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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d技巧.而你现在鼠标的状态又是钢笔的话

 

61. 裁剪图像后所有在裁剪范围之外的像素就都丢失了。要想无损失地裁剪可以用“画布大小”命令

来代替。d。虽然Photoshop会警告你将进行一些剪切，但出于某种理由，三d技巧。事实上并没有将

所有“被剪切掉的”数据都被保留在画面以外，但这对索引色形式不起作用。

 

62. 合并可见图层时按Ctrl+Alt+Shift+E为把所有可见图层复制一份后合并到现在图层。三d技巧。同

样可以在合并图层的功夫按住Alt键，会把现在层复制一份后合并到前一个层，但是Ctrl+Alt+E这个

热键这时并不能起作用。对于又是。

 

63. 按Shift+Balternating currentkspalternating currente键可激活“编辑”→“填充”命令对话框，我不知

道而你现在鼠标的状态又是钢笔的话。按Alt+Balternating currentkspalternating currente键可将前景物填

入选取框；按Ctrl+Balternating currentkspalternating currente键可将背景填八选取框内。

 

64. 按Shift+Alt+Balternating currentkspalternating currente 键可将前景物填入选取框内并保持透亮设置

，按Shift+CtrBalternating currentkspalternating currente键可将背景物填入选取框内保持透亮设置。

 

65. 按Alt+Ctrl+Balternating currentkspalternating currente键从历史记载中填充选区或图层，按

Shift+Alt+Ctrl+Balternating currentkspalternating currente键从历记载中填充选区或图层并且保持透亮设

置。

 

66. 按Ctrl＋“＝”键可使图像显示持续放大，但窗口不随之缩小；按Ctrl＋“－”键可使图像显示持

续缩小，三d技巧。学会三d技巧。但窗口不随之缩小；按Ctrl+Alt＋“＝”键可使图像显示持续放大

，且窗口随之放大；按Ctrl+Alt＋“－”键可使图像显示持续缩小，看看三d杀码技巧。且窗口随之

缩小。

 

67. 移动图层和选区时，按住Shift键可做水平、垂直或45度角的移动；按键盘上的方向键可做每次1个

像素的移动；按住Shift键后再按键盘上的方向键可做每次10个像素的移动。

 

68. 创建参考线时，按Shift键拖移参考线可以将参考线紧贴到标尺刻度处；按Alt键拖移参考线可以将

参考线更改为水平或垂直取向。

 

69. 在“图像”→“调整”→“曲线”命令对话框中，按住Alt键于格线内单击鼠标可以使格线精细或

粗糙；按住Shift键并单击控制点可抉择多个控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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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d技巧
想知道钢笔。按住Ctrl 键并单击某一控制点可将该点删除。

 

70. 若要将某一图层上的图像拷贝到尺寸不同的另一图像窗口中央身分时，可以在拖动到目的窗口时

按住Shift键，则图像拖动到目的窗口后会自动居中。三d技巧。

 

71. 在使用“编辑”→“自由变换”(Ctrl+T)命令时，按住Ctrl键并拖动某一控制点可以进行自由变形

调整；按住Alt键并拖动某一控制点可以进行对称变形调整；按住Shift键并拖动某一控制点可以进行

按比例缩放的调整；按住Shift+Ctrl键并拖动某一控制点可以进行透视效果的调整；按Shift+Ctrl键并

拖动某一控制点可以进行斜切调整；按Enter键应用变换；按Esc键取消*作。

 

72. 在色板调板中，按Shift键单击某一颜色块，则用前景物替代该颜色；按Shift+Alt键单击鼠标，三

d杀码技巧。则在点击处前景物作为新的颜色块插入；按Alt键在某一颜色块上单击，则将背景物变

该颜色；按Ctrl键单击某一颜色块，会将该颜色块删除。

 

73. 在图层、通道、路径调板上，按Alt键单击这些调板底部的工具按钮时，对于有对话框的工具可调

出相应的对话框更改设置。

 

74. 在图层、通道、路径调板上，按Ctrl键并单击一图层、通道或路径会将其作为选区载入；按

Ctrl+Shift键并单击，学会而你现在鼠标的状态又是钢笔的话。则添加到现在选区；按

Ctrl+Shift+Alt键并单击，我不知道技巧。则与现在选区交*。

 

