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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品簡介

歡迎使用 ArahPaint，一款幫助紡織品設計師設計和編輯意匠圖工具。這些圖片主要
用於提花機織物。ArahPaint 是準備意匠圖設計的第一步。該程式支援作為複雜的紡織功
能的繪圖作業。繪圖作業具有無限的還原能力；允許您快速修改圖片。

本手冊主題的排列方式順序繪製設計的過程。讀者應該熟悉圖形用戶介面，因為它的
基礎知識（用鼠標選擇、雙擊、按鈕、檔案選擇框、文字輸入和編輯等）將不在這裡解
釋。

ArahPaint 面向對織造工藝有一定了解的設計師。也就是說，該手冊不包含將設計開
發成織物的完整說明。ArahPaint 包含許多幫助紡織品設計師的工具，但它們無法取代專
業紡織品設計師的技能和知識。

我們希望您發現 ArahPaint 是一款功能強大的設計工具，它將在日常工作中為您提供
幫助。我們總是樂於接受意見和建議，所以請將它們發送到我們的位址，我們將盡最大
努力改進程式。

2 程式外觀

通過單擊 ArahPaint 的圖標（圖 1）啟動程式後，主視窗將顯示在螢幕上。 除了檔案

（File）、編輯（Edit）和幫助（Help）目錄外，在您創建新圖像或加載舊圖像或從剪貼
板黏貼圖像之前，所有目錄都處於非活動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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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KDE 上管理系統上的 ArahPaint

 

圖 2 解釋了 ArahPaint 主視窗的組件：

圖 2: ArahPaint 主視窗

 
1. 標題欄顯示程式名稱、版本和當前設計檔名、像素大小和縮放級別。
2. 目錄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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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尺子（可選）。
4. 主視窗顯示當前編輯畫面的區域。 請注意，第一行意匠圖在圖片的底部，因

為這在組織設計中很常見。
5. 工具箱包含用於創建和編輯圖像的工具。
6. 線寬——此設置線條、矩形/正方形、橢圓/圓形、圓弧、多邊形、畫筆的寬度。

 如果您通過單擊鏈圖標  斷開鏈接，您可以分別設置 x 和 y 方向的寬度。
7. 繪圖型態。 默認是標準繪圖，用鉛筆表示。
8. 如果你設置的線條寬度大於 1 像素，那么你可以選擇筆的形狀，它會影響線條
起點和終點的外觀。
9. 顏色指示器顯示哪種顏色是前景，哪種是背景。 通過雙擊顏色指示器，將彈
出調色板視窗。
10. 指針坐標
11. 游標下像素的顏色RGB值。
12. 當前選中工具的選項。
13. 活動層數。
14. 調色板（顏色、圖層、筆刷）。
15. 調色板。
16. 調色板工具欄。

 2.1 設置語言

要變更 ArahPaint 的用戶介面語言，請選擇幫助 （H

elp） —— 語言（Language）並從清單中選擇語言。 您
必須重新啟動 ArahPaint 才能使變更生效。

圖 3: 設定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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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測量系統（公制或英制）

    如果勾選視圖（View）目錄中的公制單

位 =（Metric units）選項，測量系統將為
公制。不勾選的話，測量系統將為英制。

圖 4: 變更測量單位。

 2.3 儲存其他用戶定義的設置

通常 ArahPaint與 ArahWeave 一起運行，這使您也可以設置
和儲存 ArahPaint 的設置 ArahWeave 。 但是，如果您想使用
ArahPaint儲存其當前設置，您可以直接在 ArahPaint 的系統設置
選項通目錄條目（幫助（Help）—— 儲存設置（Save setup））
來實現。 用戶介面變量的當前狀態——它們在下面的小節中更
詳細地列出和說明——儲存在配置檔案中。 下次打開 ArahPaint

時將使用這些設置。

 2.3.1 變更默認加載和儲存位置

如果要變更默認儲存位置，請在圖像瀏覽器中導航到所需檔案夾，然後單擊幫助

（Help）—— 儲存設置（Save setup）目錄。

 2.3.2 圖像瀏覽器首選項

當您單擊幫助（Help）—— 儲存設置（Save setup）目錄時，圖像瀏覽器變量的當前
狀態將被儲存。

圖 5: 儲存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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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影像瀏覽器中的檢視選項
 

 2.3.3 儲存默認視窗的大小

如果要變更 ArahPaint 視窗的大小，請將其縮放到所需大小，然後單擊幫助（Help）
—— 儲存設置（Save setup）目錄。

 2.3.4 其他設置

當您單擊幫助（Help）—— 儲存設置（Save setup）目錄時，除了位置、視窗大小和
圖像瀏覽器設置之外，還會儲存視圖（View）目錄和另存為（Save picture as）視窗下的
選項：

• 網格開/關
• 網格屬性
• 平面型態開/關
• 標尺開/關
• 公制單位（公制/英制）
• 顯示筆形開/關
• 儲存的默認圖像檔案格式

3 建議的步驟順序

將設計理念轉化為意匠圖的過程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步驟：
1. 使用 ArahPaint 準備設計。
2. 在 ArahWeave 中準備必要的組織
3. 將意匠圖和組織結合於提花控制數據加顏色模擬在螢幕和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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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擇合適的織機配置檔案並將設計儲存為所需的提花格式。 
ArahPaint僅涵蓋第一階段——意匠圖的準備——可細分為以下步驟：

1. 在紙上畫一個設計。
2. 將設計掃描到電腦中。
3. 將設計加載到 ArahPaint 程式中。
4. 剪掉色彩邊框。
5. 將圖像縮放到所需大小。
6. 設置顏色（組織）的數量。
7. 清理掃描的圖片。
8. 編輯圖片。
9. 儲存最終圖片/意匠圖。

 3.1 在紙上繪製設計

對於設計師來說，在紙上繪製意匠圖通常比直接在計算機中繪製更簡單、更容易。
因此，可以使用傳統的繪圖技朮在紙上手工繪製設計。 繪圖可以是黑白或色彩的。 使用
ArahPaint 的填補工具為區域著色比手動作業更容易。

設計圖不需要以 1:1 的比例繪製，因為計算機可以將圖像調整為任意大小。 紙上設計
不需要超過 A4格式的大小。 這樣，A4掃描器就足以將圖片導入 ArahPaint。

 3.2 掃描圖紙

無論掃描器類型如何，您都應該注意：
1. 圖像與掃描區域對齊，減少後期旋轉繪圖的需要。
2. 掃描圖片中多余的空白應剪掉。通過使用預覽型態，您可以看到與掃描區域相對

應的圖紙大小。使用邊界矩形將掃描區域限制為繪圖實際覆蓋的區域。
3. 選擇合適的掃描精度。這以 dpi（每英吋點數）為單位，范圍為 50 到 2400 dpi。

dpi 越大，精度越高。但計算精度的更好方法是設置掃描圖紙的適當大小。用戶通常知
道設計的織造質量。一個特殊的意匠圖將在帶有 1344 個針數的提花織機上織造。這意
味着以像素為單位的掃描寬度不得超過所用針數的 150%。這意味着 1344*1.50 = 2016

像素的掃描寬度。以英吋為單位的紙張上的繪圖寬度除以以像素為單位的掃描寬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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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我 們 提 供  dpi 。同樣， 對 於 我 們 的 示例， 我 們假設 繪 圖 是  15 釐米寬。 因此
2016/(15/2.54) = 341.3 dpi。通過使用這個簡單的公式，用戶可以計算精度和/或掃描寬
度，可以在掃描軟件中設置。

4. 設置正確的儲存檔 案格式 。  要 在 ArahPaint 中導入 圖 像 ， 您 可 以 使 用
PNG、GIF、JPEG、WebP、TIFF、PCX、BMP 圖形檔案格式。 總共支援 72種檔案格式，
包括許多與織造相關的檔案格式（多臂和提花紋板機格式）。 也可以導入 PDF、PS 或
SVG 等向量格式。 如果遇到不支援的圖像格式，可以使用 Gimp 程式將圖像轉換為支援
的格式之一。

5. 將圖形儲存到所需的目錄中。

4 基本作業

為了有效使用該程式，您應該熟悉一些基本功能，例如加載和儲存檔案，選擇區域，
設置顏色......本章我們不會詳細解釋它們，只是讓您能夠使用程式。 在繼續其他章節之前，
您應該了解基本作業。

 4.1 創建新圖像

檔案 （File）目錄 (Ctrl+N) 中的新建...（New picture）
指令可讓您創建空白圖像。

在彈出視窗中，您可以設置以下參數：
• 大小（Size）: 寬度（Width）（這通常等於提花頭

上的圖案針數總數）和高度（Height）（這通常等於您
設計中的緯紗的數量）。

• 色深（Color depth）（對於提花，您主要需要調色
板圖像，最多可以使用 256 種顏色）

• 新圖像的填補方式（Fill type）
圖 7 圖 新建 方對話 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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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在 ARAHPAINT打開圖像

要打開檔案，請選擇檔案（File）—— 打開（Load picture）（鍵盤快捷鍵 Ctrl+O）。
在打開圖片對話框中，選擇要打開的檔案的名稱。 檔案選擇對話框的外觀取決於您使用
的作業系統。

該程式可以加載 PNG、GIF、PCX、BMP、TIFF、WebP 和 JPEG 圖形檔案格式的圖片。
此外，程式還支援大多數提花專用機器格式（TIS、Grosse、Stäubli、Bonas、Schleicher）
和一些其他設計軟件的檔案格式（Sophis、EAT）。 此外，ArahPaint 還能導入向量格式，
如 SVG、PDF 和 SVGZ。

如果啟 用 掩 藏 打 開 目 錄 ， 使 用 瀏 覽 型 態 （ Hide  load  menu,  use  browse ） 在
ArahWeave，打開 （Load file）指令將打開瀏覽 （Browse image）對話框，而不是打開

（Load file）對話框。

圖 8: Linux 上的 案檔 選取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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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Windows7上的檔案選取對話方塊  

圖 10: Mac OS X Linux 上的 案檔 選取對話方塊  

 4.3 從圖像瀏覽器加載檔案

要使用圖像瀏覽器加載檔案，請選擇檔案（File）—— 瀏覽...（Browse...）（鍵盤快
捷鍵：Ctrl+Shift+O）。 圖像瀏覽器顯示圖像檔案的縮略圖。

圖像圖標下方的文字標簽具有不同的背景顏色。 當前選中的圖像有一個黃色的文字
標簽，因此您可以快速找到它。 雙層（黑白）圖像的檔名區域具有淺灰色背景，調色板
（8 位）圖像具有白色背景，真索引色像具有淺粉紅色背景，以及具有 alpha 通道（透
通度）的圖像 ) 有淺藍色標簽（圖 11）。 因此，您可以快速區分提花卡片或織物（黑
白）、掃描圖像（真色彩）和清理後的調色板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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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四種不同的色彩標簽有助於區分檔案類別。

將鼠標懸停在圖像圖標上時，會出現一個工具輔助說明，顯示檔名、圖像大小（以像
素為單位）、顏色數、密度 (dpi) 和實際大小、檔案大小和修改日期。

圖 12: 圖片瀏覽器

 

執行以下作業之一以在 ArahPaint 中打開圖像：
• 雙擊圖像檔案。
•  選擇一個圖像檔案，然後單擊確認 （OK），或按鍵盤上的 Enter。 
工具欄中圖標的含義如下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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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級目錄 檔案重命名
重新載入 刪除

最前 用 ArahPaint打開圖像
清單視圖 優化 PNG 和 JPEG紋樣

選項圖標目錄和過濾器選項位於視窗底部。
• 濾鏡選項允許您按 X 大小、Y 大小、創建日期、檔名、檔案格式和顏色深度搜索特

定圖像。 程式將顯示與搜索濾鏡符合的圖片。 通過這種方式，您將很快找到您正在尋
找的圖像。

圖 13: 濾鏡從 290 張影像中找到 9 張符合設定標準的影像。

 

• 排序下拉選項按鈕允許您選擇檔案排序的標準，根據該標準對
織物檔案進行排序。 默認標準是名稱。後還有檔案格式、檔案大
小、日期、水平方向的圖像大小、垂直方向的圖像大小、兩個方
向的圖像大小、使用的顏色數、dpi 和實際大小。

圖 14: 排序標準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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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環圖（Repeat）型態默認勾選。 表示圖像圖標連
續重複顯示； 如果禁用，該圖標將按原樣顯示圖
像。

圖 15 圖 循環察看相同的影像，啟用
（左）和禁用循環型態。

• 然後有一些選項可以變更圖標下方資訊中顯示的內容：檔名、後綴、像素大小、檔
案大小和日期。

• 勾選向量預覽  將計算 PDF、Postscript 或 SVG 檔案上的預覽圖標。 由於這是一
項相當耗時的作業（必須完整閱讀大型多頁 PDF 檔案），因此默認不勾選。 如果向量
檔案的預覽對您很重要，並且一個目錄中的向量檔案數量不是太大，您可以勾選它。

圖 16: 在影像瀏覽器中預覽向量檔案。

 

• 要檢查瀏覽視窗中顯示的目錄中的檔案和
子目錄的數量，請啟用顯示瀏覽目錄檔案數量

（Show number of files ）選項 。 目錄中
的檔案數顯示在目錄圖標下方，子目錄數顯示
在目錄圖標旁邊。 圖 17: 目錄中的檔案數和子目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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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瀏覽器的另一個有用功能：按目錄或檔名的第一個字母將選擇位置選擇以該字母
開頭的目錄或檔案。

 4.3.1 圖像預覽

要預覽圖像，請將鼠標指針放在圖標上，然後單擊鼠標右鍵。 將出現全屏型態的預
覽視窗。 箭頭鍵 (← ↑ → ↓) 將視窗中的圖像沿所需方向移動。 默認視圖大小設置為 10
0%，循環視圖打開。 按鍵盤上的 F 使圖像適合視窗。 使用 + 和 – 或 Ctrl+鼠標滾輪放大
或縮小（或 1,2,3,... 用於縮放 100%、200%、300%...）。 按鍵盤上的 R，在單個圖像視圖
和循環圖像視圖之間切換。Page Down鍵加載下一張圖像，Page Up鍵加載上一張。Home

鍵加載目錄中的第一個圖像，End鍵加載最後一個。
要關閉預覽視窗，請按 Esc鍵，或在預覽視窗中單擊鼠標右鍵。

圖 18: 影像預覽視窗

 

 4.3.2 清單視圖

圖像瀏覽器還支援詳細清單視圖，它將每個檔案顯示在單獨的行中，作為檔名後跟有
關圖像的資訊：日期、檔案類型、大小 x、大小 y、顏色、dpi X、dpi Y、寬度（ 釐米），
高度（釐米），檔案大小。 您可以按任何這些資訊對圖像進行排序。 要變更排序鍵，請
單擊清單標題。 此資訊的一列以黃色突出顯示。 要從圖標視圖切換到清單視圖，請單擊
清單視圖圖標 ，要傳回單擊圖標視圖圖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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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清單檢視型態下的影像瀏覽器。

 

 4.3.3 瀏覽子目錄

ArahPaint 的瀏覽器能夠顯示子目錄中的檔案。 當您搜索檔案但不知道將其儲存在哪
裡時，它非常有用。 如果您的父目錄中有目錄，則圖像瀏覽器會在視窗右上角顯示“無葉
樹”圖標 （與目錄路徑在同一行）。要顯示子目錄中的所有檔案，請單擊樹型圖標。

