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四 图像编辑 

Photoshop CS6 在编辑、修饰图像之前，通过图像编辑工具选择工作区域后，操作只对选 

择范围内的图像生效。因此选择工作区是进行创作工作的前提，从而完成各类平面设计，达到 

画面完美的真实效果。 本项目通过制作标志、 设计宣传海报和照片着色这三个具有代表性任务 

的完成，使读者掌握图像编辑工具的基本应用和操作技巧。 

【能力目标】 

l 能对图像进行自由变换 

l 能熟练使用套索工具、魔棒工具编辑图像 

l 熟练掌握路径的使用 

4.1 任务一 制作标志 

4.1.1  任务描述 

公司接到一任务，为某体育用品商店设计一标志，如图  41  所示。项目经理要求你用 
Photoshop CS6 快速地完成这一任务。 

图 41  标志最终效果 

4.1.2  任务分析 

完成此任务，首先应创建网格来规范标志的制作，在制作过程中，通过不同的选区创建 

模式来创建三叶草形状的选区。 通过选区的变换来创建不同位置的三叶草叶片。 使用相同的方 

法，制作标志其他组成部分，使其得到最终效果。 

知识点： 

自由变换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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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任务实施 

步骤 1  创建三叶草形状选区 

（1）按图 42 所示的参数，新建一“徽标”图形文件。 

图 42  “新建”对话框 

（2）选择菜单栏中的【视图】→【显示】→【网格】命令，在图像窗口中显示网格，如 

图 43 所示。 

图 43  显示网格 

（3）在工具箱中选择“矩形选框工具” ，在属性栏中设置其参数如图 44 所示。 

图 44  设置矩形选框工具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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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择“矩形选框工具” ，在绘图区域中创建一个正方形选区，如图 45 所示。 

图 45  创建正方形选区 

（5）在工具箱中选择“椭圆选框工具” ，在属性栏中单击与选区交叉“ ”按钮 ，其参 

数设置如图 46 所示。 

图 46  椭圆选框工具的设置 

（6）在绘图窗口中拖动圆形选区，将其与正方形选区交叉，如图 47 所示，得到一个半 

圆选区，如图 48所示。 

图 47  移动选区与正方形选区交叉 图 48  获得半圆选区 

（7）使用“椭圆选框工具”再次创建一个正圆形选区，拖动该选区使其与刚才创建的半 

圆选区交叉，如图 49 所示，得到一个叶片状选区，如图 4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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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再次创建一个圆形选区 图 410  获得叶片状选区 

步骤 2  变换选区并填充色彩 

（1）选择菜单栏中的【选择】→【变换选区】命令或按“Ctrl+T”组合键，对选区进行 

变换。移动选区的位置，然后旋转选区，将选区竖起，如图 411 所示。完成选区变换后，按 

“Enter”键确认选区变换。 

图 411  变换选区 

小知识：变换选区。 

调整选区位置：将鼠标移动到选区内，指针会变成黑箭头状，再用鼠标拖动，即可调整 

选区的位置。 

调整选区大小：将鼠标移动到选区四周的控制柄处，指针会变成直线的双箭头状，再用 

鼠标拖动，即可调整选区的大小。 

旋转选区：将鼠标移动到选区四周的控制柄外，指针会变成弧线的双箭头状，再用鼠标 

拖动，即可旋转选区。 

其他方式变换选区：对于没有选择图像的选区，可以选择菜单栏中的【编辑】→【变换】 

→【xx】菜单命令，进入选区变换状态，可以进行选区的缩放、旋转、斜切、扭曲、透视等操 

作。其中“xx”是“变换”菜单下的子菜单命令，如图 4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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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技巧：鼠标放于控制柄处，右击鼠标也会出现自由变换的快捷菜单，如图 413所示。 

图 412  变换子菜单 图 413  右键快捷菜单 

（2）新建图层 1，设置前景色为红色，按“Alt+Delete”组合键填充图形颜色， 按“Ctrl+D” 

组合键取消选区，如图 414 所示。 

（3）在工具箱选框工具中的隐藏工具中选择单列选框工具“ ” ，在三叶草的中心创建 

一个单列选区，如图 415所示。 

图 414  填充图形颜色 图 415  创建单列选区 

小知识：在工具箱中的选框工具中包含四种选框工具：矩形选框工具、椭圆选框工具、 

单行选框工具和单列选框工具，如图 416 所示。 

图 416  选框工具 

单行选框工具：单击鼠标指针变成为十字线状，用鼠标在画布窗口内拖动，即可创建一 

个一行像素的选区。 

单列选框工具：单击鼠标指针变成为十字线状，用鼠标在画布窗口内拖动，即可创建一 

个一列像素的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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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择菜单栏中的【选择】→【修改】→【扩展】命令，在打开的“扩展选区”对 

