑块

高级选项卡有两个滑块用于调亮 (振幅和

自定义曲线 )，两个滑块用于调暗 (振幅和

自定义曲线 )。自定义曲线滑块控制调整

曲线的形状，而振幅滑块则控制曲线的高

度。

调亮或调暗的量越多，给图像中的明暗对

比所施加的平衡更多。振幅滑块可增加调

亮或调暗效果的强度。

工具底部的缩放滑块可从整体上调整对

亮度局部变化的敏感度。向左移动此滑块

使调整对于小块区域的亮度变化更敏感，

这对有些图像效果很好。不过对于大多数

的图像，将滑块保持在默认位置效果最

好。可以调整对比度滑块降低或增加对比

度，或使用填充光线滑块来调亮图像中的

暗淡区域。

图形

在“调亮”与“调暗”控件之间，有两个灰色图形，显示在开始丢失一些细节 ( 显示为明亮的粉

红色 ) 之前，可应用的最大调亮或调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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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拖动“调亮”、“调暗”及“振幅”滑块时，会出现两个彩色曲线并随之变化 -这些曲线指示图

像色调范围内应用的调亮与调暗量。暗淡的色调区域在左侧，明亮的色调区域在右侧。在

图像上移动光标时，图形中出现一个垂直线条，指示色调范围内光标下的区域的色调级

别。由于调亮与调暗的色调级别不必相同，此时会有两个线条。这是由于调亮对于最大颜

色值更敏感，而调暗则对最小颜色值更敏感。

高级选项卡非常独特，可以手工调整曲线，不管是在图形上，还是在实际的相片上。对相

片所作的调整会反映到图形上的曲线中。在图形上所作的调整也会反映到相片上。

要增加色调范围内的对比度而不更改亮度，请分别拖动上下的曲线相同的量，以同时应用

调亮与调暗。上面的图形的顶部与下面的图形的底部之间的区域显示对比度的增加量。

要使用“高级”选项卡：

1.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拖动调亮或调暗滑块以调整明亮或暗淡像素。拖动时，将出现一条灰色曲线指示

调整。

使用鼠标左键单击并向上拖动以调亮相片的暗淡区域。请注意防止丢失细节 (显示

在图形中的粉红色部分 )。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并向下拖动以调暗相片的明亮区域。请注意防止丢失细节 (显示

在图形中的粉红色部分 )。

向右拖动缩放滑块使调整对于较小区域的亮度变化更敏感。

拖动对比度滑块以增加或降低图像的对比度。

拖动填充光线滑块以给图像中的暗淡区域添加光线。

使用下表所示的任何选项进行调整，包括对图像本身的调整。

2.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调整 ”选项 -“高级 ”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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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操作 结果

滑块

拖动调亮 向右：增加应用于暗淡区域的调亮程度。

向左：给图像的所有区域应用更一致的调亮效果。

(手动更改曲线或对图像进行调整时，滑块的名称

变为自定义曲线。)

拖动调暗 向右：增加应用于图像中明亮区域的调暗程度。

向左：给图像的所有区域应用更一致的调暗效果。

拖动振幅 (调亮 ) 向右：增加图像上所有区域的调亮强度。此时曲线

的高度增加。

向左：降低调亮强度，降低曲线高度。

如果振幅滑块在 0 位置：不应用调亮效果。

如果振幅为 100 - 200，按比例出现一定量的细节

丢失。

在大多数情况中，没有必要调整振幅。

拖动振幅 (调暗 ) 向右：增加图像上所有区域的调暗强度。此时下面

曲线的高度增加。

向左：降低调暗强度，降低曲线高度。

拖动缩放 向左：使工具对较小区域的亮度变化更为敏感。

这表示可独立调整更小的区域。通常默认缩放值

10 能产生最佳的效果，但如果图像包含需要调亮

的小细节，采用更低的缩放值可以获得更好的效

果。

在图形上

拖动图形 (上方 ) 在图形本身上单击并向上拖动会使图形发生改

变。图形代表正在进行的调亮调整量。暗灰色图

形代表在开始丢失细节 (粉红色 )之前，可以拖动

图形的最大限度。

图形的高度代表应用于每个色调级别的调亮程

度。(色调从左侧的黑色移动到右侧的白色。)

直接在图形或图像上进行调亮或调暗时，相应的

“调亮 ”或 “调暗 ”滑块变为自定义曲线。变为自定

义曲线之后调整滑块的位置，则会丢弃直接在曲

线上所作的全部调整。

直接在图形或图像上进行调亮或调暗调整时，相

应的调亮或调暗振幅滑块发生变化，以指示当前



ACDSee宝图编辑

Page 220 of 303

区域 操作 结果

的曲线振幅。

拖动图形 (下方 ) 右键单击并向下拖动图形时图形发生改变。图形

代表正在进行的调暗调整量。暗灰色图形代表在

开始丢失细节 (粉红色 )之前，可以拖动图形的最

大限度。

可以将下面应用于图像的所

有快捷方式直接应用于图形

自身。

更改图形上的色带，图像中会发生相应的更改。

对于精细调整特定的色带，这非常有用。

在图像上

双击 (使用鼠标左键 ) 自动将 “调亮 ”设置为适合该图像区域的最佳设

置。对于较亮的区域 (如面部 )效果最好。

用鼠标右键双击

(或者 Shift + 用鼠标左键双

击 )

自动将 “调暗 ”设置为适合该图像区域的最佳设

置。

Ctrl + 使用鼠标左键双击 增加该色调级别的调亮程度，同时减少图像其余

部分的调亮程度。

使用此方法可快速调亮特定的主体或区域，使之

在图像中更为突出。

Ctrl + 使用鼠标右键双击 增加该色调级别周围的调暗程度，同时降低图像

其余部分的调暗程度。

上下滚动 (在图像上使用鼠

标滚轮 )
增加或降低应用于图像中该色调级别的调亮程

度。此时图像与图形都会显示所作的更改。

Shift + 滚动 (在图像上使用鼠

标滚轮 )
增加或减少应用于图像中该色调级别的调暗程

度。

按住 "A" 
+ 滚动

或者  + 使用鼠标左键拖动

直接设置调亮 “振幅 ”滑块。

按住 "A" + Shift
+ 滚动或者

+ 使用鼠标右键拖动

直接设置调暗 “振幅 ”滑块。

单击并拖动 (使用鼠标左键

在图像中上下拖动 )
增加或降低应用于图像中该色调级别的调亮程

度。此时图像与图形都会显示所作的更改。

(图像为实际大小 -没有缩放 -时才起作用。)



ACDSee宝图编辑

Page 221 of 303

区域 操作 结果

Shift + 单击并拖动 (使用鼠

标左键在图像中上下拖

动 )。

增加或减少应用于图像中该色调级别的调暗程

度。

(图像为实际大小 -没有缩放 -时才起作用。)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此滤镜具有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选项卡 (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 。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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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调曲线

色调曲线滤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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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调整图像曲线：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曝光 /光线 |色调曲线，或者按 U。

2.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应用以应用任何更改。

单击确定以应用任何更改并关闭色调工具。

单击取消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色调曲线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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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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添加一个新的节点。要去掉某

个节点，可将节点向上或向下拖动至图形之外。

颜色选取器 将光标拖到图像上，将光标更改为颜色选取器，该颜色选取器提供选

取器当前位置的 RGB值。在图像所需色调的位置单击，将相应的点添

加到调整曲线。

此滤镜具有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选项卡 (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 。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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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平衡

白平衡滤镜删除图像中不需要的色相。例如，如果落日的相片色相有些偏红，可以使用白

平衡工具来消除它。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消除图像中的色偏：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颜色 |白平衡，或按 A。

2.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白平衡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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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温 左 (更多蓝色 )右 (更多黄色 )拖动色温滑块可选择特定的色温。

色泽 左 (更多洋红 )右 (更多绿色 )拖动色泽滑块可匹配拍摄相片时选择的白

平衡设置。

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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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 单击自动按钮可让 宝图编辑 分析和校正图像。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此滤镜具有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选项卡 (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 。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如果并不能轻松得到所需的效果，可以尝试单击不同深浅的白色或灰色的图像区

域。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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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均衡

颜色均衡
TM

滤镜 ( 色调、饱和度、对比度以及亮度 ) 可调整图像的整体颜色或者分别调整各

个颜色。高级工具可以对颜色进行精细调整和增强，也可以完全更改图像中的各个颜色。

颜色均衡
TM

滤镜对于更改图像中的单个颜色非常有用。例如，如果图像上有一辆黄色的汽

车，则可以使用饱和度选项卡来让黄色饱和，或者使用亮度选项卡来将黄色调亮。在色调

选项卡中，可以将汽车的颜色从黄色改为粉红色。在对比度选项卡中，可以调整黄色的对

比度，并使用平衡滑块来针对该对比度调整定位亮度范围。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如果图像上有一辆黄色的汽车，并以黄色建筑物作为背景，可以使用选择范围工具

仅更改汽车的颜色。使用选择范围工具选择汽车，然后应用颜色调整。

要调整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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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颜色 |颜色均衡，或按 O。

2.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以应用任何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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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均衡
TM