它變為“有葉子和果實的樹”圖標  ，這意味着圖像瀏覽器顯示父目錄及其子目錄中的所
有檔案。 如果在子目錄中找到圖像，則子目錄的名稱會出現在圖像圖標中。

 4.3.4 重命名檔案

您還可以從瀏覽（Browse）視窗重命名圖像檔案：左鍵單擊圖像圖標下方的名稱，

或工具欄中的  圖標 。 將出現一個小視窗，您只需鍵入新名稱並按 Enter。

 4.3.5 從 ARAHPAINT 中刪除檔案

如果要刪除檔案或圖像檔案，請選擇檔案 （File）—— 瀏覽... （Browse），選擇要刪
除的檔案，然後按鍵盤上的 Delete 按鈕，或單擊工具欄中的  圖標。 在檔案被實際刪
除之前，您會收到警告，但一旦刪除，就無法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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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 優化 PNG 和 JPG 檔案

ArahPaint 的圖像瀏覽器使您能夠減小舊 png 和 jpg 影像或從其他來源獲得的影像的檔

案大小。 要使用此功能，請選取影像圖像，然後按一下優化 PNG和 JPEG圖像圖標 
或選擇鍵盤快捷鍵句點 (.)。 完成後（大檔案需要幾秒鐘）即現對話方塊會察看有關減小
大小的資訊或告知檔案已經優化。

圖 20: 有關使用 PNG 優化器後檔案大小減小的資訊。

 

 4.4 從上管理系統或檔案管理者打開圖像

您可以拖放圖像圖標到 ArahPaint 軟件圖標上，直接從上管理系統或檔案管理者打開
圖像檔案。

圖 21: 直接從上管理系統（或檔案管理者）開啟影像  
將圖像圖標擺入 ArahPaint 的圖標後，程式會以加載的圖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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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將檔案圖像放在 ArahPaint 程式圖像上後，程式開啟並加載影像  
如果您將圖像圖標拖放到已經運行的 ArahPaint 中，它會將其作為圖層加載到當前加

載的背景圖像上。

 4.5 加載最近使用的檔案

ArahPaint會記住最近使用的檔案和目錄。 要打開最近使用的檔案之一，請選擇文件

（File）—— 載入最近檔案...（Load recent）。 最近載入的檔案目錄由兩部分組成，一個
顯示最近儲存的檔案，另一個顯示最近檢視的檔案。

圖 23: 帶有檔案圖像的最近載入檔案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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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 ArahWeave 中系統設置（Save setup）—— 外觀（Appearance）中的最近打

開檔案數（Number of recent files）欄位中設置最近載入的檔案數。
要打開您最近通過打開（Load picture）、另存為（Save as）或瀏覽（Browse）對話

框打開的目錄清單，請單擊位置欄右側的箭頭。 這些目錄按打開檔案時間排序，最近的
在頂部，最後的在清單下。

圖 24: 最近使用的目錄清單

 

 4.6 儲存設計圖

您可以按檔案（File）目錄中選擇指令儲存（Save）（鍵盤快捷鍵 Ctrl+S）以現有名稱
儲存圖像。
如果您想變更設計圖的名稱，請按檔案（File）目錄，後點擊另存為（Save as）（鍵

盤快捷鍵 Ctrl+Shift+S）。 此作業將彈出檔案選擇框，您可以在其中選擇所需目錄並輸入
新檔名。 如果同名檔案已經存在，ArahPaint 會在儲存前警告您。 該程式為您提供覆蓋現
有檔案或變更檔名的選項。

圖 像儲存的默認檔 案格式 是 PNG 。 您 可 以 將 圖 像儲存為其他五種格式 ：
TIFF、GIF、JPEG、WebP 和 BMP。要指定檔案格式，您必須將正確的檔案擴展名寫入檔名。

 4.7 將向量圖像（SVG、PDF）導入 ARAHPAINT

ArahPaint 支援以可攜式文檔格式（pdf 擴展名）導入 SVG 可縮放向量圖形檔案格式
（svg 和 svgz 擴展名）和圖像（文檔）。

要將向量圖像導入 ArahPaint ，請選擇檔案（File）——導入向量圖像...（ Import

vector image）（您可以使用檔案（File） —— 瀏覽...（Browse）並從圖像瀏覽器中導入
向量檔案）。 在打開（Load picture）對話框中，正確的濾鏡（檔案類型）已設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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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g、pdf 和 svgz 檔案類型，因此對話框僅顯示這三種格式的檔案。 然後選擇要導入的檔
案，單擊打開。 程式會彈出導入向量圖像（Import vector image）對話框，在寬度和高度
欄位旁邊顯示圖像的預覽。 以像素為單位輸入寬度和高度。 如果您通過單擊  來斷開鏈，
您可以分別變更寬度和高度。

圖 25: 將向量影像導入 ArahPaint
 

單擊確定按鈕後，圖像將出現在 ArahPaint 主視窗中。
如果您導入 PDF 檔案，導入向量圖像對話框會略有不同，因為 PDF 檔案可以包含多

個頁面。 您可以選擇圖像（文檔）的更多頁面進行導入，然後在 ArahPaint 中將其作為圖
層打開。 此外，您可以設置導入圖像的密度和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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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將 PDF 檔案導入 ArahPaint

 

 4.8 清楚圖像

您可以從先前加載的圖像中獲取新圖像。 使用編輯 （Edit）—— 清除 （Clear），圖
像中的所有顏色都變為當前選定的前景色。 清除（Clear）與新建（New image）功能的
不同之處在於您將舊圖像的顏色保留在調色板中。 如果您使用新建（New image）功能，
您會在調色板中獲得 15 種隨機顏色。

 4.9 還原 / 重做

我們希望您能夠自由地體驗該程式，而不必擔心損壞圖像。 因此，您需要能夠還原
繪圖作業。

編輯 （Edit）目錄中的還原 (Undo)指令 (Ctrl+Z, ) 將圖片恢復到之前的狀態。 要重

做上一個作業，請選擇編輯（Edit）—— 重做 （Redo） (Ctrl+Y, )。 還原步驟的數量是
無限的。

 4.10 放大或縮小視圖

您可以使用不同方法放大或縮小視圖。 主視窗的標題欄顯示當前縮放級別。 
有四種方法可以在 ArahPaint 中變更縮放級別：
1. 按加號鍵 (+) 放大，或按減號鍵 (-) 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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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鍵盤上的 Ctrl並向上或向下滾動鼠標滾輪。

3. 單擊工具箱中的圖標  或  。
4.  如果您在鍵盤上按 0-9 之間的任何數字，您將直接將縮放變更為該級別（1 表示 1

00%，6 表示 600%，0 表示 1000%）。
程式將在游標的當前位置放大或縮小。 您還可以在繪圖作業期間變更縮放級別。

 4.10.1 適合窗戶

如果您希望圖像適合 ArahPaint 主視窗中的整個可用空間，請從視圖 （View）目錄中
選擇適合視窗（Fit to window）或選擇 Ctrl+0（零）。

 4.10.2 在當前縮放和 100% 縮放之間交替

按鍵盤上的 Esc 鍵在當前選定的縮放級別和 100% 縮放之間來回切換。

 4.10.3 網格

   在高於 300% 的縮放級別下，如果啟用了網格視圖，程
式會在像素之間顯示一個網格。

要顯示或隱藏網格，請選擇視圖（View）—— 網格

（Show Grid）(Ctrl+G)。
要變更網格屬性，請選擇視圖（View）—— 網格屬

性...（Grid properties）您可以將網格顏色變更為黑色、
灰色或白色。 第二級網格確定在多少細線之後將繪製一
條較粗的線。
如果您選擇單位（cm）（Unit(cm)） 復選框，程式

會將寬度和高度與在調整圖像（Resize image）視窗中設
置的密度相符合。

圖 27: 設定網格屬性

 4.10.4 抗鋸齒

當您縮小圖片時，抗鋸齒（視圖（View）—— 抗鋸齒 (Antialias)）通過柔化邊緣像素
和背景像素之間的顏色過渡來平滑圖像中的鋸齒狀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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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相同的設計，縮小 30% 觀看，關閉和開啟抗鋸齒  

 4.11 標尺

標尺可幫助您在圖像的寬度或長度上精確定位項目
（例如選區、圖層和形狀）。 可見時，標尺會出現在
主視窗的頂部和左側。 當您移動標尺時，標尺上的標
記會顯示指針的位置。 要顯示或隱藏標尺，請選擇視

圖（View）—— 標尺（Ruler）或按鍵盤上的 Ctrl+R。
它以像素或釐米/英吋為單位顯示長度和位置。 要在兩個單位之間切換，請單擊標尺單位
指示（點，釐米/英吋）（參見圖 29）。

 4.12 顯示 RGB 顏色值

ArahPiant 在鼠標指針下顯示像素的顏色 RGB值
如果您處理索引索引色像，則顏色位置編號（索
引）顯示在顏色 RGB 值旁邊。

圖 29: 標尺單位

圖 30: 色彩的位置編號和滑鼠指標下像
素的RGB色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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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參考線

除了圖像網格，ArahPaint 還為您提供了一種
更靈活的定位輔助工具：參考線。 這些是水平線
或垂直線，您可以在處理圖像時臨時顯示在圖像
上。

要創建參考線，只需雙擊在主視窗中的頂部和
/或左側標尺。參考線將顯示為跟隨參考線的藍色
虛線。

您可以創建任意數量的參考線，放置在您喜歡
的任何位置。 要在創建參考線後移動它，請將鼠
標指針懸停在藍色箭頭上，藍色箭頭表示參考線
在標尺中的位置。 鼠標指針變為移動指南圖標 。
然後，您可以單擊參考線並將其拖動到新位置。
要刪除參考線，請雙擊標尺中的藍色箭頭。 要同
時移除所有參考線，請選擇視圖 （View）—— 去

除參考（Remove guides）。

圖 31: 按兩下在標尺上建立參照線

 4.14 測量工具

測量工具可讓您測量圖像中
兩個像素之間的距離。 要使用

它，請單擊工具箱中的  圖標
（快捷鍵 Shift + I），在兩點之間
畫一條線。程式將以點、釐米和
英吋為單位顯示長度。

測量工具下方還有其他工具 - 拆分（Split）、合併（Merge）、移動（Move）、傾斜

（Tilt）以及每個工具的其他參數。 值、x 和 y 也用於某些濾鏡工具（第13 章）。

圖 32:測量工具以點、公分和英吋為單位察看距離



 w w w .ar ahn e .si  Ar ahP ai n t   
用戶手冊   

  23

 4.15 十字游標

十字光標可幫助您更精確地繪製或檢查圖片。 要打開它，請單擊視圖（View）——

十字光標（Crosshair cursor），或者更方便的是，使用鍵盤快捷鍵 Z。

圖 33: 縮放 100%和縮放 500%時的十字游標（滑鼠指標）

 4.16 平移工具

要平移圖像，請在按住鼠標中間按鈕的同時移動它。 當您按下按鈕時，在移動過程
中，光標指針變為四個箭頭形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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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使用工具箱中的工具

工具箱中的一些工具可讓您選擇、編輯和檢視圖像；其他工
具可讓您繪畫、繪圖和打字。

工具箱（Toolbox）：您可以通過將鼠標指針放在工具箱上檢
視工具箱中任何工具的資訊。工具的名稱出現在指針下方。您必
須單擊工具的圖標才能使用它。當前選定的工具在工具箱中突出
顯示（或著色）。 

要選擇一個工具，請單擊工具箱中的圖標或按該工具的鍵盤
快捷鍵。鍵盤快捷鍵顯示在其工具輔助說明中。例如，您可以通
過按 W來選擇魔棒（Magic wand）選擇。

前景色（上方塊）和背景色（下方塊）用於繪圖作業。
前景色決定了用鼠標左鍵繪製的顏色，以及用右鍵繪製的背

景色。這樣，您可以用兩種顏色進行當代繪畫，而無需不斷變更
繪畫顏色。當您修復兩個顏色區域之間的邊界時，這特別方便。
要變更前景色，請在下面的調色板中單擊所需的顏色。

一些繪圖作業，如漸變工具，同時使用兩種顏色，如果將其
中一種設置為透通，您可能會得到有趣的效果。以右鍵單擊前景
色或背景顏色的索引色塊變更顏色為透通。 單擊的圖塊將顏色表

面變更為灰色格子圖案 。
選項區域：選擇工具後，您應該做的第一件事是設置其選項

（如果工具有選項）。選項顯示在工具箱下方。 選項區域是內文
相關的——它會隨着您選擇不同的工具而變化。 選項區域中的一
些設置對多個工具是通用的，而一些設置是特定於一個工具的。

調色板：顏色、圖層、筆刷。要變更調色板視圖，只需單擊

其中一個對話框選項卡（顏色選項卡  F6、圖層選項卡  

F5、畫筆選項卡  F7）。每個對話框獨有的工具位於調色板
（對話框）區域的底部。

圖 34: 工具箱、工具選項
和選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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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選擇設計圖的矩形區域

我們經常希望將作業區域限制在圖像的特定部分。 通過選擇特定的矩形區域，您可
以設置作業的邊界。

選區工具的工作方式如下：

1. 按工具箱中的選區矩形工具圖標 
2. 將鼠標指針移動到要選擇的區域的角之一。
3. 按左鍵並拖動鼠標，直到所需區域位於虛線矩形內。 默認情況下，選區邊框

是從其角落拖動的。
4. 鬆開按鈕。

如果要變更選擇的大小，可以通過以下方式進行：
1. 將指針移動到虛線矩形的邊界（從內向外），直到指針形狀發生變化
2. 按下左鍵並拖動鼠標，直到達到所需的矩形大小。

選定區域成為一個圖層，可以移
動、複製、黏貼或另存為圖像。 有
關圖層大小和位置的資訊表明圖像
中存在選擇。 它顯示在工具箱的選
項區域中。 圖35顯示了 360 x 400 像
素的圖層大小，而圖層的左下角位
於像素 x=825，y=556。

在創建階段限制選區的虛線如下
所示：  在此階段，
您仍然可以變更所選區域的大小。
但是當你移動它，或者勾選調整選

區循環大小（Repeat selection ），
這 條 線 變 成 了 一 條 點 線

，你無法再改變選
定區域的大小了。

圖 35:圖層的大小和位置。 您仍然可以在此階段變更所選區域
的大小（線是虛線而不是點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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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縮到選區

使用圖像（Image）目錄中的縮
到選區（Crop to selection ）指令，
您可以刪除當前選擇之外的區域。

圖 36: 縮到選區前後

 4.20 按色界縮小選區

使用圖像（ Image）目錄
中的按色界縮小選區（Trim）

指令，您可以修剪僅由背景
顏色像素組成的區域。 剩餘
的區域是一個矩形，它的邊
接觸非背景顏色的最外層像
素。
如果您在圖層上應用該功

能，則結果是一個新的收縮
圖層。

圖 37:在圖層上應用按色界縮小選區指令後，選取區域縮小為覆寫所
有非背景色彩像素的矩形區域。

 4.21 取消選區

如果不再需要選定區域，並且您想將其放回背景圖像中，請執行以下作業之一：
• 在工具箱中單擊 。
• 在鍵盤上，按 Ctrl+D。
• 右鍵單擊背景圖像上某處的選區外部（如果選擇工具之一處於活動狀態，則有
效）。