话框中输入扩展量，如图  417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关闭对话框，选区得到扩展，如图 
418 所示。 

图 417  “扩展选区”对话框 

（5）将背景色设置为白色，按“Delete”键清除选区内容。按“Ctrl+D”组合键取消选区， 

此时图形的效果如图 419所示。 

图 418  扩展选区 图 419  清除选区内容 

（6）选择菜单栏中的【选择】→【变换选区】命令，在属性栏中设置旋转角度为“20 度” ， 

调整到适当位置，按“Enter”键应用选区变换，按“Delete”键清除选区内容，效果如图 420 
所示。

（7）在属性栏中设置旋转角度为“40 度” ，调整到适当位置，效果如图 421所示。 

（8）按“Enter”键应用选区变换，按“Delete”键清除选区内容，效果如图 422 所示。 

图 420  清除选区效果 图 421  设置旋转角度 图 422  清除选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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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复制图层并对其自由变换 

（1）复制图层 1 两次，得到图层 1 副本和图层 1 副本 2，选中图层 1 副本。 

（2）选择菜单栏中的【编辑】→【变换】→【旋转】命令，在属性栏中设置角度为“45 
度” ，移动和旋转选区，按“Enter”键确认选区变换，效果如图 423 所示。 

图 423  移动和旋转选区 

（3）重复上述操作，选中“图层 1 副本 2” ，选择菜单栏中的【编辑】→【变换】→【旋 

转】命令，在属性栏中设置角度为“45 度” ，移动和旋转选区，编辑另外一个叶片效果，按 

“Enter”键确认变换选区，得到如图 424 所示效果。 

图 424  移动和旋转选区 

步骤 4  制作标志下方的图形 

（1）在工具箱中选择“椭圆工具” ，新建图层 2，按“Shift”键绘制正圆，效果如图 425 
所示。 

图 425  绘制一个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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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工具箱中选择“矩形选框工具” ，在属性栏中单击从选区中减去“ ”按钮，将 

“样式”设置为“正常” 。在图像中绘制选区，将圆形选区的上部去掉，效果如图 426所示。 

图 426  放置选区 

（3）在属性栏中修改“矩形选框工具”的参数，如图 427 所示。 

图 427  设置“矩形选框工具”的参数 

（4）使用“矩形选框工具”在创建的选区内均匀地创建 4 个矩形选区，最终获得的选区 

将是原来半圆选区减去这 4 个矩形选区，效果如图 428 所示。 

（5）选中图层 2，按“Alt+Delete”组合键用前景色红色填充选区，按“Ctrl+D”组合键 

取消选区，完成本实例的制作，效果如图 429 所示。 

图 428  最终创建的选区 图 429  实例的最终效果 

4.1.4  任务小结 

通过本任务的学习，使读者掌握选框工具以及选框工具属性栏中参数的设置，利用不同 

的选区形式来编辑图形，通过对图像的旋转、移动等操作来完成标志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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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任务二 设计宣传海报 

4.2.1  任务描述 

速茗原片绿茶专卖店要求给其设计一幅茶叶的商业海报，做为“双十一”促销产品的宣 

传。专卖店提出了设计要求，提供了设计素材资料以及设计制作效果图的样图。样图如图 430 
所示。希望做为设计师的你能尽快完成此任务。 

图 430  宣传海报样图 

4.2.2  任务分析 

为了更好地使设计达到宣传作用，引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从而促进销售，使商家盈利， 

应本着实用性强的原则，充分利用图形文字和色彩等设计要素，强化和完善平面设计的效果， 

达到商业设计的要求。 此任务首先按照海报设计的版式要求， 来完成背景图像大小的编辑和茶 

壶图像的选取， 然后利用自由变换操作制作出画面中心的立体包装盒效果， 最后使用文字工具 

来完成最终效果。 

知识点： 
1．版式设计的技巧 
2．透视效果 
3．能熟练运用文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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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任务实施 

