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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 1  图像文件的基本操作 

1. 实训目的 

主要是对界面的认识与对 Photoshop进行初始设置。 

2. 实训内容 

设置软件工作环境 

合理安排面板位置  

查看图像文件数据 

观察图像 

设定标尺与参考线  

实训步骤 

①设置软件工作环境  

（1）执行【编辑】|【预置】|【常规】命令，在弹出的窗口中取消【显示英文字体

名称】 选项前的选择。 

（2）选择【增效工具与暂存盘】选项，将暂存盘中的【第二】设定为机器中空间最

大的盘。 

（3）选择【内存与图像高速缓存】选项，将【Photoshop占用的最大数量】选项设

置提高到 80%。 

②合理安排面板位置。  

（1）执行【窗口】|【工作区】|【复位调板位置】命令，将所有面板恢复为默认状

态。 

（2）在【窗口】菜单下，依次单击相应的命令，可以打开各个面板。 

（3）用鼠标按住【导航器】面板，拖拽到【颜色】面板中；在将【信息】面板也拖

拽到【颜色】面板窗口中。 

（4）关闭【动作】面板和【工具预设】面板。 

③查看图像文件数据 

 （1）执行【文件】｜【打开】命令，打开一个图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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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工具箱】中的【抓手】工具上双击，使图像以最佳显示比例显示。 

（3）按 alt键，单击状态栏中显示文件大小的标志，查看当前图像文件的各项数据。 

④观察图像  

（1）按 shift+alt键，可以打开/关闭所有面板。 

（2）打开【导航器】面板，移动鼠标向右，图像被放大；移动鼠标向左，图像被缩

小；用鼠标单击放大/缩小图标或在比例框中直接输入所需比例后按 enter键，可以放

大/缩小图像。 

（3）当显示比例大于窗口显示比例时，可以移动【导航器】面板预览窗口中红色线

框来详细观察部分图像。 

（4）按住空格键，图像中的鼠标可以临时变成手型工具。 

（5）在【工具箱】中的放大镜工具上双击，使图像以 100%比例显示；在【工具箱】

中的抓手工具上双击，使图像以最佳显示比例显示。 

（6）需要临时放大/缩小图像，按住【space】键和 Ctrl键，单击鼠标就将图象放

大一倍；按住【space】键和 alt键，单击鼠标就将图像缩小一倍。 

⑤设定标尺与参考线  

（1）设定【视图】|【标尺】命令或 ctrl+r键，当前图像或以后打开的图像上都出

现标尺。 

（2）要将图像中的某一点设定为坐标（0，0）点，鼠标按住图像左上角的坐标（0，

0）点，移动到图像中要设定位置；要恢复原始坐标（0，0）点，就在原始坐标（0，0）

点处双击。 

（3）在标尺位置按下鼠标向图象中拉动，就产生一条参考线；从水平标尺拉动产生

垂直参考线；从垂直标尺拉动产生水平参考线；要删除参考线，用【工具箱】中的【移

动】工具，将参考线拖动到图像窗口外即可。 

（4）执行【视图】|【显示】下面的各项命令，可以分别显示参考线、网格线的切

片先等设置。在图像中产生一条水平参考线，显示网格线，并将网格线改成红色，参考

线改成绿色。 

（5）执行【视图】|【新参考线】命令，打开【新参考线】对话框，可以分别设置

水平或垂直参考线的精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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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 2  选区的设定与调整 

1.实训目的 

熟悉并掌握 Photoshop CS选区的使用。 

2.实训内容 

心心相印 

绘制主题为“吸烟有害健康”的招贴画 

企业 Logo的设计 

3.实训步骤 

①心心相印 

（1）执行【文件】|【新建】命令，在【新建】对话框中设置参数，单击【好】按

钮，创建一个新的图像文件。 

（2）执行相关操作得心型图像。用魔术棒工具选取心型图像，复制到新建的图像文

件中。 

（3）选择心形图层，执行【选择】|【载入选区】命令，形成心形选区。执行【选

择】|【修改】|【收缩】，将其选区缩小。按下删除选区中图像。 

（4）创建参考线，在工具箱中使用多边形套索工具，设置【选项栏】中的【羽化】

值为 0像素。在图像中建一个三角形选区，删除选区中的图像。 

（5）按向下键等距离移动选区，并逐一删除图像，按 ctrl+d取消选区。 

（6）选择心形图层，执行【选择】|【载入选区】命令，形成选区。新建图层，并

在新图层中填充灰色。在向下移动图像位置。 

（7）设置【前景色】为黑色。在图像中输入“心心相印服务公司”。 

（8）预览效果。 

②绘制主题为“吸烟有害健康”的招贴画 

③企业 Logo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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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 3  绘图工具的使用 

