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办公室图像处理处处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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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海报 

学术报告会海报、部门各种宣传品 

文档插图 

办公Word/PPT/PDF 

已有文档图片微处理 

网络图片 

部门网站、新闻网插图 

部门公共微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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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阶需求 

Ai，Flash，视频制作 

都离不开图像处理 



图像处理重要，建威，你怎么看？ 

最重要的办公室 

计算机神技能 

没有之一 



图像处理学习进阶表 

1 
2 

3 
4 

Follow me, Study 

指望听完今天的讲座
就成专家了？ 

Photoshop通道路径滤镜 

Photoshop图层处理 

美图秀秀处理简单问题 

了解图像基本知识、 

常见图像处理步骤 

讲座标题不过是噱头 

你想太多了2333333 



重温“卖油翁”的故事 

       陈康肃公尧咨善射，当世无双 ，公亦

以此自矜。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
睨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
颔之。 

       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
乎？”翁曰：“无他， 但手熟尔。”康肃
忿然曰：“尔安敢轻吾射?”翁曰：“以我酌

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
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
曰：“我亦无他， 惟手熟尔。”康肃笑而
遣之。 

 

——欧阳修 
没有捷径 

 

每天勤学苦练作图本领 

真正做到手熟 



需要做的准备 

教程 

软件 

求助

备忘 

重要的参考资料 

图书馆任意借一本Photoshop书 

网络上各种实例的图文教程 

必备软件 

Photoshop（版本越新越好:P） 

美图看看 

美图秀秀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张建威 

&艺术学院全体大神 

QQ: 4548194 

Tel:  86118618 



图形图像基本知识 



图像处理软件分类 

3D作图 
2D作图 

（平面图像处理） 

业界常用 
3D MAX、Maya 

新手常用 
Ulead Cool 3D 

矢量图处理 
Adobe Flash 

FreeHand 
Adobe Illustrator 

 
业界专用 
AutoCAD 

普通位图处理 
Adobe PhotoShop 

 
Fireworks 

 
新手常用 

美图秀秀etc. 
最强大的媒体 

值得做为终极目
标深入学习



图像格式－矢量类图形 

• 矢量图是根据几何特性来绘制图形。MS 
Office里插入的剪贴画就是比较典型的矢量
类图像 

• 特点是：放大后图像不会失真，和分辨率无
关，文件占用空间较小，适用于图形设计、
文字设计和一些标志设计、版式设计 

• 常见的图形格式有：WMF，EMF，ICO等 
• 图像的大小和图像的尺寸无关，和图形的复

杂程度有关 



位图图像格式－BMP 

• BMP 使用非常广，在Windows环境中运行的
图形图像软件都支持BMP图像格式。 

• 保存图像信息最完整，但是由于不采用压缩，
因此，文件所占用的空间很大。 
（举例，1024*768屏幕抓图后生成的.bmp大
概有2.25MB，而同样大小的JPG只有大概只
有80KB） 

• BMP文件的图像深度可选lbit、4bit、8bit
及24bit。 

• BMP文件存储数据时，图像的扫描方式是按
从左到右、从下到上的顺序。  



位图图像格式－压缩类型图片 

• 常见压缩类图像格式: JPEG, GIF, PNG 
• jpeg保留图像色彩，损失图像精度；gif保留
图像精度，损失颜色 

• 人物、风景等高色彩图片宜保存为jpeg，卡通
等图片宜保存为gif 

• 特殊介绍：gif 87a, 89a-> 透明图、交错图、
动画 

• PNG功能全面，可替代GIF和TIFF文件格式，同
时增加一些GIF文件格式所不具备的特性，因
其高保真性、透明性及文件大小较小等特点网
络上应用比较广泛 



实战例子 

1. 介绍第一个神技能PrtScn 
2. 截图说明BMP格式和压缩格式文件大小上的

差异 
3. Office对原始图片的默认压缩 
4. 图片资料获取方式 

• Office文档里图片可另存、可截图 
• 网络上图片素材 

（百度图片，我图网） 
• 相机、扫描、视频截图 
• QQ截图功能的用法 

5. Gif图片简单制作（有基础的话可以试试） 



PhotoShop对数字照片 
处理步骤 



一、确定照片处理后的用途 

 • 打印 
• 照片分辨率要尽量保证，如果是扫描图像，

理想情况>300dpi 
• 网络传输，浏览，MS office插图 

• 不用特别高的分辨率，保证显示质量的情
况下，选择压缩类图像格式JPG,GIF,PNG 



二、选择合适的图像格式 

 • 经常要进行编辑改动的图像，建议保存成psd格
式 

• 成品输出，一般采用JPG或者GIF格式 
• 选择不同压缩类图像的时机 

• JPG适合保存色彩艳丽的图像格式，压缩比
例越高，图像细节越模糊 

• GIF适合保存卡通类纯色彩的图像，压缩比
约高，颜色细节越失真，人物摄影数码相片
一般不适合此格式 



三、图像处理第一步：图像大小 

 • 普通数码相机在默认情况下，照片产生的图像
很大，需要进行调节大小。如300万像素的照片，
生产图像大小可能是2048*1536，这个尺寸在一
般浏览时是不需要的 