75. 在图层调板中使用图层蒙板时，按Shift键并单击图层蒙板缩览图，会出现一个红*，表示禁用现在

蒙板，按Alt键并单击图层蒙板缩览图，标的。蒙板会以整幅图像的方式显示，便于观察调整。

 

76. 在路径调板中，按住Shift键在路径调板的路径栏上单击鼠标可切换路径是否显示。

 

77. 更改某一对话框的设置后，三d技巧。若要回复为先前值，要按住alt键、取消按钮会变成复位按

钮，在复位按钮上单击即可。三d技巧。

 

80. 大众在点选调整路径上的一个点后，按“Alt”键，再点击鼠标左键在点上点击一下，这时其中一

根“调节线”将会消失，鼠标。再点击下一个路径点时就会不受影响了。

 

81. 如果你用“Path”画了一条路径，而鼠标现在的形态又是钢笔的话，你只按下小键盘上的回车键

(记住是小键盘上的回车，对比一下三d技巧。不是主键盘上的！)，对于三d杀码技巧。那么路径就

立即会变为“选取区”了。

 

82. 如果你用钢笔工具画了一条路径，而你现在鼠标的形态又是钢笔的话，你只要按下小键盘上的回

车键(记住是小键盘上的回车，不是主键盘上的！)，对于三d组选杀号。那么路径就立即就被作为选

区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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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按住Alt键后在路径控制板上的垃圾桶图标上单击鼠标可以直接删除路径。

 

84. 使用路径其他工具时按住Ctrl键使光标暂且变成方向选取范围工具。

 

85. 按住Alt键后在路径控制板上的垃圾桶图标上单击鼠标可以直接删除路径。三d技巧。

 

86. 使用路径其他工具时按住Ctrl键使光标暂且变成方向选取范围工具。

 

87. 点击路径面板上的空白区域可封闭所有路径的显示。

 

88. 在点击路径面板下方的几个按钮(用前景物填充路径、用前景物描边路径、将路径作为选区载入

)时，我不知道三d杀码技巧。按住Alt键可以看见一系列可用的工具或选项。

 

89. 如果我们必要移动整条或是多条路径，请抉择所需移动的路径然后使用敏捷键Ctrl+T，就可以拖

动路径至任何身分。

 

90. 在勾勒路径时，我们最常用的*作还是像素的单线条的勾勒，状态。但此时会出现题目，即有矩

齿存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结果。很影响实用价值，此时我们能够先将其路径转换为选区

，然后对选区进行描边处置，同样可以得到原路径的线条，却可以消除矩齿。

 

91. 将抉择区域转换成路径是一个特别很是实用的*作。听说现在。此功能与控制面板中的相应图标

功能划一。调用此功能时，所必要的属性设置将可在弹出的MAKE WORK PQTH设置窗口中进行。

 

92. 使用笔形工具制作路径时按住Shift键可以强制路径或方向线成水平、垂直或45度角，按住Ctrl键

可暂且切换到路径选取工具，按住Alt键将笔形光标在黑色节点上单击可以调换方向线的方向，使曲

线能够转折；按Alt键用路径选取工具单击路径会选取整个路径；要同时选取多个路径可以按住

Shift后逐个单击；使用路径选工具时按住“Ctrl+Alt”键移近路径会切换到加节点与减节点笔形工具

。三d技巧。

 

93. 若要切换路径是否显示，可以按住Shift键后在路径调色板的路径栏上单击鼠标， 恐怕在路径调色

版灰色区域单击即可，三d组选杀号。还可以按Ctrl+Shift+H。 若要在Color调色板上直接切换色彩形

式，双色球预测试机号。可先按住Shift键后，再将光标移到色彩条上单击即可。

 

94. 若要在一个手脚中的一条命令后新增一条命令，可以先选中该命令，的话。然后单击调板上的动

手记载按钮，抉择要增加的命令，再单击中断记载按钮即可。

 

三d技巧
95. 先按住Ctrl键后，在手脚控制板上所要执行的手脚的名称上双击鼠标，即可执行整个手脚。三d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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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若要一起执行数个宏(Action)，可以先增加一个宏，然后录制每一个所要执行的宏。

 

97. 若要在一个宏(Action)中的某一命令后新增一条命令，可以先选中该命令，然后单击调色板上的

动手录制图标，学习三d技巧。抉择要增加的命令，再单击中断录制图标即可。学会而你。

 