步骤 1  置入图像并调整大小 

（1）按图 431 所示的参数，新建一“宣传海报设计”图形文件。 

图 431  “新建”对话框 

（2）选择菜单栏中的【文件】→【置入】命令，打开本书素材库中的“项目四\茶园.jpg” 

素材文件。 

（3）选择菜单栏中的【图层】→【栅格化】→【智能对象】命令或者在置入的图层上单 

击鼠标右键， 在快捷菜单中选择 【栅格化图层】 命令栅格化图层， 使置入图层转化为普通图层。 

（4）按“Ctrl+T”组合键改变图像大小，效果如图 432 所示。 

图 432  置入图像 

小知识：打开和置入的区别。 

选择菜单栏中的【文件】→【打开】命令，可以将新打开的图像文件和原有的文件同时 

打开，两个图像文件或多个图像文件并行存在。选择菜单栏中的【文件】→【置入】命令，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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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置入到原图像文件中，生成一个置入图层。在 Photoshop中，可以置入 PDF、Illustrator 和 
EPS 文件；在 ImageReady 中，除了包含 CMYK 图像的 Photoshop（PSD）文件以外，其他任 

何受支持格式的文件都可以置入。 
PDF、Illustrator 或 EPS 文件在置入之后必须要栅格化，转换为普通图层，才可以编辑所 

置入的图片、文本或矢量数据。 

步骤 2  打开素材，选取图像 

（1）打开本书素材库中的“项目四\壶.jpg”文件。在工具箱中选择“磁性套索工具”把 

“壶”的图像载入选区，得到如图 433 所示的效果。 

图 433  载入选区 

小知识：套索工具组的不同用法。 

套索工具“ ” ：单击它，鼠标指针变为套索状，在画布窗口内沿着图像的轮廓拖动，可 

创建一个不规则的选区，如图 434所示。 

多边形套索工具“ ” ：单击它，鼠标指针变为多边形套索状，单击多边形选区的起点， 

再依次单击多边形选区的各个顶点， 最后单击多边形选区的起点， 将形成一个闭合的多边形选 

区，如图 435 所示。 

磁性套索工具“ ” ：单击它，鼠标指针变为磁性套索状，在画布内拖动，最后在终点处 

双击，即可创建一个不规则的选区，如图 436 所示。 

图 434  套索工具 图 435  多边形套索工具 图 436  磁性套索工具 

（2）将选区拖动到“宣传海报设计.psd”文档中，用“魔棒工具”点击白色区域，如图 
437 所示，使其选中并按“Delete”键删除，并取消选区。把图像移至右下角。效果如图 4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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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7  用魔棒工具将图像载入选区 图 438  删除选区 

小技巧：属性栏中的四种选区形式，可以运用魔棒工具对图像选择的范围扩大或缩小。 

单击第一个按钮“ ” ，用魔棒工具在图像中单击图像，效果如图 439 所示，单击第 

二个按钮“ ” ，用魔棒工具在图像中多次单击图像，可扩大选区范围，效果如图 440 
所示。 

图 439  魔棒工具的使用 图 440  用魔棒工具扩大选区效果 

步骤 3  制作蒸汽效果 

（1） 新建图层 2， 设置前景色为白色， 用画笔在画面中绘制两条曲线， 效果如图 441所示。 

图 441  绘制曲线 

（2）选择菜单栏中的【滤镜】→【模糊】→【动感模糊】命令，参数设置如图 442 所示， 

单击“确定”按钮，效果如图 4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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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2  设置参数 图 443  动感模糊 

步骤 4  制作立体包装盒 

（1）打开本书素材库中的“项目四\茶叶包装.jpg”素材文件。 

（2）用矩形选框工具分别选取图形，如图  444 所示。分别将选区拖动至“宣传海报设 

计.psd”文件中，生成图层 3 和图层 4，效果如图 445 所示。 

图 444  选取图像 

图 445  移动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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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中图层 4，选择菜单栏中的【编辑】→【变换】→【透视】命令，调整至如图 446 
所示的效果。按方向键来调整图像的位置，达到如图 447 所示的效果。 

图 446  变换选区 

图 447  调整图像 

小技巧：透视操作是在选定被编辑图像后出现调整框，将光标放在四角任一节点上拉动。 

即可将选区变换为“透视”效果。 

（4）按住“Ctrl”键，同时选中图层 3 和图层 4，单击鼠标右键，在快捷菜单中选择“合 

并图层”命令，把图层 3 和图层 4 合并为图层 3。或者选中图层 4，按“Ctrl+E”组合键完成 

向下合并图层。 

（5）给图层 3 添加“图层样式”中的“投影”效果，参数设置如图 448 所示。 

图 448  添加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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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输入文字达到最终效果 