• 结合个人电脑的分辨率，可设定最终大小在
640*480-1600*1200左右即可。 

• 我们需要在保证图片精度和质量的情况下，尽
量保证处理后的图片尽可能小 

• 网络传输的图片大小经验值:300K以内 



四、图像处理第二步：图像的成像范围调节 

 • 对数码图像的最终成品范围做精确调节，去除
多余或者不合适的外周景观——完成了二次取
景成像 

• 重点技巧及步骤： 
1. 根据分辨率为4：3，矩形选框工具可采用

此特殊比例也可以固定大小选区 
2. 选区的等比例变换调节 
3. 精确设定最终图像大小 



五、图像处理第三步：亮度和对比度调节 

 • 对图像的亮度对比度进行调节，一般来说，高
亮度、高对比度效果的图像色彩显得比较艳丽，
对扫描的旧照片进行翻新，这一点尤为重要 

• 改变亮度、对比度可以改变照片原本主体对象
的情况，如照相中逆光黑脸、主体光线弱、色
彩失真等，用此方法都会有改善 

• 艺术处理：可将多彩图像处理成灰度图、单彩
图、双色图等（有基础的可以试试） 



六、图像处理第四步：图像细部再加工 

 • 根据不同的需要对图像做更多的细节处理。如：
添加文字、其他艺术处理等 

• 可能利用上的PS技巧包括： 
1. 图层 
2. 蒙版 
3. 滤镜 

• 重点掌握是选择的各种组合操作，这是PS其他
处理的前提和基础 



七、图像处理第五步：输出成品 

 • PhotoShop7.0以上版本，用“储存为Web所有格
式”更方便，可直接在对照情况下，储存为
jpg,Gif或者png格式 



了解美图秀秀（看看） 



选择美图看看 

 • 替代win自带的看图软件和图像浏览器功能 
• 全格式的图像浏览软件，甚至支持看PSD 
(——再也不用每次都用ps打开PSD文件了:P) 

• 没有乱七八糟的附加功能，简单好用 
• 缺点： 
不能图像处理 
（如果会PS当然不需要美图看看了） 
个别格式如佳能单反原图色彩滤镜有偏差 



美图秀秀都能干点啥 

 • 美图秀秀是一款很好用的免费图片处理软件，不用学习就会用。
美图秀秀独有的图片特效、美容、拼图、场景、边框、饰品等功
能，加上每天更新的精选素材，可以让你1分钟做出影楼级照片，
还能一键分享到新浪微博、人人网……在各大软件站图片类高居
榜首的美图秀秀，目前已有1.2亿人正在使用，赶快下载安装吧！

(⊙﹏⊙)b，我没想着给美图做广告，也没收代言费，
实在是官网介绍的还很全面 

• 是个傻瓜式上手容易的简单图像处理软件 
• 整合了大量的滤镜和素材 
• 除了广告中功能，还可以——裁剪大小、变格式用 
• 缺点：完全模板化、固定化的样式；仍然不能全面自

由的处理图片 



实战PhotoShop操作（1） 
选区操作 



选区操作的重要意义 

 • 有了选区才能完成大部分PS所提供的后续处理
功能，如“描边”、“移动选区”、“移动图
像”、“填充”、“制作画笔”、“图层复
制”、“图层样式”、“渐变”等等 