”选项

从颜色均衡对话框的顶部选择高质量模式或标准模式。要单独调整各颜色，请右键单击图

像中的某个颜色并上下拖动来调整。在高质量模式中，所作更改将反映在颜色滑块中，而

在标准模式则会反映在图形中。该功能在饱和度、亮度、色调和对比度选项卡中可用。



ACDSee宝图编辑

Page 225 of 303

高质量 单独调整图像中的颜色。“高质量”模式使用较新、较流

行的颜色模型，可以进行具有更视觉冲击力和更高质量

的调整。

颜色均衡 通过向右拖动滑块以增加强度或向左拖动以降低强度来

分别调整每种颜色。您还可以通过在字段中输入数值来

进行精确调整。或者将光标放置在图像上直到出现双向

箭头的图标，以便选择某种颜色来调整。然后单击并上

下拖动，可调整位于双向箭头图标下方的颜色。移动光

标时，将自动调整受影响的颜色滑块。

饱和度 颜色饱和度调整可以在红色、橙

色、黄色、绿色、青色、蓝色、紫

色和洋红色的色带中进行。向右

拖动滑块可获得更高的强度，向

左拖动滑块可获得更低的颜色强

度。也可以在滑块右侧以 0 - 100
的标度输入级别数值。

亮度 颜色亮度调整可以在红色、橙

色、黄色、绿色、青色、蓝色、紫

色和洋红色的色带中进行。向右

拖动滑块可获得更高的强度，向

左拖动滑块可获得更低的颜色强

度。级别也可以在滑块右侧以 0 -
100的标度输入数值。

色调 颜色色调调整可以在红色、橙

色、黄色、绿色、青色、蓝色、紫

色和洋红色的色带中进行。向右

拖动滑块可获得更高的强度，向

左拖动滑块可获得更低的颜色强

度。也可以在滑块右侧以 0 - 100
的标度输入级别数值。

对比度 对比度调整可以在红色、橙色、

黄色、绿色、青色、蓝色、紫色和

洋红色的色带中进行。向右拖动

滑块可获得更高的强度，向左拖

动滑块可获得更低的颜色强度。

每个颜色的色带还有一个相邻的

平衡滑块，范围从 -100到 +100。
也可以在滑块右侧输入级别数

值。

全局调整

鲜艳 拖动滑块来调整图像的鲜艳度，

而不影响皮肤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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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度 拖动滑块以调整图像的饱和度。

颜色偏移 拖动滑块可调整图像中的颜色偏

移量。

色调 拖动滑块以调整图像的色调。

亮度 拖动滑块以调整图像的亮度。

红 拖动滑块可调整图像中的红色

量。

绿 拖动滑块可调整图像中的绿色

量。

蓝 拖动滑块可调整图像中的蓝色

量。

标准 可以单独调整各颜色或进行整体调整。

鲜艳 拖动滑块来调整图像的鲜艳度，

而不影响皮肤色调。

垂直滑块 对整个图像应用调整。左侧的

主滑块对选项卡有以下影响：

饱和度：从饱和调整到灰

度。

亮度：调整图像中的颜色明

暗。

色调：更改为不同的颜色。

还可以在字段中输入数字进行

精确调整。

单独的颜色滑块 使用单独的滑块调整各个颜色。

选择要调整的颜色，单击滑块并

进行拖动。还可以通过在字段中

输入数值来进行精确调整。

直接调整图像 将光标放置在图像上直到出现

双向箭头的图标。然后单击并

上下拖动，可调整位于双向箭

头图标下方的颜色。移动光标

时，将自动调整曲线控制与受

影响的颜色滑块。图形中的黑

色向下箭头指示图像中正在调

整哪个颜色。

曲线在图形中会显示为黑色，

无法直接对其进行调整。要应

用进一步的调整，可以调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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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曲线。调整白色曲线时，黑

色曲线将自动做出相应调整。

还可以通过在字段中输入数值

来进行精确调整。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此滤镜具有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选项卡 (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 。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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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换为黑白

通过控制红、绿、蓝等通道的亮度以及总体亮度可以创建丰富的灰度图像。使用转换成黑

白滤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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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鼠标悬停在每个滑块上，并观察小预览图上的效果，可以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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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创建灰度图像：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颜色 |转换成黑白，或按 W。

2.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以应用任何更改并关闭工具。

单击取消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灰度选项

转换成黑白对话框内的预览窗口将反映使用当前滑块所做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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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度”选项卡

在亮度选项卡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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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提高或降低每个颜色的对比度。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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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住 Shift键，同时单击并拖动图像以定位颜色的相应平衡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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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量和色调滑块可将颜色添加回图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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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滤镜具有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选项卡 (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 。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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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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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分色调

拆分色调是一种源自电影摄影的强大技术，用于对高光与阴影染色。

拆分色调滤镜可以创造性地控制高光与阴影的色相与饱和度。使用滑块可调整相片高光

与阴影的色调平衡。拆分色调为 宝图编辑 的 RAW转换和无损编辑过程增加了创造性的元

素。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调整高光和阴影：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颜色 |拆分色调，或按 Alt + T。

2.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以应用任何更改并关闭工具。

单击取消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拆分色调选项

高光

色调 向右拖动滑块可选择高光颜色。

饱和度 向右拖动滑块可提高图像高光中指定颜色的饱和度。

阴影

色调 向右拖动滑块可选择阴影颜色。

饱和度 向右拖动滑块可提高图像阴影中指定颜色的饱和度。

平衡 向右拖动滑块可突出高光颜色；向左拖动可突出阴影颜色。例如，如

果滑块设置为最大值 50，则会完全突出高光颜色；如果滑块设置为

最小值 -50，则会完全突出阴影颜色。

可先使用高级颜色工具减少相片饱和度，然后使用拆分色调工具应用红褐色色相，

从而创建深褐色色调效果。也可以用来创建略带色泽的黑白相片。



ACDSee宝图编辑

Page 230 of 303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此滤镜具有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选项卡 (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 。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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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调轮

每个图像中的颜色都分为高光、中间调和阴影。在“冲印”模式下使用色调轮滤镜，可向图

像中的某些色调添加色彩。每个色调轮都有两个弯曲滑块。左侧的弯曲滑块是饱和度滑

块，右侧的滑块是亮度滑块。色调轮可以用于精确地调整色相。

要使用色调轮来调整颜色：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颜色 |色调轮，或按 Alt + Q。

2. 通过单击并拖动色调轮内的目标点，或使用图像本身上的相关滴管来选择需要编辑的色

相。在图像上移动滴管时，请注意有一个名为色相指示器的点在色调轮上移动，以显示悬

停的颜色在色调轮上的位置。这三个滴管与相关的色调调轮有关。还可以通过单击选中

并将其拖离色调轮边缘或远离色调轮中心，以优化选择的饱和度。饱和度较底的颜色位

于色调轮的中心，饱和度较高的颜色位于色调轮的边缘。将目标点向色调轮外侧移动会

增加色调饱和度。向内移动时则会降低色调饱和度。

3. 选择色相后，可以增加所选色调的饱和度和 /或亮度。

4.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应用以应用任何更改。

单击确定以应用任何更改并关闭工具。

单击取消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要重置任何更改，请右键单击相关滑块或色轮以重置所有更改。

此滤镜具有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选项卡 (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 。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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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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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平衡

使用颜色平衡滤镜可调整图像的颜色值。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调整图像的颜色：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颜色 |颜色平衡。

2. 如下表所述调整滑块。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应用以应用任何更改。

单击确定以应用任何更改并关闭工具。

单击取消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颜色平衡 ”选项

鲜艳 提升图像的颜色，同时避免影响皮肤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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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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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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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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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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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滤镜具有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选项卡 (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 。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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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对话框

选择或应用某一颜色时，“颜色”对话框出现在 宝图编辑 中的多个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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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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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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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轮

色轮滤镜通过更改颜色的饱和度、色调、亮度、对比度和对比度平衡调整图像中的精确颜

色。色轮工具调整平滑度，其作用类似于使用羽化工具柔化颜色的边缘。色轮滤镜特别适

用于一般的要求，例如使碧空更蓝，或者使幽暗的水变亮，以呈现波光粼粼的湖泊。

要使用色轮调整颜色：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颜色 |色轮，或按 Alt + H。

2. 使用工具栏中的任何选择工具选择图像的一个区域，或从主菜单选择 |全部进行选择。

3. 通过单击并拖动色轮的部分或者在图像上使用滴管来选择要编辑的颜色。在图像上移动

滴管时，会看到一个称为色调指示器的点在围绕色轮移动，以显示所悬停的颜色在色轮上

的位置。

4. 要优化选择，可通过单击并拖动色轮选区边缘上的双箭头，增加或减小颜色选区的大小。

或者，还可以通过单击选区并将其拖离色轮的边缘或拖离色轮的中心来优化选区的颜色

饱和度。饱和度较低的颜色位于色轮的中心，饱和度较高的颜色位于色轮的边缘。

5.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6.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应用以应用任何更改。

单击确定以应用任何更改并关闭工具。

单击取消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要重置任何更改，请右键单击相关滑块或色轮以重置所有更改。

“色轮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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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转色轮上的选定颜色 要反转所选颜色，请单击反转色轮上的选定颜色图标。