選區將在其當前位置合併到圖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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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刪除選區

要刪除選區，請按鍵盤上的 Backspace 或 Delete。 要將所選內容剪下到剪貼板，請選
擇編輯（Edit）—— 剪下（Cut）（鍵盤快捷鍵 Ctrl+X）。

5 繪圖作業

繪圖作業是繪圖工具，如線條、徒手繪圖、多邊形、矩形/
正方形、橢圓/圓形、弧形繪圖、填補區域和橡皮擦。 所有這些
工具都可以通過工具箱中的圖標按鈕使用。 工具使用左鍵繪製前
景色（繪圖），右鍵繪製背景色。 線寬欄位下方的圖標（默認為
實心型態，鉛筆圖標  表示）讓您在不同的繪圖型態中進行選
擇。 例如，如果您選擇了筆刷，並且從筆型態選擇器中選擇了筆
刷型態 ，您將使用筆刷（圖案）進行繪畫。 其他型態是漸變
類型的工具，以特定方式混合前景色或背景色，由所選型態圖標
指示。

所選工具的選項顯示在工具箱下方。 選項區域是內文相關
的，這意味着它會隨着您選擇不同的工具而變化。 選項中的一些
設置對多個工具是通用的，而一些設置是特定於單個工具的。

圖 38: 工具箱和筆型態

 5.1 線寬

線寬決定了徒手繪圖 工具、線條工具繪製的寬度，以及幾何圖形邊框的寬度。 （線
寬數字在某些濾鏡作業中用作參數；在後面的章節中會詳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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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以 6像素的線條粗細繪製。  

線寬欄位旁邊的斷鏈  允許您獨立設置水平和垂直方向的繪圖寬度，通常根據密度
（圖像 dpi）設置。

圖 40: 在 x 和 y 繪圖方向上設定不同的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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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筆型態

除了默認筆型態外（  圖標）之外，每個繪圖工具都可以配
合與筆刷型態和漸變筆型態。鉛筆圖標  代表默認值，使用前景
色繪製。 筆刷  之後，還有十二種漸變型態。 該型態的圖標指
示漸變效果的方向。

圖 41: 選取筆型態。

 5.3 筆形

如果線寬設置為大於 1 的值，您可以在七種不同的筆形狀中
進行選擇。 單擊筆型態旁邊的圖標時，會出現筆形圖標的下拉清
單，您可以選擇其中一個。
筆形影響線條/徒手/圓弧/曲線繪製的開始和結束，繪製的矩

形和正方形的角度形狀以及噴點的形狀。

圖 42: 筆形下拉清單

下表顯示了不同筆形以 16 像素線寬繪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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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

矩形

圓形

 5.4 繪製直線

使用直線圖標  按鈕（鍵盤快捷鍵 I）啟動此工具。 然後將鼠標指針移動到圖片中
的一條線起點並按下左鍵。 拖動鼠標直到線條達到所需的長度和角度。 然後鬆開按鈕。

工具選項有：

加粗（Thick lines）：當您想要連接對角線像
素時使用此選項（它僅適用於線寬 1）。 左邊的
線是“正常的”，右邊的線是粗的。

圖 43: 正常線和粗線
保持縱橫比（Keep aspect）:如果您的

圖像密度 (dpi) 比率不為 1，則以相同像素
寬度繪製的水平線和垂直線的物理大小不
同。 通過使用保持縱橫比選項，其中一條
線（較粗的那條）的像素寬度減小到與較
細的相似。 圖 44 中顯示在正常型態下
（藍色繪製的線條和圓形）與在啟用保持

縱橫比選項下（紅色繪製的線條和圓形）
繪製線條的不同。

圖 44: 紅色線條是使用 保持縱橫比型態繪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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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繪製完美的水平、垂直或對角線

畫直線有一個強大的擴展：如果你雙擊 繪製 直線

（Straight line）圖標，它會變成  。現在您可以繪製
水平線、垂直線或對角線。 如果你水平移動鼠標——它
不需要完全筆直，繪製的線是水平的。 如果一條線與水
平軸的夾角超過 23 度，則繪製的線將是 45 度的對角線。
如果將鼠標移向垂直軸，該線將被繪製為垂直線。

 5.6 徒手繪圖

徒手繪圖是最常用的工具之一，單擊手繪圖標 （鍵盤快捷鍵 P）使用它。 只需將
鼠標指針移動到圖片中的起點，按住左鍵並拖動鼠標，就好像手中有鉛筆一樣。 要停止，
請鬆開鼠標按鈕。

除了繪製直線之外，它還有一個選項，即筆刷工具（參見第 10.2.2  章）。 

 5.7 繪製多邊形

多邊形是一家族直線，其尾端相連，因此一條直線的終點就是下一條直線的起點。
它對於繪製稍後將使用填補區域工具著色的圖形很有用。 由於線條是連接的，因此為圖
形著色不會洩漏到圖形的邊界之外。

多邊形繪圖與線條繪圖不同：

1. 選擇多邊形圖標 。
2. 將鼠標指針移動到起點並單擊鼠標左鍵。
3. 將鼠標移動（而不是拖動）到下一個點，然後再次單擊鼠標左鍵。
4. 重複步驟 3，直到繪製所需的多邊形。
5. 按右鍵停止多邊形繪製或鼠標中鍵擦除最後一個多邊形點。

 5.8 繪製矩形/正方形和橢圓/圓形

繪製橢圓/圓形與繪製矩形/正方形非常相似。

首先單擊所需的圖標按鈕 -   或  或  或 。
1. 將鼠標指針移動到一個角落並按下鼠標左鍵。

圖 45: 繪製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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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鼠標拖動到（邊界）矩形的對角。
3. 鬆開鼠標按鈕。

在循環的實際寬度和高度不相等並且您正在繪製圓形/正方形的情況下，程式會計算
圓形/正方形的大小以符合寬度與高度的比率。

放大繪圖時，如果寬高調整因子的比例與圖片的實際大小寬高比（以毫米為單位）符
合，則對象也將以正確的比例可見。
如果所選作業的圖標按鈕已填補（非空），則對象也將被填補。 您可以通過雙擊相

同的圖標按鈕（例如正方形）來切換填補屬性。 圖標將從  變為  並填補下一個繪
製的對象。 這也適用於多邊形繪圖。

 5.9 在圖像上畫一條線

圖 像 上 的 畫線是矩形 工 具 的擴

展。 矩形工具應設定“填補”型態 

（雙擊圖標  變更型態）。 在選項
欄中，選擇要繪製水平線或垂直線。
要繪製線條，只需單擊圖像，按住按
鈕，然後拖動鼠標直到線條達到所需
的寬度。

圖 46: 在影像上畫線

 5.10 繪製圓弧

圓弧是橢圓或圓的一部分。 它用於繪製圓形，如花葉和類似的圓形物體。 三點確定
弧：第一和第二標記弧的起點和終點，而第三點設置曲率。

1. 選擇圓弧圖標  按鈕或使用鍵盤快捷鍵 D。
2. 將鼠標指針移動到圓弧開始的點，然後按左鍵。 程式將在該點上畫一個十字。
3. 將鼠標指針移動到圓弧結束的點，然後按左鍵。 程式將在該點上畫一個十字。
4. 現在將鼠標指針移動到圓弧曲線的最大范圍點，然後按住左鍵。
5. 拖動鼠標直到繪製所需的弧線，然後鬆開鼠標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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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繪製曲線

曲線工具可讓您繪製或描繪曲線形狀。 最後三個單擊的點確定這三個點之間的曲線。
 按照以下步驟繪製曲線：

1. 選擇圖標 。
2. 將鼠標指針移動到起點，然後按左鍵。
3. 將鼠標移動（而不是拖動）到下一個點，然後再次按下左鍵。
4. 重做步驟 3，直到繪製出所需的曲線。
5. 按鼠標右鍵停止曲線繪製。

 5.12 貝塞爾曲線工具

它允許您快速簡單地創建一個複雜的對象。 鏈接的貝塞爾曲線的組合通常稱為路徑。
 路徑由兩部分組成：直線段和曲線段。

要繪製貝塞爾曲線，請從工具箱中選擇貝塞爾工具 ，然後單擊圖像以創建第一個
點。 要繪製直線，請單擊要結束它的位置。 將鼠標移動到一個新點並左鍵單擊鼠標以創
建另一個鏈接到前一個點的點。 藍色圓圈是錨點，兩個綠色方塊是控制點（有時稱為與
所選錨點關聯的手柄）。您可以通過移動錨點、手柄或曲線來變更曲線的外觀（單擊並
拖動曲線移動它）。

圖 47: 拖曳控點、手柄或曲線以變更其外觀   
如果您在錨點附近單擊，則兩個手柄位於同一個錨點處。 單擊曲線錨點之間的某處

會在每個點繪製一個手柄。
使用鼠標中鍵，您可以向曲線添加新的錨點。 按鼠標右鍵完成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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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手柄  

 5.13 填補

該工具用前景色或筆刷（圖案）替換您單擊的區域的顏色。 當填補無法通過與指向
的點不同顏色的點組時，或者到達選擇的邊界時，填補停止。

單擊填補圖標  或使用鍵盤快捷鍵 K。
1. 在選區內移動鼠標指針並指向一種顏色，該顏色應替換為前景（填補）或筆刷。

 如果從筆選擇器中選擇畫筆，並且您在畫筆的調色板中選擇了畫筆（圖案），則
圖案填補將起作用。
2. 按鼠標左鍵。 片刻之後，顯示填補區域。
3. 根據需要多次重複第 3 步和第 4 步，如有必要，變更前景色。

 5.13.1 填補選項

• 填至邊界（Fil to border）用於清潔掃描的圖像。 它填補所有
像素，無論它們是哪種顏色，直到它碰到背景顏色邊框。

• 整個圖像（Whole image）是指對圖片中的整個顏色區域進行
作業，無論像素是否相互連接。

•閾值（Treshold）定義像素必須填補的顏色相似程度。 值的
范圍可以從 0 到 127。低容差會填補顏色值范圍內的像素，這些顏色值與您單擊的像素非
常相似。 高容差填補更寬范圍內的像素。

• 填補（%）（Fill（%））：程式用預設比例的前景色和背景色混合（如噴霧工具）
填補區域。 如果勾選了整個圖像（Whole image）選項，則程式的工作方式略有不同——
它將前景色與區域中的當前顏色混合。

圖 49: 填補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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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 初始影像               填補 60%      填補 25%   填補 50%，勾選了整個影像

• 八向填補（8-way fill）也填補連接在角落的相鄰像素。 圖51 中的中間圖像顯示了填
補工具的默認行為：如果單擊藍色葉子，則只有葉子會改變顏色。 右側的圖像顯示了如
果單擊藍色葉子並勾選八向填補選項會發生什么：綠色從葉子通過連接的像素角跳到花
的其他（藍色）部分。八向填補作業檢查單擊點周圍的八個點。 正常填補也可以稱為 4
向填補，因為它只檢查 4 個點（上、左、右、下）。

圖 51: 點擊葉子填補                正常填補  八向填補  

 5.14 間絲工具

間絲工具(Stitch)可幫助您在較大的顏色區域中繪製點，以防止織物中出現長浮動。
通常，你在 ArahWeave 中修正過長的浮動，但間絲線是跟隨顏色區域的形狀，所以有時
在 ArahPaint 中繪製點（線）來防止過長的浮動會更方便。 間絲線也可以用作設計裝飾，
而不僅僅是作為長浮動控件。

要使用間絲工具，請在工具箱中單擊其圖標 ，或使用快捷鍵 Shift + K，然後單擊
要添加間絲點的顏色區域。 如果在地面添加銜接點，則應在循環視圖（Repeat view）下
工作。

工具欄下方有不同的間絲選項：



36   章節 5  
 繪圖作業

www.arahne.si  

• 方向（Direction）（左、右、左-右、上、下、上-下）確定間絲
線應遵循的形狀

• 長度（Length）是所選方向上兩點之間的距離。
• 平紋（Plain weave） - 如果您啟用它，那么間絲線中將有平紋

圖案  而不是連接的像素。
• 整個圖像（Whole image）是指對圖片中的整個顏色區域進行作

業，無論像素是否相互連接。
圖 53 顯示了間絲工具的使用——所有圖像的長度均為 7 像素。 您可以選擇繪製線條

的方向，具體取決於圖案的形狀和所需的效果。

圖 53:  間絲點：所有可能的組合

 

 5.15 噴霧

噴霧工具在鼠標指針周圍以前景色繪製許多隨機分散的點或選定的形狀。

1. 選擇圖標  或使用鍵盤快捷鍵 J。

圖 52: 間絲工具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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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置大小和形狀。 默認情況下，點大小是一像素一像素。 通過增加線寬欄位中的
數字，點或形狀的大小也會相應增加。 圖 54 顯示了帶有相應點的線寬編號。 筆形設
置為默認形狀（圓形），但其他筆形也可以使用噴霧工具 。 請
注意，要使用“形狀”圖標目錄，線寬應大於 1。

圖 54: 不同線寬大小的噴點

3. 設置點數（默認為 30）。 數字越大意味着噴霧填補圖片的速度越快。
4. 設置噴霧區域的半徑（默認為 30 像素）。
5. 與“模擬”噴霧一樣，點密度從中心（鼠標指針的）到外部（勾選始自中心（From

center）選項）逐漸減小，或者可以在整個區域內保持規則（禁用始自中心（From

center）選項）。

6. 將鼠標指針移動到所需位置並按下鼠標左鍵。 將鼠標拖動到其他區域，或者如果
需要更強的效果，請將其留在同一位置。
程式將噴射點，直到您鬆開按鈕。

圖 55: 噴霧不同的點大小  
如果您禁用始自中心（From center）選項，您還可以通過按住鼠標所需的時間來簡單

地實現單一顏色的不同隨機填補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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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始自中心噴霧以及三種不同強度的常規噴霧  
圖 57 顯示了使用噴霧繪製的圖像，使用四種不同的形狀 ，依次應用。

圖 57: 使用不同形狀作為噴霧套件。  

 5.16 混色

帶有鍵盤快捷鍵 Shift+J 的混合工具  類似於噴霧，但它會
交換圖像中的現有顏色。 使用它來柔化兩種或多種顏色之間的邊
界，而不引入新顏色。 在此作業中，前景色和背景色被舍棄。

 5.17 ‘內部/外部距離短於’功能

當您為剪花（Fil coupe） 繪製圖像時，您需要以一定的距離放置不同的圖案（花朵、
圓點、正方形等），以便它們之間有足夠的空間，為了能夠切割長的浮線。 如果距離太
短，剪毛機就無法剪掉浮毛，這種未剪的威脅看起來像是織物的缺陷。 要了解不同顏色

圖 58混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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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之間的距離，有兩個工具：內部距離短於（Color shorter inside）和外部距離短於

（Color shorter outside）。

要使用該工具，首先以像素為單位設置距離：單擊測量（Measure）工具圖標  並
在 X 欄位中輸入水平（緯向）方向的值（如果想要輸入距離在垂直方向，在 Y 欄位中輸
入較短的值）。 然後選擇用於標記距離的前景色（您可以使用已添加到調色板的新顏色，
也可以使用現有顏色）。 背景顏色，選擇要應用距離測量的顏色。 然後打開濾鏡
（Filters）—— 外部距離短於（Color shorter outside）—— 水平（Horizontal）。 程式對
落入背景顏色像素之間輸入的距離值的所有像素進行著色。