（1）选择工具箱中的文字工具，在画面的左上角单击输入“速茗原片绿茶” ，设置“速 

茗”字体为“迷你简粗倩” ，字号为“48pt” ； “原片绿茶”字号为“24pt” ，颜色为绿色。用同 

样的方法输入其他文字，效果如图 449 所示。 

图 449  输入文字 

（2）调整位置，得到最终效果如图 450 所示。 

图 450  最终效果 

4.2.4  任务小结 

本任务主要使读者掌握套索工具、魔棒工具的不同操作技巧，通过对所学内容图像的变 

换和新知识的有效结合，顺利完成实例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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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任务三 照片着色 

4.3.1  任务描述 

某影楼接到一新的工作任务，客户要求把自己的一张黑白照片着色成为彩色照片。黑白 

照片如图 451 所示，要求达到的彩色效果如图 452所示。 

图 451  着色前 图 452  着色后 

4.3.2  任务分析 

完成此任务，主要使用钢笔工具来绘制路径，并将路径载入选区，调整选区的色彩，最 

后实现选区的着色。 

知识点： 
1．钢笔工具组的使用 
2．路径、路径节点 

4.3.3  创建与编辑路径 

1．路径 

路径是 Photoshop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用 Photoshop 精确绘制图像、选择图像和修饰图像 

的重要工具。 

路径上有无数个节点构成，通过对节点的编辑来改变路径的形状。编辑节点包括添加、 

删除节点、平均节点等，可以在任何路径上添加或删除节点。添加节点可以更好地控制路径的 

形状，有助于编辑路径。同样，可以通过删除节点来改变路径的形状或简化路径。如果路径中 

包含众多的节点，而有的节点的作用并不大，删除不必要的节点可以减少路径的复杂程度，并 

且能使路径看上去简洁。 
2．钢笔工具组 

在  Photoshop 的工具箱中，用鼠标右击“钢笔工具”按钮可以 

显示出钢笔工具组，如图 453所示，通过这 5 个工具可以完成路径 

的前期绘制工作。 
图 453  钢笔工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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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笔工具：常常用于制作一些复杂的线条，用它可以画出很精确的曲线。在属性栏中的 

“选择工具模式”下拉列表中有三种创建模式：形状、路径和像素，如图 454所示。 

图 454  创建模式 

创建形状图层模式不仅可以在路径面板中新建一个路径，同时还在图层面板中创建了一 

个形状图层，可以在创建之前设置形状图层的样式，混合模式和不透明度的大小。 

在属性栏中勾选“ ”选项，可以在绘制路径的过程中对绘制出的路径添加或 

删除锚点。 

自由钢笔工具：画出的线条就像用铅笔在纸上直接绘画一样。 

添加锚点工具：可以在任何路径上增加新锚点。 

删除锚点工具：可以在路径上删除任何锚点。 

转换点工具：可以将一条光滑的曲线变成直线，反之亦然。 

4.3.4  任务实施 

（1）打开本书素材库中的“项目四\女孩.jpg”素材文件。 

（2）单击工具箱中的“钢笔工具”按钮，在属性栏中的“选择工具模式”下拉列表中选 

择“路径” 。 

（3）单击图像中头发轮廓左边的一点，创建路径的第 1 个节点，再单击下一个头发轮廓 

的转折点（即路径的节点），如果下一个转折点（即路径的节点）与前一个路径节点之间的轮 

廓线是弧线，则单击下一个路径节点后不松开鼠标左键，拖动鼠标，调整路径曲线的弧度与轮 

廓线的弧线一致，如图 455 所示。 

图 455  绘制路径 

小技巧：使用自由钢笔工具绘制时，在属性栏中勾选“磁性的”选项，可以方便绘制工 

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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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次沿着头发轮廓线单击或者调整路径曲线，最后将鼠标指针移到第 1 个路径节点 