按住可预览选区蒙版 要查看色轮选区，请按住图标以预览选区蒙版。

自动预览所选范围 启用复选框自动预览图像中所选区域内的选定范围。

平滑度 使用平滑度滑块调整选区的边缘，以类似于羽化的方式柔

化或锐化选区边缘的分界点。

饱和度 向左滑动可降低饱和度，向右滑动可增加饱和度。

色调 向左或向右滑动以调整色调。

亮度 向左滑动可降低亮度，向右滑动可提高亮度。

对比度 向左滑动可降低对比度，向右滑动可提高对比度。

对比度平衡 在调整对比度后调整对比度平衡，无论将对比度应用于图

像中的浅色还是深色，这种平衡都会发生变化。

要使用色轮调整多种颜色：

进行初始色轮编辑后，通过单击色轮图标旁边的绿色加号 +，使用其他色轮来更改其他颜

色。

要删除其他色轮：

在单击应用或确定按钮之前，都可以删除其他色轮。

要删除其他色轮，请单击色轮列表旁边的红色 X。

此滤镜具有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选项卡 (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 。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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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 LUT

“颜色 LUT”代表颜色查找表。颜色 LUT是指示 宝图编辑 或相关程序将特定 RGB值映射到其

它特定颜色值的列表。您可以导入 LUT并将其用作 宝图编辑 中的滤镜。可以像使用任何其

它滤镜一样应用 LUT，还可以从调整图层创建自定义 LUT。颜色 LUT支持的文件类型是 .3DL
和 .C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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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将颜色 LUT作为调整图层应用。

要将颜色 LUT 应用于图像：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颜色 |颜色 LUT，或按 Alt + M。

2. 在颜色 LUT 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 LUT。该 LUT将立即应用。

单击导入 LUT 按钮。在打开对话框中，浏览到存储 LUT文件的位置，然后单击打

开。LUT被立即应用。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接受更改并关闭面板。

单击取消放弃更改并关闭面板。

如果所导入 LUT文件的位置已更改，则在颜色 LUT对话框重新将其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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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刷新列表按钮。

要删除颜色 LUT：

1. 在颜色 LUT对话框中，单击删除 LUT 按钮。

2. 在删除 LUT 对话框中，切换要删除的 LUT旁边的复选框。

3. 单击删除 LUT。

创建颜色 LUT

要创建颜色 LUT：

使用调整图层创建自定义 LUT。添加多个调整图层并进行配置，以实现所需的 LUT，或使用

以下调整图层创建 LUT：

l 曝光

l 色阶

l 曲线

l 光线均衡 (Light EQ™)

l 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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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鲜艳度

l 颜色均衡

l RGB

l 分离色调

l 添加颜色

l 黑白

l 负片

l 相片效果

l 渐变映射

l 渐变映射

l 阈值

不能从常规图层创建 LUT。

自定义的 LUT将不考虑蒙版。

1. 打开一个图像，添加一个或多个调整图层并根据需要配置其设置。

2. 选择工具 |创建 LUT...

3. 在创建 LUT 对话框中，如下表所述配置设置。

4. 单击保存按钮。

5. 输入 LUT名称，然后单击保存。自定义的 LUT将立即添加到颜色 LUT 对话框中的列表和颜

色 LUT调整图层下拉列表中。

“创建 LUT”选项

描述
(可选 )输入 LUT描述。这对于与他人共享新的 LUT非常

有用。

版权
(可选 )输入 LUT版权。这对于与他人共享新的 LUT非常

有用。

格式 选择 3DL 或 CUBE 作为 LUT文件格式。

质量 选择 LUT质量。较高的质量设置将使创建的文件更大。

此滤镜具有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选项卡 (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 。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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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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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锐化

锐化滤镜通过增强中等与高对比度边缘来锐化图像。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使用“锐化”工具锐化图像：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细节 |锐化，或按 Alt + N。

2. 按如下所述设置图像。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以应用任何更改并关闭工具。

单击取消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锐化 ”选项

数量 通过增强边缘的对比度，以指定所应用锐化的强度。

半径 控制像素数量以调整边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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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版 让锐化更针对边缘，同时降低对杂点和纹理的锐化效果。要查看蒙版影

响的区域，请在移动蒙版滑块时按 Alt 键。受锐化影响的区域会显示为

白色。

细节 通过降低强度来抑制光晕 ( 极度锐化在边缘周围形成的光圈 ) 。值越

高，降低的越多。

阈值 在锐化边缘内的像素前，指定边缘内像素亮度值的差异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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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通过设置阈值来增强边缘，同

时将背景杂点降至最低。

100% 预览 单击100%预览框中的预览图，可比较应用滤镜前后的图像。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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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滤镜具有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选项卡 (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 。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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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糊

模糊滤镜将各种类型的模糊应用于图像。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模糊图像：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细节 |模糊，或按 Alt + U。

2. 在 “ 模糊 ”对话框中，导航到模糊类型部分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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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确定以应用任何更改并关闭工具。

单击取消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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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滑块

向右拖

动可增

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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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滑块

向右拖

动可增

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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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滑块

向右拖

动可增

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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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DSee宝图编辑

Page 240 of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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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滑块

向右拖

动可增

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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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滑块

向右拖

动可增

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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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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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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滑块

向右拖

动可增

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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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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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块向

右拖动

可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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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滤镜具有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选项卡 (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 。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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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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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杂点数量都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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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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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杂点是指图像中颜色的随机变化。

杂点影响视觉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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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杂点工具消除图像中的亮度与颜色杂

点。

添加杂点

添加杂点滤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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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将杂点添加到图像：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细节 |杂点，或按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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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确定以应用任何更改并关闭工具。

单击取消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添加杂点 ”选项



ACDSee宝图编辑

Page 244 of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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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随机：随机选择颜色。

l 单色：产生黑白杂点像素。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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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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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成新的随机参数，

请单击随机按钮。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此滤镜具有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选项卡 (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 。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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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杂点

消除杂点滤镜将杂点从图像中消除，同时保留图像细节。

使用消除杂点滤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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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从图像中消除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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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细节 |杂点，或按 N。

2. 选择消除杂点选项卡。

3. 从杂点类型部分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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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以应用任何更改并关闭工具。

单击取消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消除杂点 | 杂点类型选项

相机杂点消除 消除数码相机杂点。调整相关的下述滑块可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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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选项

保留图像的细线条、垂直线

条以及水平线条。

祛除斑点 消除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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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此滤镜具有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选项卡 (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 。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将效果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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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晰度

清晰度滤镜可让图像的细节更为明确。使用清晰度滤镜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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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调整图像清晰度：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细节 |清晰度，或按 Alt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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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确定以应用任何更改并关闭工具。

单击取消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在数值框中输入数值可按增量进行精确调整。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此滤镜具有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选项卡 (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Pixel

Targeting( 像素定位 ) ) 。

使用编辑模式画笔 将清晰度工具绘制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使用渐变工具可以将此效果过渡到图像的指定区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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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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节画笔

要突出重要的相片细节，并取消突出其他细节，可以使用细节画笔滤镜。细节画笔滤镜的

影响是累积式的，这意味着这种工具使用模糊选项越多地涂刷特定区域，该区域就会变得

越模糊。

自定义设置可以保存为预设值，以便日后使用。预设值可以从预设值下拉列表选

择，或通过单击相邻的“保存”图标进行保存。

要调整细节：

1. 从主菜单选择滤镜 |细节 |细节画笔，或按 I。

2.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3. 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确定以应用任何更改并关闭工具。

单击取消以丢弃所有更改并关闭此工具。

“细节画笔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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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选择要执行的操作 :

模糊

锐化

工具设置

模糊没有任何工具设置。如果选择了锐化，请进行以下设置：

半径 控制像素数量以调整边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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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阈值 在锐化边缘内的像素前，指定边缘内像素亮度值的差异

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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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议通过设置阈值来增强边缘，同时将背景杂点降至最低。

画笔设置

笔尖宽度 拖动滑块以选择画笔大小。

羽化 拖动块可使笔触边缘变柔和。

强度 拖动滑块可确定锐化或模糊的强度。

在数值框中输入数值可按增量进行精确调整。

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滤镜简介

虽然某些滤镜确实使用复杂的算法，但其他滤镜几乎与其等效的调整图层完全相同。

滤镜有两个明确特征：

l 他们允许比调整图层更好的控制和自定义。

l 它们是无损操作。

宝图编辑 中的滤镜可通过从主菜单选择滤镜来访问。

滤镜在以下子菜单标题下分类：

l 修复

l 添加

l 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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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曝光和光线

l 颜色

l 细节

将文件加载到层叠中

要将多个文件加载到一个图像中，并将层叠中的每个图像指定到单独的图层，请使用层叠

命令。

要将文件加载到层叠中：

1. 从主菜单中选择文件|新建层叠 ...。

2. 在新建层叠对话框中，选择要包含在层叠中的图像。

3. 单击打开按钮。

在大图像上运行层叠命令将需要大量内存。

层叠时有 50张图像限制。

创建 HDR 图像

高动态范围成像 (HDR)是一种用于数字图像处理的技术，用于将一系列具有不同曝光的图

像组合在一起，以产生具有最佳整体范围的图像。使用 HDR工具可以创建具有更大动态范

围亮度的新图像。理想情况下，使用 HDR工具的图像将包括良好平衡范围的高光和阴影。

有关获得最佳结果的其他提示，请参见下文。

用于 HDR 的拍摄照片

如果想更有可能生成高质量的结果，请在拍摄用于 HDR的图像时遵循以下说明：

l 使用快门速度改变曝光。也就是说，改变光圈设置会改变景深，从而导致质量较差的结果。

同样，改变 ISO 或光圈可能会产生杂点或晕影。将 ISO 设置为最低值。

l 通常，请勿使用相机的自动包围曝光功能，因为曝光变化不够显著。

l 确保场景不包含运动中的特征。HDR用于具有曝光变化的同一场景的照片。

l 使用三脚架保持相机稳定。

l 使用相机的定时器避免相机晃动。

l 使图像之间的焦点和变焦保持恒定。

l 以 RAW 而非 JPEG拍摄。这将提供更大的范围和灵活性。

l 确保最暗的曝光的深阴影中能看到细节。

l 确保图像的任何区域在最亮的曝光中不会曝光过度。

l 确保图像组是 “平衡的 ”(即该组图像的中间图像具有充分曝光的中间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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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使用的照片数量超过下表中所建议的数量，会导致由于对齐不当和重影而造成的不必要