1.实训目的 

熟悉并掌握 Photoshop绘图工具的基本使用。 

2.实训内容 

【油漆桶】工具的应用 

合成图像 

太极图的绘制、西瓜的绘制、齿轮的绘制 

3.实训步骤 

①【油漆桶】工具的应用 

（1）选择好前期色。 

（2）单击工具箱中的【油漆桶】工具，在油漆桶工具栏中设定相关参数。 

（3）移动鼠标光标到图像要填充的位置单击即可。 

②合成图像 

（1）打开素材，使用【魔术棒】工具选中黑色背景部分，执行【选择】|【反选】

命令，选中花枝。 

（2）新建一个 600* 400像素的图像，RGB为颜色模式，分辨列为 72dpi，内容为

白色。 

（3）将选中的花枝复制到新的图像中来，并调整其位置。 

（4）选取【渐变】工具，在【渐变编辑器中】编辑渐变，并设定渐变【选项栏】

参数。 

（5）从左上至右下方拖动进行渐变，得到渐变结果。 

（6）运用【矩形选取】工具，在图像窗口中拖动选定一个矩形区域。 

（7）执行【选择】|【羽化】命令，设置羽化值为 10像素。 

（8）执行【编辑】|【描边】命令，设置参数。 

（9）按 alt+d取消选区，得到最终效果。 

③太极图的绘制       ④西瓜的绘制           ⑤齿轮的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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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 4 图像的编辑与修饰 

1.实训目的 

了解掌握更改图像尺寸和分辨率的方法，熟练掌握常用的图像编辑操作。 

2.实训内容 

自定义图案填充及渐变 

图象的修整 

人脸的修饰 

魔方的制作 

3.实训步骤 

①自定义图案填充及渐变 

（1）建立一个新文件：6cm* 12cm，72dpi，RGB模式。 

（2）输入单词“computer”，大小为 60，黑色，字体为华文行楷。执行【编辑】|

【变换】|【透视】（【旋转】）等命令，将单词作变形处理。 

（3）变形后的单词定义为图案，填充到整个画布，作为背景。 

（4）新建图层，按住 shift键，选择圆形选取工具画圆；选择渐变填充工具，打开

【渐变编辑器】，将两段的【色标】填充蓝色，将左侧的【不透明性色标】的不透明度

设为 0%；选择【径向渐变】选项，从上至下渐变填充球体。 

（5）用文本工具输入单词“CHINA”，大小为 100，字间距为 10，字体为黑体，加

粗，填充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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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删格化文字图层；新建图层将前景色设为黄色，选定文字选区，执行【编辑】

|【描边】命令，（设定描边宽度 5，居外）。 

（7）选中文字图层，用矩形选取工具选中文字层中要求制作透明部分，删除选区部

分。 

（8）用钢笔工具画出“Y”形图案，将路径转换为选区；新建图层，将前景色设置

为绿色，用油漆桶工具填充图案。 

 

②图象的修整            ③人脸的修饰              ④魔方的制作 

              

 
 

实训 5 图像色彩的调整 

1.实训目的 

了解并掌握图像色彩和色调调整功能的基本使用。 

2.实训内容 

为黑白照片上色 

3.实训步骤 

①为黑白照片上色 

（1）执行【文件】|【打开】命令，打开素材图像文件。 

（2）执行【图像】|【模式】|【RGB颜色】命令，将黑白图片由灰度模式转换为

RGB色彩模式。 

（3）打开【路径】面板，单击面板下方的【创建新路径】按钮，创建新路径“路

径 1”，在【工具箱】中选择【钢笔】工具，在图片中创建出人物的面部、颈部、上臂

及下肢等皮肤区域的路径（可借助放大镜工具将图像放大）。 

（4）按照上述方法，根据人物图片中不同的色彩区域，分别创建出不同的路径区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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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下面为每一个创建的路径区域上色。按 ctrl键，并在【路径】面板中单击“路