• 选区操作是所有操作中最基础最重要的部分 
• 能进行选区操作的工具主要是“选框工具”、
“魔术棒”、“套索工具”等 

• 经常采用的选取操作:反选、自由变换、羽化、
清除等等 

• 操作难点分析：选区的叠加、删除和交叉选取 



实战例子（1） 

四色圆 



实战例子（2） 

太极图 



实战例子（3） 

 
1. 大医新闻图片处理——将随意

一张图片处理成800*600的大图 
2. 为刘克辛教授做标准照 
3. 自做大头贴 
4. 制作计算机对话框说明 
5. 制作PPT模板 



实战PhotoShop操作（2） 
常用工具运用 



渐变工具 

渐变工具能够在选区内填充一种连
续色调，这种连续色调可以实现从
一种颜色过渡到另一种颜色。 

难点： 
用渐变编辑器自定义渐变样式 



图章工具 

• 主要用于关联复制，通过单击并拖动
鼠标在目标区域中确定要复制的内容，
并能把关联复制的内容与目标区域原
有图像完美结合起来。 

• 难点操作——定义图章：在使用橡皮
图章工具之前，必须要定义图章。按
Alt同时单击，光标由圆圈变为仿制图
章工具图标定义取样源点。 



橡皮擦工具 

1. 橡皮擦工具 
橡皮擦工具可以将当前图像中的像素或当
前图层擦除，透出背景色或下方图层。 

2. 背景橡皮擦工具 
该工具可以擦除指定的颜色，被擦除的部
分以透明色来代替。 

3. 魔术像皮擦工具 
魔术橡皮擦工具是用单击鼠标的方式擦除
容差范围内与鼠标单击位置颜色相近的区
域。 



文字工具 

一、创建文本 
使用文本工具有两种方式：直接输入和使用
文本框直接输入。如果要另起一行，可按回
车。在文本框内，当文字输入到达文本框边
界时可实现自动换行。 

二、使用文字蒙版 
使用文字蒙版将产生一个文字轮廓的选区，
不会产生新的图层，可对它进行各种选区的
编辑。 

 



文字工具－字符段落调版 

垂直缩放 

字间距 
基线偏移 

行距 

水平缩放 

微调间距 
字符的比例间距 



实战PhotoShop操作（3） 
图层操作 



图层理解 

1. 图层便于把一副复杂的图象分解为相
对简单的多图层结构，降低了难度，
调整各图层的关系能实现丰富、复杂
的视觉效果。 

2. 图层可比作一张透明的纸，有图象的
部分是不透明的看不到下面的图象。 

3. 对图象的其中一层进行操作时，其他
图层不受到影响（除非链接图层）。 



图层理解 

4. 缺省情况下（即默认）图象只有一层
背景层，如新建时背景设为“透明”，
将没有背景层。 

5. 每个图象最多有8000个图层。包含多
图层的图象只能以photoshop的专用
格式(psd、pdd)保存图象。 

6. 同一图象的所有图层具有相同的分辨
率、通道数和图象模式，但每一个图
层有各自不同的混合模式和不透明度。 



认识图层面板 



图层类型 

1. 普通层：用于绘图和编辑 
2. 背景层：一般操作不能在背景层上进行，可

将它转化为普通层。通过“图层/新建/图层
背景”将背景层和普通层相互转换。 

3. 填充层：有纯色、图案和渐变3种填充 
4. 调整层：用于对调整层下面的图层进行颜色

和色调的调整。此层不能使用绘画工具（如
画笔） 

5. 文字层、填充层、形状层都可通过“图层/
栅格化”来转换成普通层。 

 



图层的创建 

1. 通过命令新建图层 
（Ctrl+Shift+N) 

2. 由背景生成图层 
3. 由选区创建图层 

(Ctrl+J、Ctrl+Shift+J) 



图层的基本操作 

1. 复制、删除 
2. 链接 

图层链接后可以整体的对链接图层进
行编辑如:移动、变形操作等。图层链
接后才可以进行对齐和分布 

3. 对齐与分布 
顶部对齐、基线对齐、垂直中心对齐、
底部对齐、左对齐、水平中心对齐、
右对齐 



图层的基本操作 

4. 合并图层 
• 合并所有可见层：层眼关闭的图层

不能被合并 
• 向下合并：合并紧邻的下一层,但下

一层必需是可见层(Ctrl+E) 
• 拼合图层:所有的图层拼合至背景层

(Ctrl+Shift+E) 



实战例子（1） 

相串的圆环 
 
1. 制作圆环： 

首先绘制圆环形状，载入圆环
选区，选好前景色和背景色，
在选区内使用滤镜/渲染/云彩。
将选区羽化，移动选区到左上
角，调整亮度为变亮；然后将
选区移到右下角，调整亮度为
变暗，使圆环具有立体感。 

2. 复制两个圆环，制作相串效果。 



实战例子（2） 

无缝融合的两个图片 
难点分析：利用渐变蒙版 



实战例子（3） 

问题: 校园网新版首页设计,要求,以南京大学为范例 



实战例子（3） 

实战中参考的其他网站 



实战例子（3） 

实战中间效果图 

参考学习技术: 十字的画法,图片圆角的处理,Grid层
的应用,图层设计 



实战PhotoShop操作（4） 
通道 



通道概念 

         所谓通道，就
是在 Photoshop  环

境下，将图像的颜
色分离成基本的颜
色，每一个基本的
颜色就是一条基本
的通道。 
      RGB颜色模式下
就有R,G,B基本三种
内建颜色通道 



通道类型及功能 

1. 内建通道即用来存储图像色彩资料。 

2. Alpha通道即用来固化选区和蒙版。 

3. 专色通道用来实现图像中专色印版的
制作 

 