伪影。

相机包围曝光设置 用于创建 HDR 图像的最佳曝光数

-1.0 到 +1.0 3

-2.0 到 +2.0 5

-3.0 到 +3.0 7

要创建 HDR 图像：

1. 从主菜单选择文件 |新建 HDR 合并 ...。

选择的图像必须具有相同的尺寸。

2. 在 HDR 中打开对话框，选择要合并的图像，然后单击打开。

3. 在 HDR 对话框中，从预设值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预设值，然后单击确定按钮。

在大图像上运行 HDR将需要大量内存。

执行 HDR时有 50张图像限制。

使用叠焦合并

叠焦合并一系列具有不同焦距的图像。通过将多个不同聚焦区域的图像组合在一起，可以

创建具有更大景深的新图像。

要使用叠焦：

1. 从主菜单选择文件 |新建焦点合并 ...。

选择的图像必须具有相同的尺寸。

2. 在叠焦对话框中，选择要合并的图像。

3. 单击打开按钮。

在大图像上运行叠焦命令将需要大量内存。

叠焦时有 50张图像限制。

不能在单个图像上执行叠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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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工具

使用绘画工具可将线条与形状 ( 如正方形、圆形与箭头 ) 添加到图像。其他选项包括调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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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工具栏上选择绘图工具 (请参阅工具栏和工具属性栏 )。

2. 可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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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还可以使用“图层编辑器”顶部的“颜色”窗格

即时访问调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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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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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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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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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鼠标右键单击滑块可重设为默认值。

工具栏和工具属性栏

以下详细说明显示区域左侧工具栏中包含的图标，及其在显示区域正上方工具属性栏中

的相关工具。

手形工具

手形工具用于移动相片在图像窗格中的可见部分。如需了解可启用/禁用以实现在界面中

可见性的窗格列表，请导航至窗口主菜单项。

移动

移动工具用于选择图层内容。选择图层后，移动工具用于移动或调整所选内容的大小。移动工

具使工具属性栏中的内容变为将对象垂直、水平或对角贴齐的工具。

使用移动工具可移动图像和文本图层及选择内容，以及旋转图像和调整图层大小。可以在已创

建对象各自的图层上移动和旋转对象，如圆形和线条等。(参阅添加图层。)选择移动工具，然后

单击并拖动图层如果要在对象自己的图层上移动对象，选择图层，然后单击图像上的对象并将

其拖到所需的位置。

蒙版可以与图层链接或取消链接，允许移动工具仅对蒙版或对蒙版和图层的链接组合进行操

作。

可以使用方向键逐像素移动图层。

使用工具属性栏中的 “贴齐到 ”按钮将图像、文本或对象贴齐到左侧、右侧、顶部、底部、中心和

各角。启用工具属性栏中的网格按钮可在图像上显示网格。这在进行精确放置时非常有用。

要确保在调整大小时保持图层的纵横比，可启用工具属性栏中的锁定纵横比复选框，然后从图

层的一角进行拖动。锁定纵横比复选框默认启用。

要旋转图像、文本或对象，请将光标悬停在图像、文本或对象中心的旋转手柄上，直到光标变为

圆形箭头。然后，顺时针或逆时针拖动光标。在旋转时按住 Shift 键，还可以将旋转锁定为每次

45° 角。

使用移动工具可以移动参考线。参阅添加标尺和参考线。

要提交移动，请单击工具属性栏中的确定按钮。要放弃移动并返回图像的原始位置，按请单击

取消按钮。

可以将图层移出图像区域外、提交图层，然后再次按移动工具按钮并将其移回图像区域，而不

会丢失图像数据。在将文件另存为 .gsd，关闭并在以后重新打开它之后，可以取回移动的图层。

移动工具是无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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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属性栏中的关联项目

项目 图标或类型 描述

确定 按钮 保存使用移动工具所做的任何更改。

不覆盖原始文件。

取消 按钮 删除使用移动工具所做的任何更改。

仅在单击提交按钮之前可用。

锁定长宽比 复选框 启用后，图像的长宽比将被锁定，图

像在移动的同时其原始比例保持不

变。

显示网格 启用或禁用参考网格。

贴齐到左侧 将所选图像与画布左侧对齐。

贴齐到右侧 将所选图像与画布右侧对齐。

贴齐到顶部 将所选图像与画布顶部对齐。

贴齐到底部 将所选图像与画布底部对齐。

贴齐中间 将所选图像与画布中心对齐。

贴齐到左上角 将所选图像与画布左上角对齐。

贴齐到右上角 将所选图像与画布右上角对齐。

贴齐到左下角 将所选图像与画布左下角对齐。

贴齐到右下角 将所选图像与画布右下角对齐。

裁剪工具

裁剪工具用于删除照片的某些部分，以形成对主体的聚焦或通过消除干扰来增强整体构

图。除了裁剪之外，裁剪工具还可用于通过抓住四个角点之一并移动鼠标来扩大画布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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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旋转图像。

对于所有操作，视觉参考提供实际图像裁剪或拉直的交互式预览。

工具属性栏中的关联项目

提示或名称 图标或类型 描述

确定 按钮 保存使用调整画布大小工具所做的任

何更改。不覆盖原始文件。

取消 按钮 删除使用调整画布大小工具所做的任

何更改。仅在单击提交按钮之前可

用。

宽度 字段 用于指定所选图层的所需宽度。

高度 字段 用于指定所选图层的所需高度。

单位 下拉列表 用于指定宽度和高度输入值所需的测

量单位。

删除裁剪的像素 复选框 用于从所有图层 (不仅仅是所选图层 )
中删除像素。

显示网格 启用或禁用参考网格。

选取框选择工具

矩形选择工具用于在所选图层上绘制矩形或正方形选择框。在图像上拖

动可创建矩形。在绘制时按 Shift 可创建正方形。

椭圆形选择工具用于在所选图层上绘制圆形选择框。在图像上拖动可创

建椭圆形。在绘制时按 Shift 可创建圆形。

工具属性栏中的关联项目

小贴士 图标 工具 描述

新建选区 矩形、椭圆形 用于在图层上执行新

的矩形选择。

添加到选区 矩形、椭圆形 将新的矩形选区添加

到图层上的现有矩形

选区。

从选区中去除 矩形、椭圆形 从所选图层中删除矩

形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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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图标 工具 描述

按住可预览选区蒙版 矩形、椭圆形 单击并按住图标可预

览所选区域。

套索选择工具

套索选择工具用于在所选图层上绘制徒手选择区域。与作为封闭环并且

绘制的内容构成选区的选取框选择工具不同，套索选择工具是一个开放

环，必须在连接两端后才能选择围住的区域。

多边形套索选择工具用于在所选图层上绘制徒手选择区域。与作为封闭

环并且绘制的内容构成选区的选取框选择工具不同，套索选择工具是一

个开放环，必须在连接两端后才能选择围住的区域。

工具属性栏中的关联项目

提示或名称 图标或类型 工具 描述

新建选区 套索、多边形套索 用于在图层上执行新

的套索选择。

添加到选区 套索、多边形套索 将新的套索选区添加

到图层上的现有套索

选区。

从选区中去除 套索、多边形套索 从所选图层中删除套

索选区。

按住可预览选区蒙版 套索、多边形套索 单击并按住图标可预

览所选区域。

预览 复选框 多边形套索 启用可在进行选择时

提供带阴影的内部。

快速选择工具

画笔选择工具用于在图层中使用画笔选择一个手工绘制的区域。与本身

是开放环而必须在两端连接才能执行选择的套索选择工具不同，快速选

择工具是一个封闭环，绘制的区域构成选择区域。

魔术棒工具用于选择颜色一致的区域 (例如黄色花朵)，无需追踪其轮廓。

指定颜色、亮度或 RGB范围，并设置相对于原始单击颜色的容差。与必须

在两端连接才能执行选择的开放环套索选择工具不同，快速选择工具是

一个封闭环，绘制的区域构成选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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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属性栏中的关联项目