径 1”路径，将“路径 1”转换为选区。 

（6）执行【图像】|【调整】|【色彩平衡】命令，打开【色彩平衡】对话框。 

（7）利用该对话框中的【色阶】编辑框及其下面的滑块调整颜色。由于人的面部

皮肤区域为肉色，为此，可移动滑块上的三角符号偏向“红色”和“黄色”色。此外，

在调整过程中可通过选中【色彩平衡】区的【暗调】、【中间调】、【高光】复选框选

择希望调整的色调，调整出其结果。 

（8）利用同样的方法，在次按 ctrl键，在【路径】面板中单击“路径 2”路径，

将“路径 2”路径转换为选区，执行【图像】|【调整】|【色彩平衡】命令来调整头巾

的色彩平衡，直至完成图像中所有创建路径区域的上色，完成最终效果。 

 

 
 

实训 6   图层的使用 

1.实训目的 

通过介绍图层的概念、基本属性以及常用操作，详细介绍了图层的色彩混合模式、

图层样式的创建与套用以及填充和调整图层的使用，并通过图层实例来加深对图层的认

识。 

2.实训内容 

花中少女 

天使翅膀光晕、残影的制作 

闹钟的制作 

制作银币 

画布水滴 

3.实训步骤 

①花中少女 

（1）打开素材文件。 

（2）选择少女图象，复制粘贴到花朵图象中，成为“图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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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变“图层 1”的不透明度为 60%，ctrl+T自由变换放到荷花中心。 

（4）改变“图层 1”的不透明度为 100%，添加图层蒙版。 

（5）选择画笔工具，选择“柔角 100像素”画笔。 

（6）按 D键设置前景色为黑色，背景色为白色，用画笔涂抹人像外不需要的部分。 

（7）在图层面板上单击返回到图层 1的编辑状态，单击锁定透明像素。 

（8）确认选中的是“画笔”，然后在工具属性中单击模式改为颜色。 

（9）按 alt键的同时单击花瓣，得花瓣颜色，然后用画笔在女孩的脸上涂抹，得

效果图。 

②天使翅膀光晕、残影的制作 

③闹钟的制作 

④制作银币 

⑤画布水滴 

 

 

 
实训 7 文本的应用 

1.实训目的 

通过制作实例，掌握如何在图像中输入和编辑文字，以及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一

些工具进行特效文字的制作。 

2.实训内容 

印章制作实例 

爆炸字的制作 

火焰字的制作 

3.实训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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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印章制作实例 

（1）单新建一个图像文件，在图像中显示标尺，作两条互相垂直的参考线，将两

条参考线定位在文档中心位置。 

（2）用【椭圆形选框】，按住 shift在图像窗口中划一圆形选区。新建一图层，

在图层中对该圆形进行描边，颜色为红色。 

（3）再使用【椭圆形选框】划一个圆形选区，该圆直径比刚才的小，同样把将圆

心定位之文档中央。单击【路径】面板转换为路径按钮，转化为一个闭合路径。 

（4）选择【横徘文字】工具，在该路径上输入文字，制作一圆形路径文字。文字

颜色为红色，字体、段落等设置自定。 

（5）如果文字倾斜，按 ctrl+t用【自由变换】工具，将路径文字旋转至中央位置。 

（6）再新建一图层。选择【自定形状】工具，在图层上绘制红色五角星。 

（7）再次创建一文字图层，输入印章中其他文字。 

（8）如果要使印章效果更加逼真，可以将除背景之外的所有图层合为一图层，执

行【滤镜】|【像素化】|【点状化】命令， 完成制作。 

②爆炸字的制作 

③火焰字的制作 

 

 
 

实训 8 路径的应用 

1.实训目的 

通过实训使同学们掌握路径的概念、路经工具的使用、各种路径的创作方法和调整

方法、以及在图像处理中路径的应用。 

2.实训内容 

路径和自由变换操 作 

规则的五角星 

红心制作 

苹果实例 

3.实训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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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路径和自由变换操作 