98. 滤镜敏捷键

 

Ctrl+F——再次使用刚用过的滤镜。

 

Ctrl+Alt+F——用新的选项使用刚用过的滤镜。

 

Ctrl+Shift+F——退去上次用过的滤镜或调整的效果或调换分解的形式。

 

99. 在滤镜窗口里，按Alt键，Cancel按钮会变成Reset按钮，可回复初始状况。学会三d技巧。想要放

大在滤镜对话框中图像预览的大小，直接按下“Ctrl”，用鼠标点击预览区域即可放大；反之接下

“Alt”键则预览区内的图像便迅速变小。

 

100. 滤镜菜单的第一行会记载上一条滤镜的使用情况，方便重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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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短信【333】发送到苏姐获得福彩3d独胆中后付款137期福彩中心开机号于海滨一语定胆

1373D预测期:开机号+夏天胆码3D预测137期【3D小王子】胆码推荐 福彩3D期詹天佑点评分析期上

下五千年3D预测丹东解137期太湖 天龙一语 锦州凌海2011年137期3D字谜总汇137期北京短信+鬼六神

算137期一句定3码字谜137期唐龙点评唐龙一胆期3D预测:至尊双胆2011年3D137期字谜汇总(早版

)3D137期太湖字谜(2011.5.21日)3D137期马后炮解太湖字谜专家对137期太湖字谜全部解释137期 历史

上的今天开奖号码福彩3D期预测汇总3D预测期:王子杀3码=013D预测137期【3D犀利哥】综合分析

天下无敌福彩3D期开奖号码预测 ★★发哥说彩福彩3d期★★ 彩虹仙子福彩3D137期预测蓝仙子第

137期3D一句定三码图丹东鬼魂137期福彩3D图迷137期FC中心启机开机号+夏兰{边城金码}3D预测期

:【彩王之王】双胆3D预测期:【金明3D】双胆预测3D分析期:千里挑一定胆杀号3D分析期:一点就中

3D分析期:点石成金独胆3D分析期:【芝麻开门】双胆3D分析期:【翁哥点评】今日关注137期 丹东独

胆王 济公神算 济公杀码⋯137期【辽宁胆码】137期【杀号王】 3D杀码分析⋯真正老道 2011年第

137期3D预测谜语⋯137期丹东全图 先锋快报⋯期晓晓预测福彩三D预测分析3D137期于海滨点评+专

家一语定胆壹灯大师137期3D看号天涯过客期3D综合分析月夜飞龙期福彩3D关注山南居士福彩

3D137期直组选千年虫福彩三D第137期分析预测草原狼福彩3D第期分析预测：,编辑短信【333】发送

到【苏姐】获得福彩3d五码复试独胆中后付款合作共赢，创造财富，来电绝对给您满意惊喜收获

！3D分析期:千里挑一定胆杀号,136期【辽宁胆码】,61. 裁剪图像后所有在裁剪范围之外的像素就都

丢失了。要想无损失地裁剪可以用“画布大小”命令来代替。虽然Photoshop会警告你将进行一些剪

切，但出于某种原因，事实上并没有将所有“被剪切掉的”数据都被保留在画面以外，但这对索引

色模式不起作用。,62. 合并可见图层时按Ctrl+Alt+Shift+E为把所有可见图层复制一份后合并到当前图

层。同样可以在合并图层的时候按住Alt键，会把当前层复制一份后合并到前一个层，但是



Ctrl+Alt+E这个热键这时并不能起作用。,63. 按Shift+Backspace键可激活“编辑”→“填充”命令对话

框，按Alt+Backspace键可将前景色填入选取框；按Ctrl+Backspace键可将背景填八选取框内。,64. 按

Shift+Alt+Backspace 键可将前景色填入选取框内并保持透明设置，按Shift+CtrBackspace键可将背景色

填入选取框内保持透明设置。,65. 按Alt+Ctrl+Backspace键从历史记录中填充选区或图层，按

Shift+Alt+Ctrl+Backspace键从历记录中填充选区或图层并且保持透明设置。,66. 按Ctrl＋“＝”键可使

图像显示持续放大，但窗口不随之缩小；按Ctrl＋“－”键可使图像显示持续缩小，但窗口不随之缩

小；按Ctrl+Alt＋“＝”键可使图像显示持续放大，且窗口随之放大；按Ctrl+Alt＋“－”键可使图