名称 类型 工具 描述

强度 滑块 画笔选择 用于设置画笔工具在选

择像素时的有效性。在

完全强度下，画笔会选择

画笔宽度中的每个像

素。在较低的设置下，将

选择画笔宽度中较窄的

一组像素。

智能刷涂 下拉列表 画笔选择 改变画笔所做出选择的

类型。画笔可以处于智能

涂刷模式 (颜色、亮度、

魔术 )，也可以关闭，从

而只允许使用像素进行

选择。

容差 滑块 画笔选择 仅当智能刷涂下拉菜单

设置为“亮度”、“颜色”或
“RGB”时可用。滑块确定

画笔对目标像素的有效

性。以像素为单位输入

一个值，范围从 0到

100。较高的值比较低的

值更有效。

画笔宽度 滑块 画笔选择 用于指定所需的画笔宽

度。选项包括笔尖宽度

和羽化。

新建选区 魔术棒 用于在图层上执行新的

套索选择。

添加到选区 魔术棒 将新的套索选区添加到

图层上的现有套索选

区。

从选区中去除 魔术棒 从所选图层中删除套索

选区。

按住可预览选区蒙版 魔术棒 单击并按住图标可预览

所选区域。

魔术棒类型 下拉列表 魔术棒 从下拉列表中进行选择

来指定魔术棒的目标图

像组件：“亮度”、“颜色”
或“R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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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工具 描述

阈值 滑块 魔术棒 确定选择图像组件时魔

术棒的有效性。滑动到

以像素为单位的值，范

围从 0到 255。较低的值

选择较少的像素。较高

的值选择更宽的像素范

围。

相连 复选框 魔术棒 启用以仅选择使用相同

亮度、颜色或 RBG值的相

邻区域。禁用以使用相

同的所选组件对整个图

像中所有像素进行选

择。

滴管

吸管工具用于从所选图层中进行颜色选择。颜色选择将填充到工具栏底部的交换颜色工

具中。

使用滴管工具可从图像中选择颜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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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绘图工具 ( 例如画笔工具 ) 应用此颜色。

通过右键单击图像可选择背景颜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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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开鼠标按键时，该颜色将被选中并显示在面板右上角的颜色框中。

画笔

画笔工具用于将交换颜色工具中的所选颜色应用到所选图层。

在图像上拖动可绘制自由线条。鼠标左键单击可绘制前景色，右键单击可绘制背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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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或调整下拉菜单中笔尖宽度下方的羽化滑

块。

可以使用历史面板底部的撤消和重复按钮单独撤消和重复每个笔画。

工具属性栏中的关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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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混合 下拉列表 设置所选画笔颜色和原始图像

之间的混合类型。

阻光度 滑块 设置画笔所完成结果的阻光度

水平。

画笔宽度 下拉列表 用于指定所需的画笔宽度。选

项包括笔尖宽度和羽化。

填充

填充用于将交换颜色工具中的所选颜色应用到所选对象、区域或图层。选择填充按钮，并

单击一个像素，可使用所选颜色填充具有相同颜色值的每个像素。所选择的颜色在颜色框

中定义，如下所述。使用阈值滑块可调整要包含或排除的像素数。阈值滑块设置像素需要

与所选择的颜色多么相似才能被包含在选择范围中。启用工具属性栏中的相连复选框可

填充相同颜色的所有相连像素。

工具属性栏中的关联项目

名称 类型 描述

混合 下拉列表 设置所选画笔颜色和原始图像

之间的混合类型。

阻光度 滑块 设置画笔所完成结果的阻光度

水平。

阈值 滑块 设置像素需要与所选像素多么

相似才能被包含在选择范围

中。

相连 复选框 填充所有具有相同颜色的相连

像素。

渐变工具

渐变工具用于在图像上应用渐变。渐变工具应用在与图像相同的图层中。可使用线性渐变

工具绘制横穿图像的渐变，也可使用径向渐变工具绘制围绕一个区域的渐变。从工具栏选

择渐变工具，然后使用工具属性栏中的选项配置颜色、阻光度和混合模式。对于径向渐

变，选择工具属性栏中的径向渐变按钮。然后通过在图像上拖动来绘制渐变。要丢弃渐

变，请按工具属性栏中的取消按钮。根据需要重新布置渐变，然后按工具属性栏中的确定

按钮。通过按 Ctrl + Z或选择编辑 |撤消，或者通过使用历史记录窗格撤消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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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属性栏中的关联项目

名称 类型 描述

确定 按钮 保存使用调整画布大小工具所

做的任何更改。不覆盖原始文

件。

取消 按钮 删除使用调整画布大小工具所

做的任何更改。仅在单击提交

按钮之前可用。

混合 下拉列表 设置渐变和原始图像之间的混

合类型。

阻光度 滑块 设置所应用渐变的阻光度水

平。

线性渐变 按钮 将线性渐变工具设置为渐变工

具的类型。

径向渐变 按钮 将径向渐变工具设置为渐变工

具的类型，并添加羽化滑块用于

细化原始图像和径向渐变之间

的边缘。

绘画工具

矩形工具用于在图像上绘制矩形。矩形工具使用工具栏底部交换颜色工

具中设置的颜色。填充复选框默认启用。

椭圆工具用于在图像上绘制一个圆圈。椭圆工具使用工具栏底部交换颜

色工具中设置的颜色。填充复选框默认启用。

多边形工具用于在图像上绘制一个八边形圆圈。多边形工具使用工具栏

底部交换颜色工具中设置的颜色。单击可设置多边形的角点，然后双击

连接起点和终点以完成多边形。填充复选框默认启用。

直线工具用于在图像上绘制直线。直线工具使用工具栏底部交换颜色工

具中设置的颜色。在图像上拖动可绘制一条直线。绘制时按 Shift 可创建

垂直或水平线。

箭头工具用于在图像上绘制箭头。箭头工具使用工具栏底部交换颜色工

具中设置的颜色。在图像上拖动可创建箭头。绘制时按 Shift 可创建垂直

或水平箭头。

曲线工具用于在图像上绘制曲线。曲线工具使用工具栏底部交换颜色工

具中设置的颜色。在图像上拖动可然后释放。接下来，移动鼠标可创建曲

线，单击可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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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属性栏中的关联项目

名称 类型 工具 描述

混合 下拉列表 矩形、椭圆、多边形、直

线、箭头、曲线

设置绘画工具和原始图

像之间的混合类型。

阻光度 滑块 矩形、椭圆、多边形、直

线、箭头、曲线

设置画笔所完成结果的

阻光度水平。

边框宽度 滑块 矩形、椭圆、多边形、直

线、箭头、曲线

用于指定所需的矩形边

框宽度。选项包括笔尖

宽度。

填充 复选框 矩形、椭圆、多边形 用所选颜色填充绘画工

具的内部。

文本

文本工具用于将文本作为图层添加到图像。

工具属性中的关联项目

提示或名称 图标或类型 描述

字体 下拉列表 包含可应用于文本的可用字体

列表。

字体粗细 下拉列表 包含可应用于文本的可用字体

粗细列表。

字体大小 下拉列表 包含可应用于文本的可用字体

大小列表。

字体颜色 颜色选择器 包含一个可用于将颜色应用于

文本的颜色选择轮。

粗体 将字体加粗。

斜体 对字体进行斜体处理。

下划线 为字体添加下划线。

左侧对齐 将文本与文本框的左边距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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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或名称 图标或类型 描述

居中对齐 将文本与文本框的中心对齐。

右侧对齐 将文本与文本框的右边距对齐。

Fx(图层效果 ) 按钮 打开用于将效果应用到图层的

图层效果对话框。

有关图层效果的更多信息 ...

文本类型 下拉列表 设置添加到图像的文本类

型：“动态”、“路径”或“边框”。

文本类型

动态

当文本框的大小改变时，动态文本会改变框内文本的大小，以随着文本框的大小而增加或

减小。

路径

路径文本指示文本采用的精确路径。

边框

在边框文本中，文本框大小的增加或减小不会影响边框内文本的大小。

文本类型操作和组合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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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文本

移动光标 移动文本框。

调整光标大小 等比缩放文本框的大小。

Shift 键 + 调整光标大小 不等比缩放文本框的大小 (自由形状 )。

旋转光标 旋转文本框。

Shift 键 + 旋转光标 以 45度为单位递增旋转。

路径文本

移动光标 移动整个路径。

移动锚点光标 移动锚点。

添加锚点光标 添加一个新的锚点。

右键单击 + 添加锚点光标 删除锚点。

Ctrl键 + 移动光标 调整路径大小 (包括文本 )。

Alt 键 + 移动光标 旋转路径。

边框文本

移动光标 移动文本框。

调整光标大小 不等比缩放文本框的大小 (自由形状 )。

Shift 键 + 调整光标大小 等比缩放文本框的大小。

旋转光标 旋转文本框。

Shift 键 + 旋转光标 以 45度为单位递增旋转。

橡皮擦

橡皮擦工具用于从所选图层删除像素。使用橡皮擦工具可擦除像素。要擦除图层上的像素

以显示下方的图层，请在“图层编辑器”中选择第二图层或更高图层，然后在图像中要擦除

的像素上拖动光标。此工具修改像素的 Alpha通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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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属性中的关联项目

名称 类型 描述

阻光度 滑块 设置橡皮擦所完成结果的阻光

度水平。

橡皮擦宽度 下拉列表 用于指定所需的橡皮擦宽度和

有效性。选项包括笔尖宽度、羽

化、间距和使用自动间距复选

框。

智能擦除画笔

智能擦除画笔用于从所选图层中删除不需要的元素。

工具属性中的关联项目

名称 类型 描述

橡皮擦宽度 下拉列表 用于指定所需的智能橡皮擦宽

度和有效性。选项包括笔尖宽

度。

“颜色”对话框

选择或应用某一颜色时，“颜色”对话框出现在 宝图编辑 中的多个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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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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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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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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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器