圖 59 顯示了我們想要對小於 50 像素的紅色像素之間的距離進行著色的情況。 我們
將使用外部距離短於（Color shorter outside），因為我們想要在紅色像素區域之外進行繪
製。

 

圖 59: 用綠色著色短於紅色像素之間的距離

應用指令後，程式以前景（綠色）顏色繪製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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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 應用外部距離短於，水平

 

內部距離短於（Color shorter inside）功能測量顏色表面邊緣上兩個像素之間的距離
（左右為水平，上下為垂直），並繪製落在一定范圍內的所有像素。 這主要用於剪花設
計。

圖 61 顯示了一種情況：我們想要標記所有綠色像素的水平線，這些綠色像素短於 15

個像素。 在測量工具的選項部分中，將 x 值設置為 15，然後選擇濾鏡 （Filters）—— 內

部距離短於（Color shorter inside）—— 水平（Horizontal）。

圖 61: 應用內部距離短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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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後，小於 15 像素的線條被塗成紅色，我們可以在它們上使用與綠色區域不同的
組織結搆。

圖 62: 生成的影像；短於 15 像素的水平線現在為紅色。
 

6 使用顏色

ArahPaint 在兩種型態下使用兩種色彩空間：RGB（紅綠藍）和 HSL（色調-飽和度-亮
度）：

調色板型態（每像素 8 位），也稱為索引型態，是新 ArahPaint 圖像的默認型態。 此
型態最多允許 256 種顏色。 灰階型態是調色板型態的一種特殊情況。 此型態最多使用 25

6 種灰階。 灰階圖像的每個像素的亮度值范圍從 0（黑色）到 255（白色）。 灰階值也可
以測量為黑色墨水覆蓋率的百分比（0% 等於白色，100% 等於黑色）。
真色彩型態（每像素 24 位）使用 RGB 顏色模型為索引色像中的每個 RGB 分量指定從

0（黑色）到 255（白色）范圍內的每個像素的強度。RGB 圖像使用三個顏色通道，可再
現多達 1670 萬種顏色（256x256x256=1670 萬）。 此外，ArahPaint 支援 RGBA，它代表
紅綠藍 alpha。 它是三通道 RGB 顏色模型，輔以第四個 Alpha 通道（透通度）。 Alpha 指
示每個像素的不透通程度，並允許使用 Alpha 合成將圖像與其他圖像組合在一起，其中透
通區域和不透通區域邊緣的抗鋸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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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hPaint 中的顏色值大多具有資訊價值。 它們為設計師提供圖片的整體外觀。織物
的最終顏色將在 ArahWeave 中設置，並取決於所選紗線顏色和組織結搆。

一些與顏色相關的功能在調色板（Color palette）視窗中可用，而其他功能位於主 Ara

hPaint 視窗的色彩（Color）目錄中。

 6.1 將圖像從一種色彩型態轉換為另一種型態

要將圖像從一種色彩型態轉換為另一種色彩型態，請使用指令色彩（Color）—— 轉
換（Convert）並從目錄中選擇 24->8、8->24 或灰階（Greyscale）（快捷鍵 CTRL+J 在真
色彩和調色板型態之間切換）。

當從真色彩型態轉換為調色板型態時，ArahPaint 會搆建一個調色板，其中包含圖像
中使用的顏色清單。 如果初始圖像中的顏色沒有出現在表格中，程式會選擇最接近的顏
色。

 6.2 調色板

圖 63 顯示了調色板的外觀。 它將顯示活動圖層的顏色。 如果活動圖層或圖像處於真
色彩（每像素 24 位）深度，則不會顯示調色板。 如果您想檢視不同圖層的調色板，您必
須在層數（Layer palette）或活動圖層（Active layer field）欄位中選擇該圖層（這更快，
因為您不需要將視圖切換到圖層調色板。 圖63顯示了第二層的調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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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調色板工具

調色板工具位於調色板區域的底部：

 顯示已用顏色——如果您按下此圖標，程式將在圖像
中實際使用的顏色下劃線。

 刪除未用顏色——將從調色板中刪除圖像中未使用的
所有顏色：淺棕色 14、藍色 15、淺紫色 16。

 刪除重複顏色 - 在將一種顏色複製到另一種顏色後使
用此指令。

 添加顏色——如果您需要調色板中的新顏色，請按此
圖標。

 移除顏色 - 將從調色板中刪除最後未使用的顏色。 如
果使用所有顏色，則必須使用減色工具而不是本儀器。

下劃線數字表示圖像中使用了該顏色。 斜體數字表示一種顏色屬於灰階——該顏色
的紅色、綠色和藍色值相等。

 6.2.2 交換/黏貼顏色

您還可以使用調色板交換或複製圖像中的顏色。 首先，使用左鍵單擊在調色板中選
擇一種顏色，然後指向調色板中的另一種顏色並使用：

• 中鍵單擊以交換顏色。
• 右鍵單擊以複製顏色。
請注意，當您將一種顏色黏貼到另一種顏色時，調色板中有兩個相同顏色的色板。

您仍然可以修改它們中的每一個。 

 6.2.3 變更調色板中顏色的位置

要在調色板中切換兩種顏色的位置，請單擊調色板中的顏色，將光標移動到要切換位
置的顏色，然後在按住鍵盤上的 Ctrl 鍵的同時按下鼠標左鍵。

圖 63: 第二層的選盤（現
行圖層欄位設定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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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 定義透通和受保護的顏色

透通和受保護的顏色用於圖層和繪圖作業。 透通顏色意味着圖層中該顏色的所有區
域都將變為透通以顯示圖層下方的設計。 受保護的顏色是永遠不會被圖層覆蓋或繪圖作
業覆蓋的顏色。
假設圖層包含一個花型，被一些空白區域包圍。 黏貼這樣一層，必然會覆蓋主畫面

中一些不想要的區域。 通過使白色透通，只有主要花型將被放置在圖片上。

 

圖 67：透明和受保護的顏
色通

設置透通顏色（僅在圖層中；背景圖像中無法有透通顏

色）：雙擊調色板視窗中的顏色選項卡，使該顏色透通； 格子
圖案表示顏色狀態（在圖67中白色和紅色是透通的；調色板顯
示第 2 層中的顏色）。

設置保護色：雙擊透通色將其變更為保護色。 顏色選項卡
上的小鎖表示受保護狀態（在圖67中，受保護的顏色是淺藍
色、綠色和橙色）。

清除透通/保護的顏色：雙擊受保護的顏色選項卡將其變更
回“正常”顏色。色彩（Colors）目錄中還有一個功能（色彩

（ Colors ） — —  透通色 （ Transparent  colors ） — —  清 除

（Clear）；色彩（Colors）——  保護色（Protected colors）
—— 清除（Clear）），可讓您一步清除所有顏色的設置。

圖 64: 圖層在背景主畫面上 圖 65: 圖層中的灰色是透通的 圖 66: 圖層中的灰色是透通的，
背景中的黑色是受保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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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 設置前景色和背景色

在工具箱上，單擊前景色或背景色方塊，以選擇要變更的顏色。 然後在調色板區域
內移動鼠標指針，使鼠標指針位於所需顏色內，然後按鼠標左鍵選擇新顏色。

該工具箱還包含一個用於在前景色和背景色之間切換的箭頭。 您還可以通過鍵盤快
捷鍵 X 切換顏色。

                                                切換前景/背景
                                 前景色
                                 背景色

 

您還可以從加載到主視窗中的圖像中選擇前景色——將鼠標移到所需的顏色像素上，
然後按白字元（Space）鍵。 這樣，您可以快速變更前景色，而無需將鼠標指針移動到調
色板視窗。

從圖像中選擇顏色的另一種方法是使用顏色選取器。 按 Shift（鼠標指針將變為 ）
並單擊所需顏色的像素。

一些繪圖作業，如漸變工具，同時使用兩種顏
色，如果將其中一種設置為透通，您可能會得到有趣
的效果。 您可以通過右鍵單擊代表繪圖顏色或背景
顏色的索引色塊來實現此目的。 單擊的圖塊將顏色

表面變更為灰色格子圖案 。

圖 68: 為繪圖作業設定背景色彩為透通。

 6.2.6 變更顏色

要修改所選顏色，請選擇色彩（Colors）—— 編輯（Edit）(Space+Shift)，或雙擊工具
箱上的前景色或背景色方塊。 將彈出色彩（Colors）視窗。

您可以使用兩種不同的方式修改顏色：
• 從基本色（Basic color）中選擇顏色—此顏色將成為您選擇的顏色。

• 將游標在  和 以定義顏色空間中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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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 色彩視窗

 

 6.2.7 顏色分類

減色後，顏色在調色板中隨機排序。 您可以按不同標準對調色板中的顏色進行排序：
人氣（Popularity）(Ctrl+1)、色調（Hue）(Ctrl+2)、飽和度（Saturation）(Ctrl+3)、亮度

（Lightness） (Ctrl+4)  或相似（Similarity） (Ctrl+5)。 要對顏色進行排序，請選擇色彩

（Colors）—— 排序（Sort colors），然後從下拉目錄中選擇排序方式。

圖 70: 以人氣、色調、飽和度和亮度排序

 

以相似（Similarity）排序的方式如下：在調色板中選擇要尋找相似顏色的顏色。 軟
件將顏色放在調色板中的位置 1，並將其余顏色從最相似到最不同的顏色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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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以相似方式排序色彩  

 6.3 在圖像中尋找前景色

由於圖像中顏色之間的相似性，或者如果特定顏色只有幾個像素，有時很難在圖像中
找到單個顏色。
如果在圖像中找不到顏色，請從調色板中選擇該顏色作為前景色，然後按 Enter。 該

顏色的像素將閃爍。 如果按 Enter+Shift，程式會將前景色的第一個像素定位到程式視窗
的頂部。
如果在圖像中找不到顏色，請從調色板中選擇該顏色作為前景色，然後按 Enter。 該

顏色的像素將閃亮。 如果按 Enter+Shift，程式會將前景色的第一個像素定位到程式視窗
的頂部。

 6.4 照亮尋找前景色

此功能突出顯示前景色，因此很容易檢查設計是否在正確循環，或者找到特定顏色的
孤立像素，或者只是檢視顏色分散。
照亮尋找功能取決於前景色的明度：如果它在明亮的部分，那么圖像的其余部分會變

暗，如果顏色在幽靈的較暗部分，那么圖像的其余部分就會變亮。
您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使用該功能：
按星號鍵 ( * ) 照亮尋找前景色幾秒鐘，然後將圖像恢復到其初始狀態。
按斜杠鍵 ( / ) 將圖像狀態從初始狀態切換到突出顯示並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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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照亮尋找 -> 黃色是前景色； 右側的影像察看“照亮尋找”檢視

 

 6.5 變更顏色數量（組織）

掃描的圖像將具有更多顏色。在提花織物設計時不需要那么多顏色。 圖片中的顏色
數量決定了您將在提花面料中使用的組織數量。 對於大多數面料來說，二十種顏色綽綽
有余。 有兩種方法可以減少圖片中使用的顏色數量：

•自動減/增功能
•用戶定義的顏色數量減少

 6.5.1 自動減少/增加顏色數量

6.5.1.1 真色彩（24 位）圖像

它可以通過指令色彩（Colors）—— 設色（Set number of colors）來使用。
調 色 板 中 色彩數 量 （ Number  of  colors  in  the

palette）欄位中顯示可用顏色的數量 (256)。 您可以
輸入顏色數字或用右側的箭頭來變更數字。

單擊預覽（Preview）按鈕以顯示變更的預覽，當
您喜歡結果時，單擊確認（OK）按鈕。
默認情況下，ArahPaint 根據特定顏色的存在減少

顏色數量。 覆蓋圖片較小區域的顏色將從其余的顏色
（最常用的顏色）轉換為最相似的顏色。
如果啟用混色（Color dither）功能，它將顏色的像素混合以模擬丟失的顏色。

圖 73: 在真色彩影像上設定色彩數（每
像素 2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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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真色彩型態下的初始影像； 色彩數量減少到 7種色彩； 使用混色算法將色彩數減少到 7種色彩

 

噪點（Noise）選項有助於減少顏色之間的銳利邊界。 它有 12個級別。 如果混色
（Color dither）選項勾選了，則此選項不可用。

縮放混色的圖像會引入大量不想要的偽影，因此建議先將圖像縮放，後應用混色。

圖 75: 手邊的混色影像，以及將其縮放為初始大小的 90% 後的相同影像； 您可以
注意到由縮放引起的虛擬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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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2 8 位索引色像

當您減少索引索引色像的顏色數量時，設色（Set

number of colors ） 視 窗 （ 圖76）略有 不同。  噪點
（Noise）和混色（Color dither）選項不可用。 

 6.5.2 用戶定義的顏色減少

如果要手動控制從圖片中去除顏色，請使用指令色彩（Colors）—— 減色（Reduce

number of colors）(Alt+C)。減色（Reduce number of colors）對話框的外觀和功能取決於
您要處理的圖像的顏色深度。

6.5.2.1 真色彩（24 位）

此功能使您能夠將顏色數量減少到預定義的調色板。 調色板
實際上是索引顏色型態（8 位）中的“正常”圖像。軟件將使用其顏
色來形成所選顏色（Selected colors）組。 要加載調色板，請單擊
載入（Load）或瀏覽（Browse）按鈕。 如章節 4.2 和 4.3 中所述加
載或瀏覽作品。

圖 78: 初始影像，影像從圖 77減色為四種色彩，勾選“混色”選項後影像減色為相同的四種色彩   

圖 76: 在索引影像上設定色彩數（每像
素 8 位）

圖 77: 減色對話方塊，察
看從選盤加載的色彩（影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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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2 8 位顏色

8 位色彩（索引顏色）圖像的減色有兩種類型，色

彩（Color）和黑白（Black and white）。
• 色彩（Color）; 用戶選擇應該保留在圖片中的顏
色。 可以通過三種方式選擇顏色：

1. 從調色板； 當您單擊調色板中的顏色時，它
也會出現在減色對話框的所選顏 色（ Selected

colors）部分中。 要從所選顏色中刪除一種顏色，
請單擊它並按鍵盤上的刪除（Delete）按鈕。

2. 從一片圖像;
3. 通過從任何索引索引色像加載調色板。

當您單擊確認（OK）按鈕時，ArahPaint  會將圖像中的每種顏色轉換為所選顏色

（Selected colors）組中最相似的顏色。
• 黑白（Black and white）; 圖片將轉換為黑白； 您可以調整閾值

圖片將使用閾值轉換為黑白圖片。 圖片中的每種顏色都首先轉換為灰色，然後根據其
灰階值轉換為黑色或白色。 如果其灰階值低於閾值，則將其轉換為黑色，否則轉換為
白色。 您可以玩閾值，直到達到所需的效果。

圖 80: 使用臨界值在黑白色彩  
兩種型態都有預覽（Preview）按鈕。

圖 79: 您可以從目前選盤中選取所選色
彩，或從另一個選盤加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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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 顏色對映

顏色對映是減少顏色數量的另一種方法。 這次我們將定義保留在圖片中的兩種顏色，
以及將哪些顏色對映到這些顏色。 選擇色彩（Colors）—— 對映（Color remapping）。
視窗分為兩個區域。 左側（選區色彩數（Colors in selection））區域包括在選定區域的
所有顏色（參見圖81）。