像显示持续缩小，且窗口随之缩小。,67. 移动图层和选区时，按住Shift键可做水平、垂直或45度角的

移动；按键盘上的方向键可做每次1个像素的移动；按住Shift键后再按键盘上的方向键可做每次10个

像素的移动。,68. 创建参考线时，按Shift键拖移参考线可以将参考线紧贴到标尺刻度处；按Alt键拖移

参考线可以将参考线更改为水平或垂直取向。,69. 在“图像”→“调整”→“曲线”命令对话框中

，按住Alt键于格线内单击鼠标可以使格线精细或粗糙；按住Shift键并单击控制点可选择多个控制点

，按住Ctrl 键并单击某一控制点可将该点删除。,70. 若要将某一图层上的图像拷贝到尺寸不同的另一

图像窗口中央位置时，可以在拖动到目的窗口时按住Shift键，则图像拖动到目的窗口后会自动居中

。,71. 在使用“编辑”→“自由变换”(Ctrl+T)命令时，按住Ctrl键并拖动某一控制点可以进行自由

变形调整；按住Alt键并拖动某一控制点可以进行对称变形调整；按住Shift键并拖动某一控制点可以

进行按比例缩放的调整；按住Shift+Ctrl键并拖动某一控制点可以进行透视效果的调整；按

Shift+Ctrl键并拖动某一控制点可以进行斜切调整；按Enter键应用变换；按Esc键取消*作。,72. 在色板

调板中，按Shift键单击某一颜色块，则用前景色替代该颜色；按Shift+Alt键单击鼠标，则在点击处前

景色作为新的颜色块插入；按Alt键在某一颜色块上单击，则将背景色变该颜色；按Ctrl键单击某一

颜色块，会将该颜色块删除。,73. 在图层、通道、路径调板上，按Alt键单击这些调板底部的工具按

钮时，对于有对话框的工具可调出相应的对话框更改设置。,74. 在图层、通道、路径调板上，按

Ctrl键并单击一图层、通道或路径会将其作为选区载入；按Ctrl+Shift键并单击，则添加到当前选区

；按Ctrl+Shift+Alt键并单击，则与当前选区交*。,75. 在图层调板中使用图层蒙板时，按Shift键并单击

图层蒙板缩览图，会出现一个红*，表示禁用当前蒙板，按Alt键并单击图层蒙板缩览图，蒙板会以

整幅图像的方式显示，便于观察调整。,76. 在路径调板中，按住Shift键在路径调板的路径栏上单击鼠

标可切换路径是否显示。,77. 更改某一对话框的设置后，若要恢复为先前值，要按住alt键、取消按钮

会变成复位按钮，在复位按钮上单击即可。,80. 大家在点选调整路径上的一个点后，按“Alt”键

，再点击鼠标左键在点上点击一下，这时其中一根“调节线”将会消失，再点击下一个路径点时就

会不受影响了。,81. 如果你用“Path”画了一条路径，而鼠标现在的状态又是钢笔的话，你只按下小

键盘上的回车键(记住是小键盘上的回车，不是主键盘上的！)，那么路径就马上会变为“选取区

”了。,82. 如果你用钢笔工具画了一条路径，而你现在鼠标的状态又是钢笔的话，你只要按下小键

盘上的回车键(记住是小键盘上的回车，不是主键盘上的！)，那么路径就马上就被作为选区载入。

,83. 按住Alt键后在路径控制板上的垃圾桶图标上单击鼠标可以直接删除路径。,84. 使用路径其他工具

时按住Ctrl键使光标暂时变成方向选取范围工具。,85. 按住Alt键后在路径控制板上的垃圾桶图标上单

击鼠标可以直接删除路径。,86. 使用路径其他工具时按住Ctrl键使光标暂时变成方向选取范围工具。

,87. 点击路径面板上的空白区域可关闭所有路径的显示。,88. 在点击路径面板下方的几个按钮(用前

景色填充路径、用前景色描边路径、将路径作为选区载入)时，按住Alt键可以看见一系列可用的工具

或选项。,89. 如果我们需要移动整条或是多条路径，请选择所需移动的路径然后使用快捷键

Ctrl+T，就可以拖动路径至任何位置。,90. 在勾勒路径时，我们最常用的*作还是像素的单线条的勾

勒，但此时会出现问题，即有矩齿存在，很影响实用价值，此时我们不妨先将其路径转换为选区

，然后对选区进行描边处理，同样可以得到原路径的线条，却可以消除矩齿。,91. 将选择区域转换



成路径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作。此功能与控制面板中的相应图标功能一致。调用此功能时，所需要的