编辑器由五个独特的区域组成：

l 显示区域

l 工具栏

l 工具属性栏

l 菜单栏

l 编辑窗格

显示区域

显示区域占据编辑器中央的大部分空间，是显示图像的地方。显示区域中的图像将在外观

上发生变化，以反映通过 宝图编辑 滤镜和工具进行的编辑。

打开的图像文件名显示在图像的选项卡中，靠左位于图像上方。

每个图像选项卡都有一个右键菜单，如下所述。

图像选项卡右键单击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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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 将图像保存为 ACDSee 数据库中的 .gsd文件，无法编辑文件名。

另存为 ... 打开图像另存为对话框。

使用新名称或格式保存已冲印好图像的副本。

使用新名称或格式保存已编辑好图像的副本。

图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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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类别信息，如评级。

保留原始图像的冲印设置：将变更应用至原始图像，同时也应

用到所保存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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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 16 位数据：保留图像中的 16 位数据。

关闭 关闭当前选项卡，同时显示“保存”提示。

关闭所有 关闭所有图像，同时显示“保存”提示。

关闭所有未修改内容 关闭所有未修改的图像，同时不显示“保存”提示。

关闭除此之外的所有

内容

关闭当前选项卡外的所有图像，同时不显示“保存”提示。

新文档 ... 打开用于设置新文档参数的新图像对话框。

打开文档 ... 打开打开对话框，以用于选择现有图像打开于ACDSee 宝图编辑

在资源管理器中显

示 ...
在资源管理器实例中打开文件的存储位置。

要从打开的图像中打开另一个图像：

1. 单击加号图标以打开新文档对话框。

2. 从对话框左侧部分的四个选项卡中进行选择：相片、纸张和自定义。

3. 在新建文件窗格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l 使用默认参数

l 选择预设值

l 自定义图像属性

4. 单击打开按钮，在新显示区域选项卡中打开新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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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建新的空白图像，请按照上述步骤操作，但在步骤 4中单击创建按钮。

“新文档 ”对话框选项

预设值

预设值 预设值下拉列表设为 “默认 ”，以保持所有设置应用于图像字段

集。或者也可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预设值以接受一组自定义的图

像参数。

打开新建预设值对话框。输入预设值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按钮

将新预设值填充到预设值下拉列表中。新的预设值将由图像字

段集中设置的参数构成。建议在完成新建预设值对话框之前完

成图像字段集中的所有自定义。

将预设值从预设值下拉列表中删除。

图像字段集

宽度 输入一个值来确定图像宽度。

高度 输入一个值来确定图像高度。

单位 从下拉菜单中进行选择，以确定宽度和高度字段的度量单位。选

项包括：“厘米 ”、“英寸 ”和 “像素 ”。

方向 单击相应的图标将图像的方向指定为纵向或横向。

分辨率 指定图像的每英寸点数 (DPI)。DPI越高，图像质量越好，图像文

件也越大。

颜色模式 指定图像的颜色模型。选项包括：“32 位 RGBA”和 “64 位 RGBA”。位

数越高，图像质量越好，图像文件也越大。

背景内容 从下拉菜单中进行选择以确定图像背景的组成。选项包括：“黑
色”、“自定义”、“透明”和“白色”。设置背景内容的另一种方法是使

用颜色选取器。

要更改“显示区域”工具提示类型：

1. 在编辑器中，从主菜单中选择工具|选项 ...。

2. 在选项对话框中，从左侧窗格选择显示。

3. 在显示窗格中，导航到选项卡工具提示字段集。

4. 启用以下选项之一来更改工具提示类型：

l 文件名：工具提示显示文件名。

l 文件位置：工具提示显示文件位置。

l 文件名：不显示工具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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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确定按钮。

工具栏

工具栏位于显示区域的左侧，包含：

l 主屏幕切换

l 宝图编辑所有的编辑、移动和选择工具

l 前景 /背景颜色切换

主屏幕切换

主屏幕位于工具栏顶部，切换图像的编辑器屏幕和主屏幕之间的翻转。主屏幕的功能与上

述新文档对话框的功能相同。

编辑、移动和选择工具

编辑、移动和选择工具及其相关联的工具属性字段记录在工具栏和工具属性栏部分中。

前景 /背景颜色切换

前景/背景颜色切换位于工具栏的底部，由三个组件组成：

l 重设颜色

l 交换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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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颜色选取器

前景 /背景颜色切换组件

重设颜色 将前景颜色和背景颜色重设为默认值。黑色是默认

的前景颜色。白色是默认的背景颜色。

交换颜色 将背景颜色替换为前景颜色。

颜色选取器 单击前景方形可打开前景颜色选取器。单击背景方

形可打开背景颜色选取器。在任一对话框中，从标准

或自定义选项卡中选择一种颜色，或单击选择 ...按
钮使用滴管从打开的图像中选区颜色。

工具属性栏

显示区域正上方的栏称为工具属性栏，其动态填充与工具栏中所选工具相关联的可编辑

字段。每个工具的工具属性字段都记录在工具栏和工具属性栏部分中。

菜单栏

菜单栏是位于屏幕顶部的水平栏，其中包含 宝图编辑 功能的下拉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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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栏填充有以下菜单标题：

l 文件

l 编辑

l 文档

l 图层

l 选择

l 过滤器

l 工具

l 视图

l 窗口

l 帮助

“编辑”窗格

编辑窗格由四个独特的部分组成：

l 撤销 /重复设置

l 直方图 /颜色 /快速操作

l 图层 /调整

l 导航器和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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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消 /重复设置栏

撤消/重复设置栏位于编辑窗格顶部，由三个图标组成：

l 撤销图标

l 历史记录窗口图标

l 重复图标

撤消 /重复设置图标

撤消 单击可删除对图像所做的最后一个更改。撤消单击的次数没有

限制。

历史记录窗口 单击可打开历史记录窗口。使用全部撤消按钮可清除图像的历

史记录。

重复 将最近撤消的更改重新加回图像中。

直方图 /颜色 /快速操作

直方图/颜色/快速操作窗格位于撤消/重复设置窗格下方和图层/调整窗格上方，由三个选

项卡组成：

l ”直方图 “选项卡

l ”颜色 “选项卡

l ”快速操作 “选项卡

“直方图”选项卡

直方图是表示图像中每个颜色通道颜色强度分布的图形。直方图提供了每个颜色通道中像

素浓度水平的图形表示。图形每端的峰值指示裁剪掉的颜色。在调整曝光度时，保持直方

图窗口打开将很有帮助，因为直方图反映了所有最近的调整。

要显示并使用直方图：

1. 从主菜单选择窗口 |直方图。

2. 在直方图选项卡中，启用或禁用以下复选框：

l R：显示或隐藏红色通道。

l G：显示或隐藏绿色通道。

l B：显示或隐藏蓝色通道。

l L：显示或隐藏图像的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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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选项卡

颜色选项卡包含一个颜色选择工具，可用于选择颜色值。使用滑块可更改颜色类型，并在

颜色窗口中移动选择器以选择颜色。

要使用颜色选择工具：

1. 使用工具栏中选择的任何绘画工具，调整颜色选项卡中的颜色滑块来查找所需的颜色组。

2. 通过在相邻的颜色窗口中移动光标来微调颜色选择。

3. 使用绘画工具查看应用于图像的所选颜色。

“快速操作”选项卡

快速操作选项卡包含用于一键执行常见任务的预构建工具。下面描述了“快速操作”选项。

“快速操作 ”选项卡选项

删除背景 单击可在蒙版中隔离主体并删除背景。不选择主体。

选择主体 单击可选择主体并保持背景。

模糊背景 单击以模糊背景。不选择主体。

黑白背景 单击可将彩色背景更改为黑白背景。不选择主体。

”图层 /调整“窗格

图层/调整窗格位于直方图/颜色窗格下方和历史记录窗格上方，由两个选项卡组成：

l 图层选项卡

l 调整选项卡

“导航器和历史记录”窗格

导航器和历史记录窗格由两个选项卡组成：

l 导航器选项卡

l 历史记录选项卡

“导航器”选项卡

导航器选项卡显示图像相对于整个原始图像的缩放部分。如果图像未缩放，则仅在导航器

选项卡中显示原始图像。如果图像已缩放，则选取框将突出显示已缩放的部分。

要在导航器选项卡中执行缩放操作，将图像下方的滑块向右移动可放大，向左移动可缩

小，或者在相邻的字段中输入数值以获得更精确的缩放级别。

“导航器 ”右键单击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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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 允许导航器选项卡在单独的窗口中浮动。

驻靠 将浮动的导航器选项卡固定，回到“编辑”窗格中。

隐藏
将导航器选项卡从视图中移除。要使导航器选项卡返回到编辑窗

格，请从主菜单中选择窗口 |导航器。

“历史记录”选项卡

历史记录选项卡位于编辑窗格的底部，包含在图像上执行的先前操作的列表。双击历史记

录选项卡列表项可将其从列表中删除。

历史记录选项卡可用来查看对图像所做的一系列更改。还可以使用历史记录选项卡在编

辑序列中跳转并恢复至先前应用的调整。例如，如果对图像应用了一系列调整 ( 例如颜色

调整、然后进行锐化和曝光调整 ) ，通过历史记录选项卡可以回退其中几个步骤，返回到只

对相片应用过颜色调整的状态。

要在编辑窗格中显示历史记录选项卡，请从主菜单选择窗口 |历史记录。

要返回至特定的调整，请在窗格中选择所需的调整，然后双击，或者选择全部撤消以撤消

所有调整。

直方图/颜色窗格、图层/调整窗格以及导航器和历史记录窗格都可以在“编辑”窗格

驻靠和取消驻靠。

ACDSee RAW选项

可以使用ACDSee宝图编辑选项对话框更改ACDSee RAW选项。

要设置ACDSee RAW选项：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工具 |选项 ...。

2. 在ACDSee宝图编辑选项对话框中，选择ACDSee RAW。

3. 设置或更改下述选项。

4. 单击确定以接受更改。

ACDSee RAW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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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在ACDSee RAW中为RAW文件启用快速图像切换 在加