圖 81:  對映

 

右側區域顯示色彩對映表（Color remapping table）。 它的第一列顯示目標顏色。 將
對映到目標顏色的顏色位於箭頭的右側（參見圖82）。

圖 82: 色彩對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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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對映步驟：
1. 從調色板中選擇目標顏色；顏色顯示在新行的第一列。
2. 在顏色對映表中，指向所需的目標顏色。
3. 轉到選區色彩數（Colors in selection）中的顏色並單擊要對映到當前活動目標顏色

的每種顏色。顏色將從選區色彩數中移除並添加到當前活動的目標顏色行。
4. 選擇另一種目標顏色並重複以上兩個步驟。
5. 選區色彩數中的顏色（不在色彩對映表（Color remapping table）中的顏色）將在

圖像中保持不變。
6. 預覽（Preview）按鈕為您提供顏色對映結果的預覽，撤銷（Undo）恢復到初始狀

態。
7. 如果要從對映表中刪除（非目標）顏色，只需單擊它，它將被添加回選區色彩數

中的顏色。如果要擦除整個對映行，請在目標顏色上按鼠標右鍵（圖82中色彩對映表

（Color remapping table）中的左列），然後在彈出目錄中選擇移除色（Remove）。

 6.5.4 反轉顏色

顏色反轉意味着將圖像中的每種顏色
變更為顏色槃上的反轉顏色。例如，將
函數應用於藍色對象（R=0，G=0，B=25

5）會將顏色變更為黃色（R=255，G=25

5 ， B=0 ）。 要反轉顏色， 請選 擇 色彩

（Colors）—— 反轉（Invert），然後從
目錄中選擇要反轉的顏色通道。 圖 83: 反轉色彩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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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  全部  紅  綠  蓝

 青色  黄色  品紅  灰色  飽和度

圖 84: 不同的反轉色彩型態

如果圖像中有選區，則反轉（Invert）功能僅適用於選區。

圖 85: 在選區中反轉色彩之前和之後  

 6.6 互換顏色

使 用互換功 能 ， 請 選 擇 色彩

（Colors）—— 互換（Swap），然
後從目錄中選擇所需的型態。

圖 86: 互換色彩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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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換顏色功能具有三種不同的型態：
• 素引色（8 位）——在不同顏色區域之間互換顏色——圖像中的顏色保持不變，只

是位置發生了變化。

圖 87: 具有相同選盤的影像   
•真色彩型態可以在圖片中互換兩個或多個顏色通道。

圖 88 從左到右：初始色彩，應用不同色彩通道互換功能后的結果

 

•互換飽和度和亮度

圖 89: 互換飽和度和亮度  

 6.7 增加對比度

此工具可增加圖像的對比度。 它將具有最低值的像素對映到黑色（0）； 具有最高值
的像素對映到白色（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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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0: 增加對比前和後  

7 使用輪廓

您可以從工具（Tools）目錄的調整顏色輪廓（Selected colors）中使用三個輪廓作業
（刪除輪廓（Remove）、縮小輪廓（Thin）、修剪輪廓（Prune）），而輪廓的添加和加
厚有更多選項，因此可以通過輪廓勾邊（Contour）對話框（工具（Tools）—— 輪廓勾

邊（Contours））進行控制。
當您應用任何輪廓作業時，ArahPaint 使用當前選擇的前景色作為輪廓的顏色。
 請注意，僅當視圖（View）型態設置為循環（Repeat）時，外框作業才會在重複的

邊線上工作。

 7.1 縮小輪廓

縮小輪廓用於將輪廓線寬度減小到一個點，同時保持線條的連續性。 消除的輪廓點
被其鄰居的顏色替換。 我們希望保持線條的連續性和連通性，因為我們稍後會用顏色填
補圖片，並且我們不希望填補作業洩漏。

要使用縮小輪廓，請選擇工具（Tools）—— 調整顏色輪廓（Selected colors）—— 縮
小輪廓（Thin）。

圖 91: 初始影像和縮小外框後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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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修剪輪廓

應用縮小輪廓可能會產生一些不希望的輪廓死角，可見為“樹枝”。 這種不希望出現的
副作用更可能發生在初始設計的角落。 修剪輪廓功能在圖像中尋找這樣的死胡同並剪除
它們（切斷它們）。

圖 92: 修剪前後  

 7.3 添加輪廓勾邊

添加輪廓勾邊功能將在不同顏色的區域之間添加輪廓。
如果要 在不同顏色之間添加輪廓，請打開輪廓勾邊（ Contour ）對話框 （ 工具

（Tools）—— 輪廓勾邊（Contour））。從調色板中選擇要勾勒輪廓的顏色，然後右鍵
單擊環繞（Around）顏色方塊以將顏色黏貼到其中。將用作輪廓顏色的顏色是當前選擇
的前景色。

兩個選項可讓您控制輪廓放置：
• 向內（Into） 表示輪廓將使用我們想要勾勒

的顏色的邊框像素（在圖93中，向內（Into）未
選中，因此輪廓使用相鄰顏色的邊框像素）。
• 全部（All）：如果勾選，將在所有邊框上繪

製輪廓。如果未勾選，則“輪廓勾邊”對話框將獲
得一個新顏色欄位：與（With）。從調色板黏貼
來設置與（With）顏色與環繞（Around）顏色。
輪廓將僅繪 製 在 環繞（ Around ）顏色和與
（With）顏色之間的邊界上（在圖93中，輪廓將
繪製在橙色和綠色之間）。

圖 93: 外框勾邊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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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頭調整添加輪廓的方向。 單擊箭頭以使用它； 單擊已選擇的箭頭以取消它。 您可
以同時選擇多個方向。 箭頭圖標右側還有三個附加圖標（ 、 、 ）。 它們用作快

速選擇輪廓方向（所有方向、左右上下方向、對角線方向）的工具。 完成所有設置後，
單擊輪廓勾邊（Contour）視窗中的確認（OK）以應用輪廓。

圖94顯示初始圖像和應用輪廓功能後的效果。 在所有示例中，輪廓的顏色都是藍色。

圖 94: 初始影像  

圖 95: 在各個方向添加外框勾邊（全部圍繞深紅色）  

圖 96: 僅在一個方向上添加外框勾邊（淺紅色與白色邊線的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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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7: 在兩種色彩（淺紅色和白色）之間添加外框勾邊  

 7.4 擴大輪廓

它通過用戶定義的像素數增加輪廓寬度。 您必須設置以下參數：
• 輪廓顏色（在我們的示例中：藍色）。
• 大小，要添加的點數（在我們的示例中：2）。
• 方向（在我們的示例中：向左、向右、向上和向下）。

圖 98: 擴大外框前的影像

 

圖 99: 向一個方向上擴大外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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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將此功能與受保護的顏色功能結合使用，以確保擴大輪廓後不會影響您希望保
持不變的顏色。

 7.5 去除輪廓

此作業將刪除輪廓勾邊並將其替換為相鄰顏色。
通常在用顏色填補圖像後使用。但它可以簡單地用於
從圖像中刪除特定顏色。 要使用它， 請選擇工具

（Tools）—— 調整顏色輪廓（Selected colors）——

刪除輪廓（Remove）。

8 使用圖層

當您在 ArahPaint 中創建或加載圖像時，圖像由單層（背景層）組成。 如果您只是修
飾圖像，則不必創建新圖層。 但是，如果您打算為圖像添加不同的設計，圖層將使您的
任務變得更加容易。 圖層允許您處理圖像的一個元素而不會干擾其他元素。 在合併圖層
之前，每個圖層都保持獨立。 

您可以通過加載圖層（它們實際上是普通圖像）或通過選區圖像的一部分轉換它為圖
層。

 8.1 選區

所選區域由虛線或點虛線邊框指示。 在選區階段虛線如下所示：  在
此階段，您仍然可以變更所選區域的大小。 但是當你移動它，或者勾選調整選區循環大

小（Repeat selection），這條線變成了一條點虛線 ，你無法再改變選區
的大小了。 當您移動、複製、繪製或將任何其他工具應用到選區時，選區邊框之外的區
域會受到保護。

在章節 4.18 ，我們學習了如何進行矩形選區。 但通常我們需要做出更複雜的選區。
ArahPaint 允許您進行徒手選區、按顏色選擇、魔棒和反轉選區。

圖 100: 移除外框前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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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 橢圓選區

要使用橢圓選區工具，請雙擊矩形選區圖標 ，該圖標將變為橢圓選區圖標 。
從選擇的中心拖動鼠標。 釋放鼠標按鈕後，您仍然可以移動虛線橢圓的邊界。將鼠標移
動從內向外的選區邊界，直到鼠標指針形狀變為雙箭頭。 現在拖動鼠標來改變選區的大
小。

 8.1.2 手繪選區

您可以選擇圖片中任何形狀的區域。 該過程與手繪非常相似：

1. 點擊圖標 （鍵盤快捷鍵 L）
2. 將鼠標指針移動到應該開始徒手選區的位置。
3. 按下左鍵並拖動鼠標繪製手繪選區邊框。 當鼠標移動時，虛線跟隨鼠標指針。
4. 要繪製直線選區邊框，請鬆開按鈕，然後單擊在應結束的位置。 您可以在繪

製時在手繪邊框和直線邊框之間切換。
5. 按鼠標右鍵停止選區繪製。 程式自動逐行連接第一繪製的點和最後繪製的點。

圖 101: 徒手選區三種型態：徒手、直線、組合型態  

 8.1.3 使用魔棒工具

魔棒工具可讓您選擇顏色一致的區域，而無需追蹤其輪廓。 您可以在使用魔棒之前
指定閾值（顏色范圍）。 使用魔棒工具步驟：

1. 選擇魔棒工具圖標 
2. 對於閾值（Treshold），輸入范圍從 0 到 255 的像素值。輸入較低的值以選擇
與您單擊的像素非常相似的顏色，或輸入較高的值以選擇更廣泛的顏色范圍（例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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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圖像中，單擊您要選擇的顏色。 閾值范圍內的所有相鄰像素都被選擇。 如
果勾選整個圖像（Whole image）選項，則選擇整個圖像中閾值范圍內的所有像素。
4. 您可以勾選八向填補（8-ways），將連接在角落的相鄰像素添加到選區中。
普通魔棒型態也可以稱為 4 向填補，因為它只檢查 4 個點（上、左、右、下）。
5. 如果選擇的區域沒有覆蓋到想要的區域，請還原作業（或按 Delete刪除選區），
調整閾值，然後重試。

圖 102: 魔棒選區：綠線表示選區邊線方塊

 

 8.1.4 整個圖像選項

如果勾選整個圖像（Whole image）選項，則整個圖像中閾值范圍內的所有像素被選
擇。 通過這種方式，您可以選擇一種顏色的所有區域。

圖 103: 勾選整個影像選項使用魔棒選區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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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 按顏色選擇區域 

您可以使用工具（Tools）—— 根據顏色選擇（Select by color）(Shift+W) 選擇所有前
景色像素。 此功能僅適用於 8 位像素的圖像。

 8.1.6 選區多種顏色區域

通過在調色板中設置受保護的顏色，您可以將多種顏色定義為選擇標準。 選擇工具

（Tools）—— 根據保護色選擇（Select by protected colors）後，所有受保護顏色的區域
都將成為選區。

 8.1.7 發轉選區

選擇編輯（Edit）—— 反轉選選區（Invert selection）將您的選區反轉為與其當前狀
態相反的狀態。

 8.1.8 移動圖層

要使用此功能，應選擇選區工具    或移動工具  之一。 在選區/圖層內
移動鼠標指針，直到鼠標指針的形狀變為帶有四個箭頭的十字形 。 然後按左鍵並拖動
鼠標。 圖層將隨着鼠標指針移動。 要停止，請鬆開鼠標按鈕。 或者，您可以通過變更圖
層左下角點的坐標來移動圖層（參見圖 105）。 移動時，圖層是透通的，因此更容易實
現正確放置。 但是，如果您不喜歡這種行為，只需清除工具箱下方的透通移動（Move）
選項即可。

圖 104: 透通和不透通圖層移動

 

如果您有多個圖層，則當前選擇的圖層將具有與其他圖層不同的選擇邊框。 如果您

使用移動選區 工具，您可以通過單擊圖層來變更活動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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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獲得更精確的圖層放置，您可以使用鍵盤箭頭鍵：將選區向左、向右、向上、向下
移動 1 個像素。 如果在使用箭頭鍵的同時按住鍵盤上的 Shift鍵，您會將選擇移動 10 像
素。如果您需要將選區放置在特定位置，請觀察調色板上方的圖層坐標（參見圖35）。

 8.1.9 將圖層放置到預定義區域

如果試用選區工具的其中一個，並且圖像中有一個選區，您可
以使用選項中的圖標將選區移動到圖像的邊緣或圖像的中心。 垂

直放置有三個圖標（頂部 、底部 、中心 ），水平放

置有三個圖標（左 、右 、中心 ）。

 8.2 加載/儲存圖層

選區可以儲存為圖層，以便您可以在不同的圖片中重複使用它。 儲存圖層與儲存圖
片相同，只是它只儲存所選區域（圖層）。 使用檔案（File）目錄中的指令儲存圖層

（Save layer as），並使用與 4.6 一章中相同的過程。 
加載圖層與加載圖片僅略有不同。 使用檔案（File）目錄中的載入新層（Load layer）

指令（鍵盤快捷鍵 Ctrl+Shift+L）。 將圖層添加到圖像後，使用層數（Layers palette）調
色板來管理它們。

 8.3 層數調色板

層數（Layers palette）調板列出了圖像中的所有圖層，從最頂層開始。

圖 105: 選取位置圖像的選
項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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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 層順序

層數調板中的圖層順序表示圖像中圖層的順序——層數調板中的

最頂層是圖像中的最頂層。 您可以通過單擊  或  在調色板的工
具欄中（鍵盤快捷鍵（Ctrl+] 或 Ctrl+[ ）變更圖層的堆疊順序。背景
無法從圖層清單的底部移動。

 8.3.2 活動圖層

繪圖作業僅影響活動的圖層。 您選擇一個圖層以使其處於活動狀態，並且一次只能
啟動一個圖層。 活動圖層的邊界與其他層不同。 要選擇圖層，請執行以下作業之一：

• 在層數（Layers palette）調板中，單擊圖層以使其處於活動狀態。
• 在調色板工具欄下方的欄位中變更活動圖層的號碼。
• 您可以按住 Alt+[下層或按住 Alt+] 上層。

• 選擇移動選區  工具 ，然後單擊圖像中的選區/圖層。

 8.3.3 重命名圖層

當您向圖像添加更多圖層時，根據圖層的內容重命名圖層會很有幫助。 
要重命名圖層，請在層數調板中雙擊圖層的名稱。 鍵入圖層的新名稱，然後按 Enter。

 8.3.4 刪除圖層

要刪除圖層，請在層數調板中選擇該圖層並執行以下作業之一：

• 單擊圖層調板底部的刪除圖層圖標 
• 按鍵盤上的 Delete

 8.3.5 從層數調板載入新層

載入新層（Load layer）指令也可以從層數調板使用：單擊調板下面的  圖標以打開

檔案選擇對話框，或單擊瀏覽（Browse）  圖標，或打開新建圖層（New layer）  對
話框。

圖 106: 層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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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 可見圖層