（1）打开素材 

（2）在工具箱中选择矢量图形工具中的自定义工具,在上边的选项栏中设置图形方

式为纯路径方式,在图形库中选一个有明显方向的图形,比如猫。 

（3）在图象中画出一只猫的纯路径。 

（4）在工具箱中选路径选择工具(黑箭头),单击画好的猫的路径,会看到所有的节

点都是选中状态,按住 Ctrl+Alt组合键,直接拖动路径,复制出一条新的猫的路径。 

（5）选择”编辑\变换路径\水平翻转路径”命令,刚才被复制的处于选中状态的路

径反转过来了,看到这两只猫现在脸对着脸了。 

（6）单击路径以外的地方,取消路径的选中状态.在”路径”面板最下面,单击”将

路径作为选区载入”图标,看到整个路径变成了选区的蚂蚁线。 

（7）按 Ctrl+J组合键,将选区内的图象复制成为一个新图层.为这个新图层添加投

影样式。 

②规则的五角星 

（1）建立一个宽 600、高 450，白色背景的文件。 

（2）用快捷键 ctrl+r调出标尺，点击视图——新建参考线，分别按标尺刻度设置

垂直、水平参考线在背景的中心，（参考线可以用移动工具移动位置） 

（3）用多边形工具（属性设置）设置前景色只要不是白色就可以, 以十字对准参

考线中心拉出五角星图形。 

（4）双击路径面版中的路径存储路径,点好确定,出现形状矢量蒙版。 

（5）用钢笔工具（属性设置）画出一个角的半径。 

（6）用路径选择工具框选钢笔画出的路径，点击组合。 

（7）按快捷键 ctrl+t进行自由变换，用移动工具将自由变换的中心旋转点移动到

五角星的中心,设置属性栏的旋转角度为 72,回车取消自由变换，按 shift+ctrl+alt+t

连续 4次，使其复制出 4个角的半径。 

（8）双击图层缩略图，弹出颜色对话框，选红色点好确定。 

（9）击填充调整图层，选纯色调出颜色对话框选金黄色点好确定，取消参考线，

保存 OK。 

（10）得最终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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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红心制作          ④苹果实例 

 

 
 

 

实训 9 滤镜的使用 

1.实训目的 

通过制作实例，熟练掌握各种滤镜的使用方法，特别是在图象处理中合理应用各种

滤镜效果，制作出丰富多彩的效果。 

2.实训内容 

公益广告设计 

3.实训步骤 

公益广告设计 

①制作被砍伐的树桩 

②制作干裂的土地 

③设计公益广告 

（1）新建一幅 600*600像素、RGB模式的白色图象文件。 

（2）将前景色设置为蓝色，背景色设置为白色，新建并选中图层 1，单击“滤镜/

渲染/云彩”命令，为图层 1应用“云彩”滤镜。 

（3）打开“干裂的土地”图象文件，将图象选中并复制到新建的图象文件中，此

时在新建的文件中出现图层 2。 

（4）全选图层 2中的图象，按下 Ctrl+T键并对图象进行自由变换，调整图象的大

小，然后按回车键确认。 

（5）打开“树桩”图象文件，选中树 桩

并将其复制到新建的图象文件中，树桩出现 在

图层 3中。 

（6）选中树桩，单击“编辑/变换/扭 曲”

命令，将树桩的下部调整的粗些，形成上细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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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的效果，再使用“缩放”命令调整树桩的大小。 

（7）选中图层 3中的树桩并进行多次复制，适当调整每个树桩的大小和位置。 

（8）使用“模糊”工具分别将各个树桩的底部轻轻涂抹，是树桩与地面衔接得更

加自如。 

（9）使用“画笔”工具在地面上绘制枯黄的小草。 

（10）将各个树桩所在层合并成一个图层，新建一图层，选择“自定义形状”工具，

在其选项栏的“形状”列表中选择“鸟”的形状，然后为图象添加几只小鸟。添加广告

语。选择“文本”工具，在图象的合适位置添加广告语，并对广告语进行适当设置。 

 

 
实训 10  通道与蒙板的应用 

1.实训目的 

主要详细介绍 Photoshop通道和蒙板两种工具的基本功能和实际使用。 

2.实训内容 

圆柱体的制作 

烧纸效果 

飞镖盘的制作 

3.实训步骤 

①圆柱体的制作 

②烧纸效果 

（1）打开素材文件，用”套索工具在窗口制作几个选区,作为被烧掉的部分。 

（2）进入快速蒙版编辑模式，选择“滤镜/像素化/晶格化菜单，设置单元格大小。 

（3）返回到标准编辑模式，设置背景色为白色，将选区填充为白色。 

（4）打开通道面板，单击“将选区存储为通道，将当前选区保存为通道。 

（5）选择“选择/修改/扩展”，设置扩展量。 

（6）打开“羽化选区”，设置“羽化半径”。 

（7）选择“选择/载入选区”，用从选区中减去的方式载入通道。 

（8）选择“图象/调整/色相饱和度”，选中“着色”，设置色相、饱和度、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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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取消选区得效果图。 

③飞镖盘的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