载

RAW
文件

时显

示

RAW
文件

的

JPEG
版

本。

自动保存所有ACDSee RAW调整 对

RAW
图像

所做

的所

有更

改都

保存

在

XMP
附属

文件

中，

直到

RAW
文件

更改

保存

为

JPE
G。

ACDSee相片编辑器选项

选项对话框可用于配置 宝图编辑 的设置。

要设置“编辑器”选项：

1. 从菜单选择工具 |选项 ...。

2. 在选项对话框中，选择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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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如下所述配置选项。

4. 单击确定以应用任何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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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保存不适用于 RAW 图像。

GPU 选择 为了确保最佳性能，宝图编辑 的某些部分将会消耗 GPU。宝图编辑 会

自动选择系统中最好的 GPU。由 ACDSee 相片编辑器决定选项默认启

用。当 由 ACDSee 相片编辑器决定启用时，该选项旁边会显示 GPU 型

号文本，指定 宝图编辑 是正在消耗主 GPU，还是 宝图编辑 检测到的

更优秀的另一个 GPU。在大多数情况下，宝图编辑 检测到并确定为最

佳 GPU 的将是同一个：您的主 GPU。

l 使用主：启用此选项使用主 GPU 而不是 宝图编辑 选择的 GPU。
l 由 ACDSee 相片编辑器决定：选择此选项可使用 宝图编辑 找到的

更佳 GPU。

Adobe® Photoshop®
插件路径

显示任何 Photoshop® 插件的硬盘位置路径 (这将告诉 宝图编辑 在何处

找到插件 )。该路径指向已存储 Photoshop® 插件的位置。

要更改或添加位置，请单击添加 ...按钮，然后浏览到该位置，选择它，

然后单击选择文件夹。

要删除位置，请选择该位置，然后单击删除。

要将插件移动到列出的位置，请选择该位置并单击打开文件夹，然后

将任意插件拖到该文件夹中。

颜色管理

宝图编辑 的“颜色管理”选项可帮助减少设备 ( 如计算机、显示器和打印机 ) 之间的颜色匹

配问题。宝图编辑 将自动检测指定给显示器的颜色配置文件 ( 如果显示器在操作系统中的

设置正确 ) 。建议定期使用颜色管理硬件与软件来配置显示器。

在更改颜色管理设置之前，确保对于打算使用的每个设备都有准确的颜色配置文件。如果

设备的软件中没有包含配置文件，则可以从设备厂商处获取颜色配置文件，或是从专业打

印机中去获取。

颜色管理可能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如果不熟悉颜色管理系统，建议接受 宝图编辑

中默认的颜色管理设置。

要设置“颜色管理”选项：

1. 从菜单选择工具 |选项 ...。

2. 在选项对话框中，选择颜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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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颜色管理页面，设置或更改下述任何选项。

4. 单击确定以接受任何更改。

“颜色管理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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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集 字段 描述

启用

启用颜色管理 在 宝图编辑 中激活颜色管理系统以及此对话

框中的各个字段。

颜色管理引擎 从颜色管理引擎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输入

默认输入配置文件 指定在未使用 ICC配置文件标记图像的情况

下，要使用的默认颜色配置文件。

软打样

启用软打样 从一系列设备配置文件中进行选择以进行显

示器模拟打样。选择一个连接的打印机配置文

件作为模拟设备，然后在现实器上预览打印机

的输出 (软打样 )。

模拟设备配置文件 选择要模拟的设备。

颜色空间转换方法 当部分颜色与输出设备的颜色空间不符时的

一种处理策略。策略选项包括：

色度感知：压缩整个图像的所有颜色，从

而将目标颜色空间外部的颜色重新映射到

空间以内。由于所有颜色都更趋向于中性

颜色并且远离目标颜色空间边缘的饱和

色，因此颜色的饱和度会降低。

相对色度：将色域之外的所有颜色映射至

色域内最接近的颜色。超出输出设备可渲

染范围的颜色会被调整至设备能显示的最

接近的颜色。

饱和度：保留颜色的饱和度，可能会影响

色相与亮度。此方法对于需要鲜艳图像，

同时保持图像之间明显对比的商业应用

(如图片 )来说最有益。

绝对色度：超出输出设备可渲染范围的颜

色会被调整至可渲染的最接近的颜色。但

白色点不会移动，这可能会导致颜色与白

色点之间的差距发生变化。

配置文件的详情 有关配置文件列表的详细说明，请单击配置文

件详细信息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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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软打样菜单中可提供软打样项目，包括“启用”、“色度感知”、“相对色度”、“饱
和度”和“绝对色度”。

显示

显示对话框可用于更改窗口背景。

要设置显示：

1. 从菜单选择工具 |选项 ...。

2. 在选项对话框中，选择显示。

3. 在显示页面上，设置或更改下述选项。

4. 单击确定以接受任何更改。

“显示 ”选项

字段集 字段 描述

背景

默认颜色 使用默认的 宝图编辑 颜色作为背景

自定义颜色 指定用作背景的颜色。

“标尺和参考线 ”选项

选项对话框可用于配置标尺和参考线的设置。

要设置“标尺和参考线”选项：

1. 从菜单选择工具 |选项 ...。

2. 在选项对话框中，选择标尺和参考线。

3. 按如下所述设置选项。

4. 单击确定以应用任何更改。

“标尺和参考线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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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集 字段 描述

参考线

颜色 选择参考线颜色。

标尺

DPI 通过将图层的像素值除以每英寸的点数 (DPI)来确

定标尺比例。

从 EXIF元数据加载

分辨率

启用此复选框后，EXIF元数据值将覆盖 DPI 字段中

的值。

单位

选择标尺的度量单位：

l 英寸

l 厘米

l 像素

l 百分比

将文本添加到页面

在打印对话框中，可以将页眉和页脚添加到打印页面，在图像下方可添加标题。

要将标题添加到打印的图像上：

1. 在打印对话框中，选择标题选项卡。

2. 启用使用标题文本复选框。

3. 单击字体 ...按钮以打开字体对话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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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页眉选项卡并启用使用页眉文本复选框。

选择页脚选项卡并启用使用页脚文本复选框。

2. 单击字体 ...按钮以打开字体对话框，并设置字体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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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文本框中，输入要显示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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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打印布局

在打印对话框中，可以创建自定义打印布局并将其存储为打印选项。

要创建自定义打印格式：

1. 在打印对话框中，启用整页单选按钮。

2. 在打印格式区域中，单击添加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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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大小与位置

打印对话框中的页面设置选项卡可用于调整和控制图像进行打印的大小，以及所打印图

像在每个页面上的位置。

“页面设置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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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位置 指定图像在每个页面上的位置。

边距 指定边距大小。输入数值，或单击顶部、底部、左侧、

右侧数字显示框中的箭头来修改值。

打印份数 指定每个图像打印多少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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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图像布

局方向。如果启用根据打印格式自动旋转图片复选

框，打印实用程序会根据打印的图像，将每个页面更

改到最合适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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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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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根据打印格式缩小图像：将图像缩小到打印格

式之内，然后打印整个图像。

打印调整

打印对话框调整选项卡上的设置可以用来补偿特定于相连打印机的特性，例如打印机处

理曝光的方式。

建议仅在打印后调整这些设置，以便更好地确定打印机可能需要的任何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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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菜单选择文件 |打印。

2. 在打印对话框的调整选项卡，根据需要调整曝光、对比度或者清晰度滑块。

3. 单击打印。

打印机选项

使用 ACDSee打印图像时，务必在打印对话框的打印机选项中指定要使用的打印机并设置

打印机选项。

打印机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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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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相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打印机生产

厂家提供的帮助文件或手册。

纸张大小 指定纸张的大小，如 如纸张、法律专用纸、A4。

方向 指定页面方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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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全部：打印文档中的所有页面。

l 页码范围：打印指定页码的页面。在字段中输入打印

内容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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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英寸包含的像素点就越多，打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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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方形：重新调整图像大小时，会显示明显的方块或锯

齿。

l 三角：对于图像缩小和放大都能产生较好的效果，但

会产生明显的过渡带。

l 双三次：对于写实相片和不规则、复杂的图像而言可

以产生很好的效果。使用插值法可将放大图像造成的

粗糙感降至最低。

l 贝尔：使图像平滑。

l B样条：产生平滑的过渡，但可能会使图像变得过于模

糊。

l Lanczos：产生最清晰的图像，但也可能会导致一些环移

痕迹。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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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打印图像应用伽玛校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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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越高，图像看起来

越亮；值越低，图像看起来越暗。

颜色管理 从下拉菜单可以选择是允许打印机管理颜色，还是使用

ACDSee 管理颜色。

使用 ACDSee 管理颜色：

l 打印机配置文件：在电脑当前存储的所有打印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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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选择。向下滚动以找到与当前所选打印机相符