• 常用功能 

利用不同通道的黑白对比情况确定选区
，实现普通做图难以实现的抠图效果。 
 



抠图常用 



例子（1） 

 
1、普通的一代身份证经
过比对观察，在绿色通
道模式下，绿色网纹最
弱； 
2、利用简单的对比度和
亮度调整或者可得到相
对较好的人物图片； 
3、利用像章工具，进行
细节修理。 

截取二代身份证照片 



例子（2） 

抠头发丝 
 1、打开背景颜色简单并且和主体有良好

对比度的图片，找出一个前景色和背景色
有最好对比度的通道。复制该通道。 

2、ctrl+L色阶调节，暗部滑块右移，亮部
滑块左移，增加亮部和暗部的对比度。 

3、选择减淡工具，降低画笔不透明度，
作用范围选高光，然后在背景区域反复涂
抹直到把背景的灰部提亮为白色。转换到
加深工具，作用范围选阴影，不断地涂抹
黑对象，涂不动了直接用黑色画笔工具将
剩余的区域（一般都是指甲、眼白、鼻梁
以及手部的高光区域）涂成黑色。 

4、快捷键Ctrl+I将所得的通道图反相检查
5、将该通道的缩略图载入选区，恢复原
始RGB通道的可见性，回到图层面板复制
选区内容到新的图层，隐藏原始图层 

6、放大并仔细观察头发的边缘是否有浅
色的半透明区域，可以选择使用加深工具，
设定范围为高光，然后轻轻的涂抹（降低
不透明度和浓度）头发的边缘。 



实战PhotoShop操作（5） 
路径 



路径基本知识点 

• 路径是由贝塞尔曲线
构成的一段闭合或者
开放的曲线段。 

 

• 路径可以创建任意形
状的曲线，可用它可
勾勒出物体的轮廓，
所以也称之为轮廓
线。  



路径基本知识点2 

锚
点 

方
向
点 

线段：代表路径位置和
形状的直线或曲线 

锚点：决定线段与线段
之间的距离，是线段与
线段之间的连接点，包
括直线锚点和曲线锚点 

控制手柄：在曲线的锚
点上，用以控制曲线方
向和形状的线段 

方向点：位于每条控制
手柄的末端端点，控制
手柄的方向和距离 



路径作用 

（1）路径可以绘制精确
的选取框线 

（2）路径可以与选区相
互转换 



实际操作注意 

（1）路径的修改 
转换点工具，实现角点和平滑点的转换 

（2）绘制曲线的锚点数量越少越好 

锚点数量增加，不仅会增加绘制的步骤，同时也不利
于后期的修改 



实战例子 



作业 

配合PS的 

形状工具综合做图 



实战PhotoShop操作（6） 
滤镜 



滤镜是什么？ 

• 滤镜主要是用来实现图像的各种特殊效
果。 

• 所有的Photoshop滤镜都按分类放置在
菜单中，使用时只需要从该菜单中执行
这命令即可。 

• 需要同通道、图层等联合使用 

• 可以用第三方的外挂滤镜，实现更特别
或者更强大的图象效果 

如KPT、Eye Candy等等 



滤镜基本常识 

1. 滤镜作用范围 

• 针对选取范围 

• 缺省下是针对整个图象 

2. 滤镜使用注意 

• 个别色彩模式下某些滤镜不能使用 

! 一般要用RGB色彩模式 

• 对文本图层和形状图层使用滤镜时需要先
将其转变为不同图层 



滤镜使用技巧 

1. 避免滤镜过多占用系统内存，先进行释
放，先进行局部使用，先对低分辨率图
象使用，先对单通道图象使用…… 

2. 注意滤镜的预览效果，undo可查看应用
滤镜前后对比效果 

3. 重复执行Ctrl+F，Ctrl+Alt+F 



实战例子（1） 

制作背景—— 马赛克背景 

风格化-> 凸出 



实战例子（2） 

纹理制作——  木纹 

杂色 

高斯模糊 

锐化 

极坐标 

色相调整 



实战例子（3） 

模糊背景 

复制层 

高斯模糊 

蒙版 

选择范围 

羽化 

去除 



实战PhotoShop操作（7） 
综合做图 



例子（1） 

会发光的旋转文字 
 
1. 做一个路径文字，具体就是画个圆，然

后在上面写字 
2. 栅格化文字，复制图层，然后动感模糊 
3. 对光线图层执行CTRL+T进行自由变换处

理，把光线拉成梯形，制作成分散出的
效果。 

4. 接着再对文字图层也执行CTRL+T自由变
换处理，把文字处理成旋转的效果，并
把其拖放到合适的位置。 

5. 双击打开文字图层的图层样式，给文字
图层添加一个外发光样式给文字及发出
来的光进行上色处理，并用笔刷在文字
发光的图像中添加一些小光点，作为发

光文字的衬托之用。 



例子（2）PPT制作 

各种网络下载的PPT模板 个人DIY处理的原创模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