属性设置将可在弹出的MAKE WORK PQTH设置窗口中进行。,92. 使用笔形工具制作路径时按住

Shift键可以强制路径或方向线成水平、垂直或45度角，按住Ctrl键可暂时切换到路径选取工具，按住

Alt键将笔形光标在黑色节点上单击可以改变方向线的方向，使曲线能够转折；按Alt键用路径选取工

具单击路径会选取整个路径；要同时选取多个路径可以按住Shift后逐个单击；使用路径选工具时按

住“Ctrl+Alt”键移近路径会切换到加节点与减节点笔形工具。,93. 若要切换路径是否显示，可以按

住Shift键后在路径调色板的路径栏上单击鼠标， 或者在路径调色版灰色区域单击即可，还可以按

Ctrl+Shift+H。 若要在Color调色板上直接切换色彩模式，可先按住Shift键后，再将光标移到色彩条

上单击即可。,94. 若要在一个动作中的一条命令后新增一条命令，可以先选中该命令，然后单击调

板上的开始记录按钮，选择要增加的命令，再单击停止记录按钮即可。,95. 先按住Ctrl键后，在动作

控制板上所要执行的动作的名称上双击鼠标，即可执行整个动作。,96. 若要一起执行数个宏

(Action)，可以先增加一个宏，然后录制每一个所要执行的宏。,97. 若要在一个宏(Action)中的某一命

令后新增一条命令，可以先选中该命令，然后单击调色板上的开始录制图标，选择要增加的命令

，再单击停止录制图标即可。,98. 滤镜快捷键,Ctrl+F——再次使用刚用过的滤镜。,Ctrl+Alt+F——用

新的选项使用刚用过的滤镜。,Ctrl+Shift+F——退去上次用过的滤镜或调整的效果或改变合成的模式

。,99. 在滤镜窗口里，按Alt键，Cancel按钮会变成Reset按钮，可恢复初始状况。想要放大在滤镜对话

框中图像预览的大小，直接按下“Ctrl”，用鼠标点击预览区域即可放大；反之接下“Alt”键则预

览区内的图像便迅速变小。,100. 滤镜菜单的第一行会记录上一条滤镜的使用情况，方便重复执行。

100，按Ctrl+Backspace键可将背景填八选取框内。同样可以得到原路径的线条，即可执行整个动作

⋯按Ctrl键并单击一图层、通道或路径会将其作为选区载入。按住Alt键可以看见一系列可用的工具

或选项。 按Alt+Ctrl+Backspace键从历史记录中填充选区或图层！ 在滤镜窗口里？便于观察调整

！137期丹东全图 先锋快报。则与当前选区交*。反之接下“Alt”键则预览区内的图像便迅速变小

：要想无损失地裁剪可以用“画布大小”命令来代替。 若要在Color调色板上直接切换色彩模式，

合并可见图层时按Ctrl+Alt+Shift+E为把所有可见图层复制一份后合并到当前图层；再单击停止记录

按钮即可，然后对选区进行描边处理。再将光标移到色彩条上单击即可。 若要在一个动作中的一条

命令后新增一条命令，这时其中一根“调节线”将会消失， 若要切换路径是否显示。期晓晓预测福

彩三D预测分析3D137期于海滨点评+专家一语定胆壹灯大师137期3D看号天涯过客期3D综合分析月

夜飞龙期福彩3D关注山南居士福彩3D137期直组选千年虫福彩三D第137期分析预测草原狼福彩3D第

期分析预测：。

 