的配置文件。

l 颜色空间转换：用于处理当部分颜色与输出设备的颜

色空间不符的情况。

l 软打样：预览使用当前所选打印机配置文件所生成的

打印输出是什么样子。

l 色域警告：在预览模式下显示打印机无法重现的颜

色。此时，将选择最接近的可用颜色。“颜色空间转换 ”
描述了选择另一种颜色的方法。

如需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颜色管理。

使用 EXIF 2.2 打印

(如果可用 )

某些相机可能会捕获 EXIFY信息，可将这些信息与计算机共

享来优化打印效果。如果相机和打印机都支持 EXIF 2.2 打

印，请勾选此选项。

键盘快捷方式

宝图编辑 键盘快捷方式

宝图编辑 中提供了以下键盘快捷方式。



ACDSee宝图编辑

Page 285 of 303

键盘快捷方式 快捷方式

常规

关闭 宝图编辑 ALT + F4

“自定义快捷方式”对话框 CTRL + ALT + SHIFT
+ K

“选项”对话框 ALT + O

帮助文件 ALT + H

退出 CTRL+Q

文件菜单

新建 CTRL + N

打开 CTRL + O

保存 CTRL + S

另存为 CTRL + SHIFT + S

导出 CTRL + ALT + E

编辑

撤消 CTRL + Z

重复 CTRL + SHIFT + Z

复制 CTRL + C

粘贴 CTRL + V

导出 CTRL + SHIFT + V

文件

调整文档大小 CTRL + ALT + I

调整画布大小 CTRL + ALT + C

图层

新建空白图层 CTRL + SHIFT + N

复制 CTRL + J

删除 DELETE/Backspace

重命名 CTRL + ALT + R

曝光 SHIFT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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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快捷方式 快捷方式

色阶 SHIFT + L

曲线 SHIFT + U

光线均衡 (Light EQ) SHIFT + Q

白平衡 SHIFT + A

鲜艳 SHIFT + X

颜色均衡 SHIFT + O

RGB SHIFT + G

新增色彩 SHIFT + F

黑白 SHIFT + W

负片 SHIFT + I

相片效果 SHIFT + P

肤色微调 SHIFT + K

锐化 SHIFT + S

模糊 SHIFT + B

杂点消除 SHIFT + N

分离色调 SHIFT + C

清晰度 SHIFT + R

除雾 SHIFT + H

渐变映射 SHIFT + M

晕影 SHIFT + V

多色调分色 SHIFT + Z

阈值 SHIFT + T

颜色 LUT SHIFT + D

剪辑调整图层 CTRL + ALT + SHIFT
+ C

栅格化文本图层 CTRL + SHIFT + T

向下合并图层 CTRL + SHIFT +
DOWN

拼合图层 CTRL + ALT + 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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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快捷方式 快捷方式

+ E

频率分隔 CTRL + SHIFT + F

图层效果 CTRL + ALT + X

将蒙版添加至选择内容 CTRL + ALT + ,

从选择内容中去除蒙版 CTRL + ALT + -

将蒙版与选择内容相交 CTRL + ALT + =

从选择内容添加蒙版 CTRL + ALT + .

粘贴为蒙版 CTRL + SHIFT + V

设置白蒙版 CTRL + ALT + W

设置黑蒙版 CTRL + ALT + B

反向蒙版 CTRL + ALT + J

启用/禁用蒙版 CTRL + SHIFT + M

删除蒙版 CTRL + SHIFT +
DELETE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 CTRL + ALT + P

切换图层可见性 CTRL + ,

显示所有图层 SHIFT + J

隐藏所有图层 CTRL + SHIFT + Y

图层属性 右键菜单 + 单

击图层

选择

全部 CTRL + A

取消选择 CTRL + D

反转 CTRL + SHIFT + i

细化 SHIFT + ALT + N

删除所选的像素 ALT + DELETE

智能擦除 SHIFT + ALT + F

Pixel Targeting(像素定位 ) CTRL + ALT + P

亮度选项 CTRL + ALT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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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快捷方式 快捷方式

保存选择 SHIFT + ALT + S

加载选择 SHIFT + ALT + L

管理选择 SHIFT + ALT + M

“叠加”选项 SHIFT + ALT + O

滤镜

红眼滤镜 Y

修复工具 ALT + P

肤色微调 K

色差 ALT + Y

添加水印 SHIFT + ALT + W

晕影 ALT + SHIFT + V

特殊效果 CTRL + ALT + S

移轴 SHIFT + ALT + X

粒状 ALT + G

透视校正 ALT + CTRL + D

扭曲校正 ALT + Z

镜头校正 SHIFT + ALT + V

液化 CTRL + SHIFT + ALT
+ L

曝光 ALT + X

色阶 L

自动色阶 ALT + J

色调曲线 CTRL + SHIFT + A

光线均衡 (Light EQ) Q

除雾 CTRL + ALT + H

减淡和加深 D

白平衡 A

颜色均衡 O

色彩平衡 CTRL + SHIFT + 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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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快捷方式 快捷方式

+ C

分离色调 SHIFT + ALT + T

色调轮 ALT + Q

色轮 SHIFT + ALT + H

颜色 LUT ALT + M

锐化 ALT + N

模糊 ALT + U

杂点 N

清晰度 ALT + C

细节画笔 i

工具

自定义快捷方式 CTRL + SHIFT + ALT
+ K

选项 CTRL + O

查看

打样颜色 CTRL + Y

放大按钮 CTRL + +

缩小按钮 CTRL + -

放大鼠标滚轮 CTRL + 向下滚动

缩小鼠标滚轮 CTRL + 向下滚动

适合屏幕 CTRL + 0

全屏模式

在屏幕模式之间切换

标尺 CTRL + T

贴齐到参考线 CTRL + SHIFT + G

清除所有参考线 CTRL + SHIFT + ;

锁定参考线 CTRL + ALT + ;

隐藏参考线 CTR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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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快捷方式 快捷方式

窗口

调整 F4

颜色 F6

直方图 F8

历史记录 F9

信息调色板 F10

图层 F7

导航器 F3

快速操作 F11

工具列

手用 H

移动 V

裁剪 CTRL + SHIFT + C

矩形选择 CTRL + R

椭圆形选择 CTRL + i

套索 CTRL + L

多边形选择 CTRL + P

画笔选择 CTRL + B

魔术棒 CTRL + W

滴管 CTRL + SHIFT + U

画笔 B

填充 CTRL + F

渐变 CTRL + G

曲线 CTRL + SHIFT + B

矩形 U

椭圆 CTRL + SHIFT + E

多边形 CTRL + SHIFT + P

直线 CTRL + SHIFT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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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快捷方式 快捷方式

箭头 CTRL + ALT + A

文本 T

橡皮擦 E

智能擦除画笔 CTRL + E

交换颜色 X

设置前景颜色 [

设置背景颜色 ]

菜单 ALT 命令

文件 ALT + F

编辑 ALT + E

文件 ALT + D

图层 ALT + L

选择 ALT + i

滤镜 ALT + K

工具 ALT + T

查看 ALT + V

窗口 ALT + W

帮助 ALT + H

ACDSee RAW 键盘快捷方式

ACDSee RAW中提供了以下键盘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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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快捷方式 快捷

方式

常规

在所有模式下关闭 ACDSee ALT +
F4

打开“自定义快捷方式”对话框 CTRL
+ ALT
+
SHIFT
+ K

帮助文件 ALT +
H

文件菜单

显示下一个图像 向右

箭头

向下

箭头

Page
Dow
n

3

显示上一个图像 向左

箭头

向上

箭头

Page
Up

9

切换至胶片中的最后一个图像 End

编辑

撤消 CTRL
+ Z

重复 CTRL
+ Y

删除 删除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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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快捷方式 快捷

方式

使图像适合查看区域 Shift
+ 8

使图像宽度适合显示区域 ALT +
向右

箭头

使图像高度适合显示区域 ALT +
向下

箭头

放大 +(加
号 )

缩小 -(减
号 )

切换全屏模式 F

切换直方图打开和关闭 H

切换信息调色板打开和关闭 Ctrl +
Shift
+ I

切换快照窗格打开和关闭 P

打开“冲印预设”窗格 Ctrl +
Shift
+ P

打开“历史记录”窗格 Ctrl +
Shift
+ U

F9

打开“直方图”窗格 Ctrl +
Shift
+ H

F7

H

使用冲印模式

切换画笔控件打开和关闭 B

切换渐变控件打开和关闭 G

切换径向控件打开和关闭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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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快捷方式 快捷

方式

切换到手形工具 空格

键

切换曝光警告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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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A
绝对色度

渲染意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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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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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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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宝图编辑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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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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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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工具，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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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智能刷涂。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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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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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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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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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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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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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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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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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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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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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视扭曲

透视扭曲是由广角和长焦透镜引起的，它扭曲了大物体或远处物体的透视效果。例如，

如果拍摄一座高楼的相片，尽管高楼从上到下宽度相同，但在相片中楼的顶部看起来会

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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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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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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相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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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图编辑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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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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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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刷涂

针对特定颜色、亮度值或颜色和亮度的组合进行涂刷。智能涂刷只会影响值与笔触中心

的像素相似的像素，并可将调整应用于这些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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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图

完整尺寸图像的缩小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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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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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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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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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放

在 宝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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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