处，鼠标指针会出现一个小圆圈，单击第 1 个路径节点，构成一个封闭的路径曲线。此时，路 

径面板内会自动添加一个“工作路径”路径层，如图 456 所示。 

图 456  头发轮廓工作路径 

小知识：路径面板。 

绘制好的路径曲线都在路径面板中，在路径面板中可以看到每条路径曲线的名称及其缩 

略图，如图 457 所示。 

图 457  路径面板 

（5）选择工具箱中的直接选择工具“ ”按钮，单击路径曲线，此时路径曲线的所有路 

径节点会显示出来。 

小知识：路径选择工具组。 

右击工具箱中的路径选择工具“ ”按钮，打开如图 458 所示的路径选择工具组。 

图 458  路径选择工具组 

路径选择工具可以选择两种不同的路径组件。 

直接选择工具可以单独调节路径上节点的位置和曲率，如图 459 所示。 

图 459  直接选择工具上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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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用鼠标拖动路径节点或路径节点切线的控制柄，可以调整路径节点的位置和路径曲 

线的弧度。 

（7）选中要调整的节点，右击鼠标，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自由变换点”命令，会 

在节点四周出现一些控制柄， 进入自由变换状态。 用鼠标拖动各控制柄， 可以改变节点的位置、 

节点切线的方向和路径曲线的弧度。按“Enter”键，确定调整结果。 

（8）选择路径面板内的“将路径作为选区载入”按钮，即可将路径转换为选区，或按住 

“Ctrl”键，单击路径面板中的路径缩览图，也可以将路径转换为选区，如图 460 所示。 

图 460  将路径作为选区载入 

（9）选择菜单栏中的【图像】→【调整】→【色相/饱和度】命令，打开“色相/饱和度” 

对话框，如图 461 所示，按图中所示设置参数，单击“确定”按钮，为选区内的头发着色， 

效果如图 462 所示。 

图 461  “色相/饱和度”对话框 图 462  头发着色效果 

（10）将路径面板中的“工作路径”图层拖动到“删除当前路径”按钮，删除路径图层。 

回到图层面板，按“Ctrl+D”组合键取消选区。 

（11）用“钢笔工具”沿着上衣轮廓创建路径，选择路径面板内的“将路径作为选区载入” 

按钮，即可将路径转换为选区。 

（12）选择菜单栏中【图像】→【调整】→【色相/饱和度】命令，打开“色相/饱和度” 

对话框，按图 463所示设置参数，单击“确定”按钮，给上衣调整颜色，效果如图 464 所示。 

按“Ctrl+D”组合键取消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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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3  给上衣调整颜色参数 

图 464  上衣着色后效果 

（13）按照上述方法，将裙子轮廓路径转换为选区。在“色相/饱和度”对话框中设置参 

数。如图 465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给裙子设置颜色，效果如图 466 所示。 

图 465  给裙子设置颜色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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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6  裙子着色后效果 

（14）按照上述方法，创建皮肤轮廓的选区，在“色相/饱和度”对话框中设置参数，如 

图 467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给皮肤着色，效果如图 468所示。 

图 467  给皮肤设置着色参数 

图 468  皮肤着色后效果 

（15）按照上述方法，创建选中整个人物背景的选区，在“色相/饱和度”对话框中设置 

参数，如图 469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给背景着色，效果如图 47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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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9  给背景设置着色参数 

图 470  背景着色后效果 

（16）按照上述方法，创建选中嘴唇的选区，弹出“色相/饱和度”对话框，在“色相/饱 

和度”对话框中设置参数，如图 471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给嘴唇着色，效果如图 472 
所示。 

图 471  给嘴唇设置着色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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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2  嘴唇着色后效果 

（17）完成后的最终效果，如图 473 所示。 

图 473  最终效果 

4.3.5  任务小结 

本任务主要使读者掌握使用钢笔工具来绘制路径，以及熟练调节路径节点的位置和控制 

柄，同时可以将路径转换为选区，来编辑图像色彩，从而完成黑白照片的着色。 

4.4 强化训练 

1．利用选框工具设置不同的选区形式，并能自由变换图形，制作如图 474 所示的图像 

效果。 

图 474  绘制小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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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计构思一幅有关咖啡的商业海报，根据所学的技能操作，独立完成海报的制作。 
3． 根据本书素材库所提供的素材， 使用套索工具和钢笔工具来完成如图 475 所示的效果。 

图 475  案例效果 

4．自由变换图像有几种类型？如何操作？ 
5．绘制如图 476所示的立体几何图形。 
6．制作如图 477所示的旅行社宣传广告（实例素材在本书配套素材库）。 

图 476  立体几何图形 图 477  旅行社宣传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