在層數調板中，您可以控制圖層是否可見。 要在層數調板中顯示或隱藏圖層，請單
擊圖層旁邊的眼睛圖標  以隱藏該圖層。 圖標將消失。 再次單擊列以重新顯示圖層。

 8.4 剪下/複製選區

首先進行選區； 然後使用編輯（Edit）目錄中的指令：
• 剪下 (Ctrl+X) 將選定區域剪下到緩沖區中。 圖片中選定的區域將被背景色填補。
• 複製 (Ctrl+C) 在不變更圖片內容的情況下複製所選內容。

剪下 – 複製 - 黏貼也適用於多種 ArahPaint 程式之間（如果打開幾個 ArahPaint 視
窗）。 它也適用於從其他上管理系統程式（如office和瀏覽器）複製的檔案。

 8.5 黏貼圖層

要黏貼圖層，請選擇編輯（Edit）—— 黏貼（Paste）(Ctrl+V)。ArahPaint 將圖層的副
本放置在繪圖視窗的左上角區域。 您可以將圖層移動到所需位置。

 8.6 合併

在合併圖像中，所有圖層都合併為背景圖像。 要一次合併所有圖層，請選擇工具

（Tools）—— 合併（Flatten image）(Ctrl+Shift+E)。 如果您只想將活動圖層與背景圖像合
併，請執行以下作業之一：

• 單擊工具箱中的取消選區圖標 。
• 在鍵盤上，按 Ctrl+D。
• 右鍵單擊在選區外面的背景圖像上（如果選區工具之一處於活動狀態，則有效）。

 8.7 在圖像上疊加圖層

疊加是在圖像上放置圖層或圖像，以便將圖層和圖像中的顏色匯總（混合）成新顏色
（當我們通常將圖層黏貼到圖像上時，它們不會相互作用或相互混合）。 
共有三種不同的混合型態：
• 透通（Transparency） :  ArahPaint 使用頂部和底部像素的平均顏色作為混合像

素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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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Addition） :  ArahPaint 將兩個像素的顏色相加得到混合像素的顏色。 當
我們通過透通混合獲得的顏色非常相似且難以區分時，它很有用。 如果你混合兩個相
對較輕的圖像，結果會很輕，可能沒那么有用。

• 減（Subtraction） : ArahPaint 使用兩個像素的顏色差異來獲得混合像素的顏色。
 找出看起來相同的兩個圖像中的差異很有用，因為相同顏色的兩個像素的混合顏色在
減法後是黑色的，因此所有非黑色結果像素都代表了兩個圖像中的差異。

要使用其中一種混合型態，請勾選透通黏貼（Paste）選項，然
後選擇其中一種； 默認選擇透通。

圖 107: 三種疊加型態

如果您處理 8 位圖像，圖像的顏色數量應該非常少，否則最終的顏色數量將太大且難
以管理。 結果，程式將 M × N 顏色添加到地面圖像顏色的數量中，其中 M 是地面圖像中
的顏色數量，N 是圖層中的顏色數量。 最後，它會刪除任何重複或未使用的顏色。

圖 108: 我們將合併的兩個影像
 

圖 109 顯示了在背景圖像上放置一個圖層（藍色花朵）。背景圖像由 6 種顏色組成，
在新圖像中我們從圖層中添加了藍色。新圖像一共有 7種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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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9: 預設情況下，圖層完全覆寫其下方的區域。

 

圖110顯示了同一圖層，在透通黏貼型態下與背景圖像合併。 我們在圖像中獲得了 6
種新顏色（一共 有 12種顏色），並保留了背景圖像覆蓋區域的顏色資訊。

圖 110: 透通圖層合併

 

 8.8 圖層循環

圖層循環（Repeat layer）功能的目的是放置單個圖層的多個副本（選擇）。 通過這
種方式，您可以使用按特定順序放置的圖層填補整個圖片。 打開工具（Tools）—— 圖層

循環（Repeat layer）(Ctrl+Shift+V) — 僅當圖像中有選區或圖層時，該目錄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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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圖層循環視窗

我們先解釋一下這個相當複雜的視窗的每個元素：

• 循環型態（Repeat mode）。 有三種不同的循環型態：塊 、磚  和柱 。
每個選項旁邊的圖片說明了放置圖層的方式。

• 距離型態（Distance mode）。 右上角的圖標確定距離欄位的值。 如果選擇左側圖

標（默認 ），距離參數設置兩個連續圖層放置之間的距離。 如果設置的距離值大

於圖層大小，則可以在由距離參數確定的虛擬框架內對齊。如果選擇左上角圖標（
），距離參數設置兩個連續圖層的兩個最近邊界之間的距離（如圖標所示）。在這種
型態下，對齊參數沒有意義，因此不可見。

• 水平/垂直（Horizontal/Vertical）。 視窗被分成兩個相同的部分； 圖層的寬度/高
度顯示在頂部。

• 黏貼（次數）（Paste times）。 輸入要在每個方向上重複圖層的次數的值。
• 偏移(Offset)設置黏貼層的每行/列相對於其前一層的偏移量。 偏移可以是相對的或
絕對的。在第一種情況下，它只能是循環寬度/高度的一小部分（1/2、1/3...1/n）； 在
第二種情況下，您可以變更以像素為單位的偏移值。 偏移設置取決於循環型態：選擇
塊循環時，禁用偏移，而在磚或柱型態下，只能設置其中一個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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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Distance）值確定兩個連續圖層放置之間的距離或兩個連續圖層的兩個最近
邊界之間的距離（見上文）。 它也可以小於圖層的大小。 如果預覽打開，當您變更距
離時，程式會在圖層中互動地顯示這些變更。

• 對齊（Alignment）。當距離參數值大於特定方向的圖層大小時，對齊設置虛擬框
架內的對齊方式。

• 循環型態的圖形配置放置在對話視窗的右側； 每個循環都顯示為一個箭頭。 它可
以假設五個不同的鏡像，這些位置決定了圖層的鏡像：

•  無鏡像

•  水平鏡像

•  垂直鏡像

•  水平和垂直鏡像

•  空白空間（根本沒有圖層）
• 要變更鏡像方向，請將鼠標指針放在要變更的箭頭上，然後按鼠標左鍵。 箭頭

將轉到下一個鏡像方向。 由於只有 5 種鏡像方向，因此最多單擊 4 次即可獲得所需
的方向。 如果您按下鼠標右鍵，它會將箭頭置於默認方向。
• 單擊瀏覽循環圖樣（Browse repeat image）按鈕以打開圖像瀏覽器。您可以從瀏覽
器將組織加載到循環圖層視窗中。組織的黑色和白色點用作放置圖層的圖案：黑色點 -
圖層顯示，白點 - 無圖層。此功能的擴展是使用 5 色圖像，其中每種顏色的像素代表鏡
像圖層的一個位置，使您可以創建複雜的分層圖案並在將來重複使用。

• 預覽/ 原還 （Preview/Undo）按鈕可以在不離開視窗的情況下檢視設置的結果。如
果不滿意，可以變更參數再試一次。

• 確認（OK） 按鈕將確認您的設置。 您將獲得一個新圖層，可以將它移動到所需的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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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 循環圖層循環距離等於圖層大小

圖 113: 以垂直半滴型態循環圖層 - 距離小於圖層大小，因此一層進入另一層； 背景色彩（白色）必須是透
通的。

 8.8.1 載入圖樣（組織）作為圖層圖案

假設您要安排圖層如緞紋 5  組織做設計，其中每個點代表一個圖層的位置。 您可
以在循環圖層（Repeat layer）對話框中手動進行此類排列，但需要多次單擊才能將所有
25 個元素設置到所需位置。

圖 114 顯示了一種情況，我們希望以緞紋 5 組織的方式重複圖層。在循環圖層對話框
中，單擊瀏覽循環圖樣（Browse repeat image）按鈕以打開圖像瀏覽視窗。導航到您想
要載入循環圖樣的檔案夾，然後雙擊將載入它到 循環圖層對話框中。水平和垂直黏貼
（次數）數字會自動設置以符合加載組織的寬度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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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 使用圖樣（組織）設定循環圖案。

當您單擊確認（OK）時，先前的單層將根據循環型態相乘，成為一個新層。 如果背
景圖像太小而我們的目標只是使用循環圖層工具創建一個新圖像，您可以使用圖像

（Image）—— 縮到選區（Crop to selection）來獲取這個新圖層作為新圖像。

圖 115: 縮到選區會生成新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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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 顯示了一個新創建的圖像，其中基本圖案（圖層）以與緞紋 5 組織中的組織點
相同的方式重複。

圖 116: 以緞紋 5 組織方式重複的圖案。
 

9 調整圖像工具

調整工具可讓您修改圖像的呈現方式或圖像、選區或圖層元素的呈現方式。

 9.1 調整圖像

調整圖像（Resize image）對話框，可讓您變更圖像或圖層的物理大小或變更（縮小
或放大）圖像或圖層覆蓋的區域。

您可以通過三種方式打開調
整圖像對話框：

• 從主目錄圖像（Image）
—— 調整圖像（Resize 

image）。
• 單擊工具箱的調整圖像圖

標 
• 使用 Ctrl+T 組合鍵。 圖 117: ArahPaint 中的調整影像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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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hPaint 的調整圖像對話框分為四個部分：
• 當前圖像大小的資訊在右上角。
•變更大小的部分（以像素為單位或以長度單位（毫米、釐米、英吋或初始大小的百

分比）為單位的物理大小），並變更圖像的密度 (dpi)。如果 的  關聯 鏈結鏈  是斷鏈的

，您可以單獨變更寬度和高度。如果要防止變更，請單擊值欄位旁邊的鎖定圖標。 。
• 在第三個部分您可以在其中選擇縮放整個圖像（ ）或只是在前景色中添加額外

的空間（ ）。

 9.1.1 選擇調整型態

您可以通過單擊調整型態欄中的圖標之一來選擇調整的型態。 第一個圖標選擇調整
大小圖像型態，而其他圖標確定添加（或刪除）像素的位置。

圖 118: 第一張圖片察看了影像的縮放；其他察看為影像添加空間。

 9.1.2 設置循環大小

要保持初始的寬高比測量值，請確保啟用了“約束比例” 選項。 如果您想彼此獨立地
縮放寬度和高度，請通過單擊其圖標來斷開鏈。
默認 ArahPaint 圖像解析度在兩個方向上均為 100 dpi。 但織物通常具有不同的經緯密

度。ArahPaint 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能夠以真實大小型態繪製圖像，這意味着像素不是正
方形，而是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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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9: 調整影像對話方塊的密度部分

 

圖 120 中的兩個圖像都顯示了以不同密度的相同圖像。

圖 120: 1. 垂直密度（緯）低於水平密度（經）； 2. 密度是一樣的

 

 9.1.3 調整圖像以符合針數的數量和織物密度

調整圖像大小以符合針數和織物密度可以在調整圖像（Resize image）對話框中的幾
個步驟中完成。

1. 載入圖像並打開調整圖像對話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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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 調整影像對話方塊的預設狀態

 

2. 在設置經紗和緯紗密度之前，單擊在鏈條圖標  上來斷開它。 它變為斷鏈圖標 ( )。
 現在您可以獨立設置每個密度。

3. 設置密度單位（根/寸, 根/公分）並輸入織物的密度。

圖 122: 當您設定密度時，寬度和高度值也會發生變化。

 

4. 再次關閉鏈，這樣寬度和高度將按照與密度的比例計算。 鎖定密度——這意味着
當您變更其他參數時它會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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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 變更寬度和高度之前

 

5. 以像素為單位設置新的寬度大小（通常它與針數相符合）。 相應地，高度以及物
理大小也會發生變化（您可以從下拉目錄中選擇不同的單位）。

圖 124: 設定新寬度

 

6. 如果計算出的高度像素數與您要在設計中使用的組織大小不完全符合，則必須變更
它。 打破鏈條，以便您可以獨立變更高度並輸入新值。單擊確定（OK）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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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5: 修正設計中的高度（緯紗數量）

 

7. 最終結果是新大小的圖像。

圖 126: 調整的影像結果

 

 9.2 旋轉圖像（層）

您可以旋轉任何選區（圖層）。創建或加載圖層後，選擇圖像（Image）—— 旋轉圖

像...（Rotate image）（Shift+R）或按工具箱上的   圖標，將彈出一個調整/旋轉對話

框（圖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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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圖像使用圖像中心點旋轉整個圖層或選區，而翻轉圖像則使其在水平或垂直軸上
反轉。

要旋轉圖層、選區或圖像，請執行以下作業之一：
• 將指針移到邊界之外，然後在按住左鍵的同時拖動鼠標。
• 在旋轉角度中指定角度。
• 變更角度滑塊的位置。
• 單擊固定角度旋轉按鈕之一（45 度、90 度、...）。

圖 127: 設定旋轉角度

 

濾鏡（Filter）選項的作業方式與在調整圖像視窗相同（第9.1章）。 當旋轉圖像時，
使用內插方法計算新的旋轉圖像。 方法越複雜，初始圖像的細節就越多。 內插方法在濾
鏡（Filter）目錄中設置。

•在沒有任何濾鏡的情況下調整/旋轉（無（None））是最快但最不精確的方法。
•雙線性（Bilinear）是中等質量的方法。 每個像素的顏色計算為初始圖像中四個最近

像素的平均顏色。 這為大多數圖像提供了令人滿意的結果，並且是速度和質量之間的良
好折衷。

•雙三次（Bicubic）每個像素的顏色計算為初始圖像中最接近的八個像素的平均顏色。
 這通常會產生最好的結果，但自然需要更多時間。 在真色彩型態下旋轉圖像時使用它。

確認（OK） 將確認設置並旋轉圖像，不會關閉對話框，因此您可以繼續調整設置，
關閉視窗（Close） 將關閉對話框。

 9.3 對齊圖像

掃描後，您應該檢查圖像是否與視窗邊框水平和垂直對齊。 如果沒有，您應該旋轉
整個圖像以實現對齊。 為此，請選擇圖像(Image) —— 旋轉圖像(Rotate image)。 畫一條
線，沿着圖像中的方向標記（可能是一條線、兩個十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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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8: 繪製對齊線

程式旋轉圖像並通知您旋轉角度，因此您繪製的線（圖128中的紅線）變為直線。 要
確認對齊， 請 單 擊旋轉圖 像 （ Rotate image ） 視 窗 中 的 確 認 （ OK ） （ 或關閉視 窗

（Close）按鈕）。

圖 129: 對齊影像的預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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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重複工具

重複工具使您可以快速重複圖像或圖像的一部分。
除鏡像 X-1（ Mirror X – 1 ）  和金剛石（ Diamond ）
外，所有重複工具的工作方式與循環畫圖（Drawing in

repeat）（如果啟用了新建（New picture）選項）工具
或圖層循環（Repeat layer）工具類似。

圖 130: 重複工具功能表

您 可 以 在 水 平 （ 圖 像

（Image）—— 重複 X（Duplicate

X））或垂直（圖像（Image）——

重複 Y（Duplicate Y））方向上使
用它。 圖 131: 初始影像，鏡像後的影像，使用 X 和 Y 方向的重複工

具

 9.4.1 鏡像 X-1 重複

鏡像 X -1 功能與“普通”鏡像的工作方式相同，只是鏡像圖像中省略了圖像的最後一個
像素。

圖 132:  初始影像，鏡像X 和鏡像 X-1 之後的影像  

 9.4.2 金剛石重複

金剛石重複工具將圖像旋轉 45 度，並在定義的方向（X 或 Y）上將圖像鏡像重複。

圖 133: 原圖和重複X，金剛石鏡像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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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縮小圖像（或圖層）