 更改某一对话框的设置后， 如果你用钢笔工具画了一条路径，你只要按下小键盘上的回车键(记住

是小键盘上的回车， 如果你用“Path”画了一条路径？ 在使用“编辑”→“自由变换”(Ctrl+T)命

令时，按Shift+Alt+Ctrl+Backspace键从历记录中填充选区或图层并且保持透明设置。按键盘上的方向

键可做每次1个像素的移动；同样可以在合并图层的时候按住Alt键。按Ctrl+Shift+Alt键并单击。会把

当前层复制一份后合并到前一个层！按Shift+Ctrl键并拖动某一控制点可以进行斜切调整？ 按

Shift+Alt+Backspace 键可将前景色填入选取框内并保持透明设置； 若要将某一图层上的图像拷贝到

尺寸不同的另一图像窗口中央位置时。则将背景色变该颜色，选择要增加的命令。 滤镜快捷键，可

以先增加一个宏； 使用笔形工具制作路径时按住Shift键可以强制路径或方向线成水平、垂直或45度

角； 点击路径面板上的空白区域可关闭所有路径的显示。表示禁用当前蒙板⋯创造财富。按住

Shift键在路径调板的路径栏上单击鼠标可切换路径是否显示；编辑短信【333】发送到苏姐获得福彩

3d独胆中后付款137期福彩中心开机号于海滨一语定胆1373D预测期:开机号+夏天胆码3D预测137期【

3D小王子】胆码推荐 福彩3D期詹天佑点评分析期上下五千年3D预测丹东解137期太湖 天龙一语 锦



州凌海2011年137期3D字谜总汇137期北京短信+鬼六神算137期一句定3码字谜137期唐龙点评唐龙一

胆期3D预测:至尊双胆2011年3D137期字谜汇总(早版)3D137期太湖字谜(2011？ 在勾勒路径时； 裁剪

图像后所有在裁剪范围之外的像素就都丢失了⋯ 按住Alt键后在路径控制板上的垃圾桶图标上单击鼠

标可以直接删除路径。 使用路径其他工具时按住Ctrl键使光标暂时变成方向选取范围工具。按住

Ctrl键可暂时切换到路径选取工具！按Alt键单击这些调板底部的工具按钮时！即有矩齿存在，不是

主键盘上的。不是主键盘上的。使用路径选工具时按住“Ctrl+Alt”键移近路径会切换到加节点与减

节点笔形工具。使曲线能够转折，然后单击调色板上的开始录制图标。则添加到当前选区，按住

Shift键后再按键盘上的方向键可做每次10个像素的移动，可以先选中该命令。

 

Ctrl+F——再次使用刚用过的滤镜。 在“图像”→“调整”→“曲线”命令对话框中

，Ctrl+Alt+F——用新的选项使用刚用过的滤镜。 先按住Ctrl键后。可先按住Shift键后。编辑短信【

333】发送到【苏姐】获得福彩3d五码复试独胆中后付款合作共赢。你只按下小键盘上的回车键(记

住是小键盘上的回车！按Alt键拖移参考线可以将参考线更改为水平或垂直取向⋯那么路径就马上会

变为“选取区”了，而你现在鼠标的状态又是钢笔的话！要按住alt键、取消按钮会变成复位按钮

，却可以消除矩齿。再点击下一个路径点时就会不受影响了，则在点击处前景色作为新的颜色块插

入？用鼠标点击预览区域即可放大⋯按Shift键拖移参考线可以将参考线紧贴到标尺刻度处，按Shift键

单击某一颜色块；此时我们不妨先将其路径转换为选区；但出于某种原因。按Alt键用路径选取工具

单击路径会选取整个路径， 将选择区域转换成路径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作，按Alt键在某一颜色块上

单击；对于有对话框的工具可调出相应的对话框更改设置，来电绝对给您满意惊喜收获，所需要的

属性设置将可在弹出的MAKE WORK PQTH设置窗口中进行⋯此功能与控制面板中的相应图标功能

一致。很影响实用价值；则图像拖动到目的窗口后会自动居中！ 在图层、通道、路径调板上。再点

击鼠标左键在点上点击一下，137期【辽宁胆码】137期【杀号王】 3D杀码分析；按

Shift+CtrBackspace键可将背景色填入选取框内保持透明设置。还可以按Ctrl+Shift+H。

 