縮小功能（圖像（Image）—— 縮小（Shrink））在所需方向（X 或 Y）上將圖像大小
除以 2。 

圖 134: 原圖和縮小後的圖

 

 9.6 鏡像圖像（圖層）

使用  按鈕沿垂直軸鏡像圖層，或使用  按鈕沿水平軸鏡像，或  沿對角線
鏡像。 也可以鏡像非矩形圖層。

 9.7 從圖像或圖層中插入或移除區域

插入或移除區域（Insert or remove area）功能可讓您在現有圖像的任何位置添加或刪
除空間。

要使用插入或移除區域（Insert or remove area）功能，請單擊工具箱中的  圖標。
根據型態（插入或移除）和方向，您應該勾選插入或移除區域（Insert or remove

area）對話框中的四個形式（Type）圖標之一：

•  插入水平區域

•  插入垂直區域

•  移除垂直區域

•  移除水平區域
您有兩種方式來定義插入或移除：
• 通過直線（默認 - 區域是矩形）。
• 通過不規則線 ——插入的區域遵循手繪線。
您有三種不同的選擇來確定插入區域的外觀：
• 色彩（Color）：插入區域為當前選擇的前景色（默認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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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Area）：插入區域是區域的副本，由位置（Position）和像素數（Number of

pixels）確定
• 線（Line）：插入區域是所選位置（Position）的水平或垂直線（可以是直線或手

繪）的副本，乘以像素數（Number of pixels）值。

 9.7.1 插入或移除矩形區域

您可以通過兩種方式插入或移除矩形區域：
• 通過輸入參數：

1. 在要插入或移除的空間設置像素位置。
2. 決定是否在像素位置之前或之後插入空間。
3. 要插入或移除的像素數。
4. 按確認（OK）。

• 通過鼠標繪製：
1. 將鼠標指針放在要插入或移除區域的位置上。
2. 左鍵單擊，按住按鈕，然後拖動鼠標。 位置（Position）欄位中的數字顯示您單

擊的位置。藍色矩形表示插入或移除的空間大小（圖135）。 當您拖動鼠標，插入或移除
的像素數（Number of pixels）欄位中的數字會發生變化。

3. 鬆開鼠標按鈕； 以選定的前景色繪製一個新區域。

圖 135: 用滑鼠插入區域 - 鬆開滑鼠按鈕後

 

 9.7.2 插入或移除不規則區域

有時不可能在不改變初始圖像的情況下插入矩形區域。 在這種情況下，您可以徒手
繪製線條，ArahPaint 將在所繪製線條之前或之後插入或移除所需數量的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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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形式（Type）（插入或移除，方向）後，勾選插入或刪除區域視窗中的不規則圖
標 。 輸入要插入的像素數（Number of pixels）。在要插入區域的位置畫線（圖13
6）。 在到達圖像邊緣之前，單擊鼠標右鍵，程式將一條線連接到邊緣。 在插入或移除

區域（Insert or remove area）視窗中單擊確認（OK）。 您可以通過單擊確認（OK）按鈕
重複該作業。

圖 136: 插入不規則區域。 新插入的區域為前景色（紅色）。

  

 9.7.3 插入線或區域

插入的區域默認為當前前景色的顏色，但您也可以從圖像本身插入區域。 可以用兩
種方式：

區域（Area） – 它插入由位置（Position）和像素數（Number of pixels）確定的選定
區域

線（Line） - 它重複選定的線（位置（Position））
圖 137 顯示了一個圖像，其中我們插入了 48 個像素的前景色，它遵循手繪線。 顯然，

在這種情況下輸入色彩（Color）沒有多大意義，最好使用線（Line）或區域（Area）。

圖 137: 插入不規則空間 – 色彩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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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8 顯示了一個區域（Area）的插入。該區域是繪製線之後（After） 48 個像素的
副本。

圖 138: 插入不規則空間——區域型態

 

圖139右側圖像中的插入區域是由繪製線（Line）確定的區域的 48 次重複（請參見像
素數（Number of pixels）欄位）。

圖 139: 插入不規則空間——線型態

 

 9.7.4 自動插入不規則區域（尋找路徑）

圖 140 顯示了我們想要縮放到 1260 像素寬度以符合提花織機大小的圖像，但不修改
基本圖案的大小和外觀。所以我們需要在某處插入 60 像素的背景顏色。但是葉子很緊湊，
很難在我們想要插入像素的地方畫一條線。但是在插入/移除區域 方對話 塊中有尋找路徑

（Find path）功能。它會自動找到圖案之間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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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0: 我們希望將寬度從 1200 像素增加到 1260 像素。
 

我們將插入兩次 30 像素以獲得 1260 像素的最終寬度。通常我們用另一種顏色插入區
域，以便我們更容易檢視結果。選擇尋找路徑（Find path）選項，將像素數設置為 30，
然後單擊在圖像上要插入區域的位置。

圖 141: 插入/移除區域對話方塊中的尋找路徑圖像。
 

我們在圖像的其他地方重複該過程，再插入 30 個像素。 最終結果是具有初始圖案的
1260 像素寬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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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2: 最後結果

 

尋找路徑（Find path）工具僅在一個方向上可用，插入或移除垂直區域。 如果您需

要在水平方向應用該功能，請先旋轉圖像 ，然後使用尋找路徑工具。

 9.8 糾正工具

使用糾正工具（Unskew tool）可以修復圖層的幾何形狀，該幾何形狀會因透視而變
形。 該工具在接下來的三個圖中進行了解釋。 這對於無法使用掃描器的圖片很有用。

在要糾正的對象周围进行矩形選區 。
按一下 正工具（糾 Unskew tool） 像圖  。

圖 143: 進行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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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選區的角落拖到圖像扭曲部分的角落。

在 正工具（糾 Unskew tool） 方對話 塊中按一下確認
（OK）。 選區變成一個普通的矩形圖層。

 9.9 變更循環的開始

有時，將圖片擺入循環後，希望將循環的起點向上/向下或向左/向右移動。 此功能

可通過圖標  和  工具箱使用。 第一個工具在水平方向移動起點，而第二個工具在
垂直方向移動。

過程如下：
1. 選擇其中一個圖標。
2. 將鼠標指針移至所選方向的新起點。 切割點是鼠標指針的中間，而不是它的
邊緣！
3. 左鍵單擊。

圖 145: 被糾正的選區

圖 144:調整選區邊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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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移動圖像或圖層

要 使用 移 動（ Shift ） 工 具， 請單 擊 測量（ Measurement

tool）工具圖標   。其中，有四個帶箭頭的圖標，用於確定
移動的方向。要向左或向右移動，請在 X 欄位中輸入像素數，
然後單擊向左或向右箭頭；要向上或向下移動，請在 Y 欄位中
輸入數字，然後單擊向上或向下箭頭。 圖 146: 移動工具及其參數

 9.11 傾斜圖像或圖層

要使用傾斜工具，請單擊測量工具（Measurement tool）圖標  。 傾斜工具每下

一行像素移動一次（設置 X 欄位中的線條寬度為水平傾斜 ，或設置 Y 欄位中的

線條寬度為垂直傾斜  在圖像（圖層）中為值（Value）欄位中的當前像素數。您
可以多次重複該作業。

圖 147 顯示了傾斜功能的基本使用。 默認值設置為 0（實際上與設置為 1 相同）。

您只需單擊傾斜圖標 。傾斜工具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應用它後，圖像會保持循環

圖 147: 初始影像； 傾斜一個像素後的影像和傾斜一個像素三次後的影像，以及最後影像的循環檢視

通過設置 X（或 Y）和值（Value），您可以變更傾斜首選項以傾斜整個像素塊而不
是單個像素。圖 148 說明了如何執行此作業。

圖 148: 第一張圖片察看了設定：x=8，值=4；A 是初始影像，B是按一下一次左傾圖像後的影像，C是按
一下四次後的影像（4x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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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 拆分圖像

要使用拆分(Split)工具，請單擊測量（Measurement）工具圖標 。 拆分圖像工具可
讓您按除數拆分圖像，您可以在 X 欄位中輸入以進行垂直拆分，或在 Y 欄位中輸入以進
行水平拆分。圖像大小不會隨此作業而改變。如果除數設置為 2，則奇數行像素位於圖像

的前半部分，偶數行位於圖像的後半部分。要在垂直方向上拆分圖像，請單擊圖標 ，

要在水平方向上拆分，請單擊圖標 。拆分的相反作業是合併。 通常，當我們拆分圖
像並對拆分後的圖像進行一些作業時，我們會將圖像合併回其初始外觀。為此，請單擊

 垂直合併圖標和  水平合併圖標。
圖 149 顯示了拆分工具的使用。 任務是在垂直(Y)方向每隔四行使用間絲（Stitch）

 工具繪製間絲點。最快的方法是使用拆分工具。在 Y 欄位中，輸入除數 (4)，然後單
擊拆分垂直圖標。圖像分為四個部分。 在第四部分使用間絲工具，然後將圖像合併為其
初始形式。

圖 149: 拆分工具的使用：初始影像在左邊，拆分後的影像，應用間絲後的影像，應用合併
後的影像在右邊  

 9.13 在圖像中尋找循環

顧名思義，尋找循環（Find repeat）功能可幫助您在圖像中尋找循環（如果存在）。
它對書本上的掃描設計或從其他來源獲得的圖像非常有用。

該功能有兩種變體：尋找循環（Find repeat）和精確尋找循環（Find exact repeat）。
前者用於在掃描圖像中尋找循環。通常為 jpeg 格式，其中循環具有相似的外觀，但像素
不一定具有完全相同的顏色。後者用於從提花卡或已經準備好織造的圖像中擷取循環，



 w w w .ar ahn e .si  Ar ahP ai n t   
用戶手冊   

  91

但由於某種原因包含多個循環。只有當每個循環的所有像素都完全相同時，程式才會找
到循環。

圖 150 顯示了我們從設計書中獲得的設計，其中包含多個循環。

圖 150: 四次循環檢視設計表明它不會重複

 

要 將 設 計減少到只有 一個循環， 請 選 擇 工 具 （ Tools ） — —  尋找循 環 （ Find

repeat）。 如果程式找到循環，它將在其周圍繪製一條選區線。

圖 151: 循環的選區線

 

縮到選區後，使用視圖（View）—— 循環（Repeat）檢查設計是否正確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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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2: 檢視四次循環檢視後表明設計循環正確

 

10 筆刷

啟用了筆刷選項工具的繪圖工具可讓您使用圖案進行繪畫。
您可以在需要時加載筆刷或創建新筆刷。並且可以使用圖像的一
部分來創建自訂義筆刷。要使用筆刷繪製，請從筆型態選擇器中
選擇它——單擊線寬欄位下方的圖標，然後選擇代表筆刷型態的
圖章圖標 （我們在 ArahPaint 中經常使用筆刷作為圖章，因此
筆刷型態的圖章圖標）。

圖 153: 選取筆刷繪圖型態。

 10.1 筆刷調板

筆刷調板顯示所有存儲、加載或創建的筆刷。一旦您創建了筆刷或將其加載到調板中，
它將被存儲並可供其他 ArahPaint 新建視窗使用，直到您將其從調板中刪除。



 w w w .ar ahn e .si  Ar ahP ai n t   
用戶手冊   

  93

您也可以將它用作圖片主題的臨時存儲，將它們從一個圖像複製
到另一個圖像，而無需命名它們並將它們儲存為檔案。

要將筆刷進入程式，請單擊筆刷 （Brushes）調板選項卡 。
有兩種方法可以將筆刷擺入調板：

•從筆刷（Brushes）調板工具欄中打開瀏覽（Browse）  視窗，
並通過雙擊加載筆刷（圖像）（任何圖像都可能成為筆刷）。

•創建一個圖層，並通過使用工具（Tools）——  圖層 -→筆刷

（Layer to brush），或鍵盤快捷鍵 >，或通過單擊筆刷調板工具欄中

的  將其發送到筆刷調板。
如果您需要更換筆刷，請通過以下方式將其發送到主視窗：
• 工具（Tools） —— 筆刷-→圖層 （Brush to layer）

• 鍵盤快捷鍵 <

• 單擊筆刷調板工具欄中的  
一個筆刷將成為一個圖層。 完成編輯後，將其發送回筆刷調板。

如果選中保留（Keep） 復選框，則以前版本的筆刷將保留在調
板中。

您還可以在新的 ArahPaint 視窗中編輯筆刷； 在調板中選擇一個筆刷，然後單擊筆刷

調板工具欄中的用 ArahPaint 打開圖像（Open with ArahPaint）圖標 。 它完全按照圖
標工具輔助說明中的說明進行作業——將出現一個新的 ArahPaint 視窗，其中加載了選定
的筆刷。 現在您可以對其進行編輯、儲存並再次加載到之前的程式中。

要從調板中刪除筆刷，請單擊選擇它，然後單擊筆刷調板工具欄中的刪除筆刷圖標

，或按鍵盤上的 Delete 鍵。

 10.2 使用筆刷進行繪圖作業

您可以使用選定的筆刷來修改繪圖作業的行為。 通過組合它們，您可以實現有趣的
效果。 您還可以在筆刷上使用透通顏色，並在繪圖區域中使用受保護的顏色。

圖 154: 筆刷調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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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 徒手繪圖

帶有筆刷的手繪工具將用筆刷而不用
前景色填補繪製區域。圖 155 顯示了使用
圖 154中顯示的筆刷調板中的筆刷繪製的
線條；線寬設置為 5。 圖 155: 用筆刷手繪

 

 10.2.2 印章型態

徒手繪圖具有印章（Stamp）選項。 如果單擊圖
像，程式將在該位置繪製筆刷。該程式還會隨着您的
鼠標移動筆刷，因此，在圖像中繪製它之前，您將準
確地知道它將被繪製在哪裡。

 10.2.3 繪製填補形狀

您可以使用筆刷輕
鬆地繪製任何形狀。

 10.2.4 噴霧

噴霧也可以用筆刷使用。

圖 157: 用筆刷繪製的矩形和橢圓

圖 158: 與噴霧一起使用的筆刷

圖 156:以印章型態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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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 用筆刷填補

您可以使用填補工具跟選定的筆刷覆蓋特定顏色的區域。默認情況下，筆刷的起點在
您單擊區域的位置（如果圖像大小可被筆刷大小整除。否則，該分割的其余部分將移動
起點）。您可以通過調整偏移（Offset）坐標來修改起點。

在絕對型態下，可以通過勾選絕對（Absolute）來實現更可控的筆刷對映。筆刷對映
從圖像的左下角開始。您可以通過設置偏移（Offset）X 和 Y來修改起點的坐標。

圖 159: 選取填補工具並使用筆刷手繪  

圖 160: 用選取的筆刷填補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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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1: 使用不同的偏移設定重複筆刷填補  

11 插入文字

要在圖像中插入文字，請單擊文字圖標   按鈕（鍵盤快捷鍵 T），您將獲得字體選
擇對話框。

一下四個步驟作業：
1. 輸入要在圖像中使用的文字。
2. 從字體（Font）滾動清單中選擇一種字體。
3. 從字型（Style）滾動清單中選擇一種樣式。
4. 從大小（Size）滾動清單中選擇字體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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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2: 插入文字