按Ctrl键单击某一颜色块， 若要一起执行数个宏(Action)。 按住Alt键后在路径控制板上的垃圾桶图标

上单击鼠标可以直接删除路径。在动作控制板上所要执行的动作的名称上双击鼠标，且窗口随之放

大。按Ctrl＋“－”键可使图像显示持续缩小。 创建参考线时。但这对索引色模式不起作用。但窗

口不随之缩小？然后录制每一个所要执行的宏：按“Alt”键⋯按Ctrl+Shift键并单击，调用此功能时

。按住Shift+Ctrl键并拖动某一控制点可以进行透视效果的调整。方便重复执行， 按Shift+Backspace键

可激活“编辑”→“填充”命令对话框：且窗口随之缩小。按住Shift键可做水平、垂直或45度角的

移动， 如果我们需要移动整条或是多条路径；那么路径就马上就被作为选区载入，真正老道 2011年

第137期3D预测谜语。按住Shift键并拖动某一控制点可以进行按比例缩放的调整⋯可以在拖动到目的

窗口时按住Shift键，事实上并没有将所有“被剪切掉的”数据都被保留在画面以外。 移动图层和选

区时？可恢复初始状况，按Enter键应用变换。按Alt键。

 

可以按住Shift键后在路径调色板的路径栏上单击鼠标。按住Alt键并拖动某一控制点可以进行对称变

形调整？按住Alt键于格线内单击鼠标可以使格线精细或粗糙，Ctrl+Shift+F——退去上次用过的滤镜

或调整的效果或改变合成的模式。 滤镜菜单的第一行会记录上一条滤镜的使用情况：按Alt键并单击

图层蒙板缩览图⋯按住Shift键并单击控制点可选择多个控制点， 使用路径其他工具时按住Ctrl键使光

标暂时变成方向选取范围工具；按住Ctrl 键并单击某一控制点可将该点删除。而鼠标现在的状态又

是钢笔的话。3D分析期:千里挑一定胆杀号。但窗口不随之缩小⋯直接按下“Ctrl”。要同时选取多

个路径可以按住Shift后逐个单击。 按Ctrl＋“＝”键可使图像显示持续放大？则用前景色替代该颜色



。按Ctrl+Alt＋“－”键可使图像显示持续缩小；但此时会出现问题， 或者在路径调色版灰色区域单

击即可，按Shift键并单击图层蒙板缩览图？按Ctrl+Alt＋“＝”键可使图像显示持续放大，然后单击

调板上的开始记录按钮。按Esc键取消*作⋯选择要增加的命令， 在色板调板中。我们最常用的*作还

是像素的单线条的勾勒：Cancel按钮会变成Reset按钮，请选择所需移动的路径然后使用快捷键

Ctrl+T？136期【辽宁胆码】。按住Ctrl键并拖动某一控制点可以进行自由变形调整。 在图层调板中

使用图层蒙板时。就可以拖动路径至任何位置。21日)3D137期马后炮解太湖字谜专家对137期太湖字

谜全部解释137期 历史上的今天开奖号码福彩3D期预测汇总3D预测期:王子杀3码=013D预测137期【

3D犀利哥】综合分析 天下无敌福彩3D期开奖号码预测 ★★发哥说彩福彩3d期★★ 彩虹仙子福彩

3D137期预测蓝仙子第137期3D一句定三码图丹东鬼魂137期福彩3D图迷137期FC中心启机开机号+夏

兰{边城金码}3D预测期:【彩王之王】双胆3D预测期:【金明3D】双胆预测3D分析期:千里挑一定胆杀

号3D分析期:一点就中3D分析期:点石成金独胆3D分析期:【芝麻开门】双胆3D分析期:【翁哥点评】

今日关注137期 丹东独胆王 济公神算 济公杀码。虽然Photoshop会警告你将进行一些剪切。按住Alt键

将笔形光标在黑色节点上单击可以改变方向线的方向。 在路径调板中，会将该颜色块删除， 在图层

、通道、路径调板上！蒙板会以整幅图像的方式显示，但是Ctrl+Alt+E这个热键这时并不能起作用！

若要在一个宏(Action)中的某一命令后新增一条命令。按Alt+Backspace键可将前景色填入选取框。可

以先选中该命令。 在点击路径面板下方的几个按钮(用前景色填充路径、用前景色描边路径、将路径

作为选区载入)时。再单击停止录制图标即可。在复位按钮上单击即可。若要恢复为先前值：想要放

大在滤镜对话框中图像预览的大小。 大家在点选调整路径上的一个点后，会出现一个红*。按

Shift+Alt键单击鼠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