 
當您單擊插入（Insert）按鈕時，程式將在螢幕上顯示所需的文字作為圖層。文字將

以前景色繪製，背景將以背景色繪製。背景顏色也可以設置為透通（Transparent），然
後選擇抗鋸齒（Antialias）選項。如果你有更多的行，你可以設置對齊方式。通過變更間

距（Spacing）設置，您可以減少或增加字元之間的間距。將文字圖層擺入圖像後，您仍
然可以變更所有這些設置。如果再次單擊插入（Insert）按鈕，新圖層將替換前一個圖層。

不同字體、字型和大小的數量取決於您使用的作業系統。

12 循環畫圖

圖像通常由一個或多個搆建塊組成，它們被放置在列或行中，其中一些可以鏡像（水
平或垂直）。當然，用戶也可以使用 8.8 一章中說明的黏貼功能，繪製圖層，然後複製/
黏貼它。然而，當圖層被常規方式放置時，更容易先設置循環畫圖型態，然後繪製/編輯
一個圖層，而程式將重複所有其他圖層的作業。這種方法的優點是您可以互動式地修改
圖層，並立即看到每個繪圖作業將如何影響整個圖像循環。

步驟順序如下：
1. 設置循環參數：搆建塊大小、循環型態和鏡像。
2. 繪製/編輯圖片。
3. 將多個循環的畫圖轉換為單個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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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設置循環畫圖參數

首先打開圖像（Image）—— 循環畫圖

（Drawing in repeat）視窗（Ctrl+D），
將出現以下視窗。
其內容類似於圖層循環工具，但有一

些不同。
• 頂部是循環型態的圖形配置；每個
循環都顯示為一個箭頭。它可以假設四
個不同的方向，這決定了循環的鏡像：

•  無鏡像

•  水平鏡像

•  垂直鏡像

•  水平和垂直鏡像

•  空的空間（僅當您從多個循環畫圖和空白處創建新圖像時才有意義）
•

要變更鏡像型態，請將鼠標指針放在要變更的箭頭上，然後按鼠標左鍵。 箭頭將跳
轉到下一個鏡像型態。由於只有 5 種鏡像型態，因此最多單擊 4 次即可獲得所需的內容。
 如果您按下鼠標右鍵，它會將箭頭置於默認方向。

• 循環型態（Repeat pattern）允許三種不同類型的循環對齊：塊 、磚  和柱

。
•僅選擇磚或支柱型態時，偏移（Offset）才活躍。它可以是固定的（循環的寬度/高

度的分數——如半滴）或絕對的，您可以在其中輸入以像素為單位的偏移量。
•黏貼（次數）（Paste（times））：行/列中的循環次數。
• 水平（Horizontal）和垂直（Vertical）下方的數字顯示圖像的總大小。數字旁邊的

兩個感嘆號 (!!) 表示由於偏移錯誤導致圖像大小不符合。
• 新建（New picture）：程式將根據在此視窗中設置的參數創建一個由循環組成的新

圖像。 這通常是創建復合圖像過程的最後一步。

圖 163: 循環畫圖視窗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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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4 顯示了使用循環畫圖（Drawing in repeat）工具創建的設計，從空白圖像開始，
然後設置半滴循環，然後將主題加載並黏貼到圖像中。如果勾選視圖（View）—— 繪分

界線（Draw delimeter lines）(Alt+G)，程式將在各個循環之間繪製分隔線。

圖 164: 半滴設計示例

 

 12.2 以循環型態繪製/編輯圖片

首先使用視圖（View）目錄中的指令循環（Repeat）(R) 變更視圖型態。執行繪圖作
業。每次循環都會重複每個作業，從而形成圖像。您可以在循環的邊界上繪製。某些輪
廓作業需要循環視圖（Repeat view）才能正確應用到邊界上。

在循環邊界上繪製最常見的用法是在您更正循環圖像的左右或頂部/底部之間的過渡
時。

圖 165 顯示了設計圖，重複了兩次。 紅色圓圈標記循環邊界之間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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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5: 掃描後，通常在循環邊線發現錯誤  
您可以簡單地跨界循環邊界糾正錯誤。

圖 166: 跨越循環的邊線繪圖     

 12.3 將多個循環的圖像轉換為單個圖像

將單個循環繪製 到與其他循環完美結合的水平後，勾選循環畫圖 （Drawing in

repeat）視窗中的新建（New picture）。確認後，新的圖片將根據當前設置由所有循環
組成。從此，整幅畫面被視為一次大循環，無法再重複繪製作業。

13 使用濾鏡功能

濾鏡是一種特殊的工具，使用圖層或影像，對其應用某種數學算法。算法結束後傳回
匯入新的圖層或影像。ArahPaint 中的濾鏡功能保持循環並尊重受保護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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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 濾 鏡 （ Filters ） 目 錄 的 前 兩 項 （ 勻 化 邊 緣

（Averaging）、去除色斑（Despeckle））外，所有濾鏡目錄項

都使用測量（Measure）  工具選項來變更濾鏡屬性。濾鏡屬
性在三個欄位中設置：值、X、Y。根據濾鏡的類型，一個、兩個
或三個值控制濾鏡行為。

還有三個附加選項（並非所有三個都適用於所有濾鏡）：

• 使用調色板中的所有顏色 （通常只使用前景色）

• 使用可變大小的效果 
• 使用濾鏡作為漸變 .
使用某些濾鏡作業，重複幾次才能獲得滿意的結果。為此，請使用濾鏡（Filters）

—— 重複作業（Repeat last operation）或使用鍵盤快捷鍵 Ctrl + F。
通常，濾鏡功能只是設計準備的第一步。 結合其他功能，如保護色功能、輪廓工具

和其他濾鏡工具，您可以在幾秒鐘內實現有趣的效果。

 13.1 噪點

噪點（Noise）濾鏡將噪點添加到圖像或活動圖層。圖像噪點是圖像中顏色資訊的隨
機變化。 它通常被認為是不受歡迎的，但有時它會在織物中產生有趣的效果。

要使用噪點功能，請選擇濾鏡（Filters）—— 噪點（Noise），然後您可以從三個不
同的方向選擇：

• 水平和垂直
• 水平
• 垂直

要變更噪點（Noise）參數，請單擊測量（Measure）工具圖標 。 與噪點相關的參
數是 X 和 Y。有幾種使用方法。

帶有參數 x = 0, y = 0（默認值； ）的噪點濾鏡使用調色板中所有未受保護的顏色產
生單個像素噪點。如果使用垂直或水平方向，你會得到 1 像素寬的色彩條紋。由於條紋
分散是完全隨機的，有時會有 2 個或更多像素寬的條紋。但是，如果您將 x 或 y 變更為
1，則 ArahPaint 會處理重複，因此線寬始終保持為 1 像素，而顏色始終是交替的。

圖 167: 濾鏡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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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8: 水平和垂直，垂直，水平，噪點 x= 0, y=0

 
如果您將 x 和 y 值變更為 0 或 1 以外的任何值，並使用水平和垂直噪點，您將獲得具

有預設 x 和 y 大小的不同顏色的矩形（圖 169）。如果僅使用垂直或水平噪點，則會得到
長度在 x 和 y 值之間的線條。

圖 169: 水平和垂直，垂直，和水平噪點， x= 8, y=4, 值=1   

 13.2 免擾圖案

此功能添加顏色圖案，這些圖案在圖像中相互避開以獲得最大可能的距離。要使用此
濾鏡，請選擇濾鏡（Filters） —— 免擾圖案（Self avoiding motifs），然後從目錄中選
擇圖案形狀。您可以選擇正方形（矩形）、菱形、圓形（橢圓）、三角形、直線、十字
形和對角線十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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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設置圖案的數量和大小，請單擊測量
 工具圖標以打開選項欄位。在 X  欄位

中，輸入水平方向的形狀大小（以像素為單
位），在 Y 欄位中，輸入垂直方向的形狀大
小（以像素為單位），並在值欄位中輸入圖
案的數量。如果 X 和 Y 欄位都設置為 0，則程
式將單個像素添加到圖像中。

圖 172: 相同值的圖案（X=8，Y=16），但形狀不同  

圖 173: 矩形免擾圖案

 

 13.2.1 圖案濾鏡中的鏡像和翻轉

免擾圖案（Self avoiding motifs）目錄中的最後三個工具 – 水平鏡像 、垂直鏡像

 和翻轉  的作業方式與普通圖案不同 - 當您選擇圖案（形狀）時，程式會在圖像中
繪製形狀，但是當您選擇其中之一個鏡像作業，它對圖像的隨機部分應用鏡像。零件的
大小由濾鏡選項中的 X 和 Y 參數確定，零件的數量在值（Value）欄位中定義。為了鏡像
能夠有效果，圖像必須已經有一些圖案，因為如果你對單色矩形應用鏡像作業，你總是
會得到相同的單色矩形。

圖 171: 免擾圖案的不同
形狀

圖 170 圖 免擾圖案設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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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隨機圖案

此濾鏡使用與免擾圖案相同的介面（形狀和值）。顧名思義，它不是使用免擾算法，
而是使用隨機放置圖案的算法。

圖 174: 隨機圖案濾鏡  

 13.4 放置圖案

放置圖案（Place motifs）濾鏡用選定的圖案填補顏色表面，使一個圖案永遠不會接
觸另一個圖案。如果您重複該作業，並在某個時候填滿所有可用空間，則濾鏡將停止工
作。它不僅限於一種特定顏色的表面——您可以使用受保護的顏色來控制濾鏡的作業位
置。

圖 175: 使用選盤中的所有色彩放置圖案，使用鑽石形狀，大小從 15 到 40 像素； 
左圖察看了在值 300 應用濾鏡後的結果； 右圖察看重複作業直到填滿所有空間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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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受保護的顏色可以實現可變效果。圖176顯示了將圓圈擺入 APAINT 標題中。首先，
您必須保護背景顏色（白色），並在標題中放置圓圈。 然後保護標題的顏色和圓圈的顏
色，在調色板中添加新顏色，並將該顏色的圖案擺入背景中。 最後，將標題的顏色變更
為背景顏色。

圖 176: 使用受保護的色彩放置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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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紮染效應

紮染效應是一種織造類型，在織造
之前將經線、緯線或兩者都紮染以在織
物上創建特許設計。如果你想在普通的
提花面料上獲得相似的紮染效果，你必
須畫一個扭曲的圖像。要使用紮染效應
功能，請按測量（Measure）工具圖標

 ，在測量工具的值（Value）欄位中
設置偏移量（以像素為單位），然後使
用目錄中的濾鏡（Filters）—— 紮染效
應 （ Ikat ） 。 您 可 以 在 水 平

（Horizontal）、垂直（Vertical）和水

平和垂直（Horizontal and vertical）方
向之間進行選擇。您可以根據需要多次
重複該作業。

圖 178: 應用紮染效應之前和之後 - 中間的影像值為 5，右側的影像值為 12。

如果您在圖像中設置了受保護的顏色，軟件將不會對該顏色創建紮染效果。 

圖 177: 設定值並選取紮染效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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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9: 應用紮染效應之前和之後 - 藍色和綠色在最右邊的影像上受到保護。  

 13.6 大理石

大理石效果類似於紮染效應。不同之處在於行（或列）的移動是相關的——每下一行
只向左或向右跳一個像素——所以方向是隨機的，但移動只是一個像素。除了值之外，
您還可以設置另一個參數以獲得不同的效果 - X用於垂直濾鏡，Y用於水平濾鏡。使用此
設置，移動的方向不再是隨機的，它將具有相同的方向，直到到達 Y（或 X）數。 然後
它會改變方向（圖 180中的右側圖像）。

圖 180: 初始影像，應用值=20 Y=0 的大理石濾鏡後的效果，以及應用值=20 Y=15 的大理石濾鏡後的效果。

 13.7 鋸齒

鋸齒（Zigzag）濾鏡從圖像中創建一個鋸齒圖案。 鋸齒的數量和高度取決於濾鏡選
項（X、Y 和值）和方向（水平、垂直、水平和垂直）的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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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1: 使用鋸齒濾鏡  
•X: 確定鋸齒的數量，該濾鏡在圖像中在水平方向上創建（實際上是向上或向下；要

上下 鋸齒，您需要將數字設置為 2，或者它應該是偶數）。圖 182 中的圖像是使用值 8
制作的（它會創建 4 個峰）。

•Y:確定鋸齒的數量，該濾鏡在垂直方向（左或右）在圖像中創建
•值（Value）是以像素為單位的峰峰值幅度。如果該值設置為 0，則程式將整個圖像

高度作為幅度值。

圖 182: 初始影像，濾鏡值為 0 的影像，濾鏡值為 20 的影像  

 13.8 波紋

波紋濾鏡類似於鋸齒濾鏡； 它會在圖像中產生波浪。 與鋸齒形濾鏡一樣，單擊測量

工具圖標  以設置選項欄位。
•X: 確定波紋濾鏡在水平方向（實際上是向上和向下）在圖像中創建的波數。 圖 182

中的圖像是使用值 4制作的。
•Y: 確定波紋濾鏡在垂直方向（左右）在圖像中創建的波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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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是以像素為單位的峰峰值幅度。如果該值設置為 0，則程式將整個圖像的高度（寬
度）作為幅度值。 
圖 183 顯示了波紋濾鏡效果：第二和第三張圖像是使用振幅值 8， x 和 y 值 12 制作的。
最後一張圖像只是第三張的循環視圖，表明下列：如果 x 或 y 值可被 4 整除，則濾鏡沒有
中斷循環。

圖 183: 初始影像，垂直方向應用的波紋濾鏡，水平方向應用的波紋濾鏡，以及前影像的循環檢視   

 13.9 混色

它在兩個（或更多）相鄰顏色表面之間混合顏色。您可以選擇水平或垂直混色，或兩
者兼而有之。 效果類似於噴霧工具使用在整個圖像上。受保護的顏色也保持不變。
與其他濾鏡一樣，單擊測量工具圖標  以設置選項欄位：
•X: 確定顏色之間區域的像素寬度，程式在該區域創建“混色”效果。 水平混色濾鏡使

用 X 值。
•Y: 確定顏色之間區域的像素高度，程式在該區域創建“混色”效果。 垂直混色濾鏡使

用 Y 值。

圖 184: 初始影像   水平混色         垂直混色   水平-垂直混色

 13.10 珊瑚蟲

這個濾鏡工具模擬珊瑚的生長。您需要在圖像中有一些起始像素或對象，珊瑚將從這
些像素或對象中生長。如果你從自我免擾圖案（Self avoiding motifs）濾鏡（第 13.2 
章）開始，並使用這些圖案（像素）作為珊瑚生長區域，你會得到很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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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從以背景顏色著色的對象生長，並以當前前景顏色繪
製。與其他濾鏡一樣，單擊測量工具圖標  以設置選項欄
位，並將值設置為 500 或更多。選擇濾鏡（Filters）—— 珊瑚
蟲（Corals） ，然後從目錄中選擇珊瑚類型。每種類型使用不
同的標準來附加點。通常您需要重複作業幾次（濾鏡（Filters）
—— 重複作業（Repeat last operation））；鍵盤快捷鍵 Ctrl+

F）。

圖 185: 珊瑚蟲功能表

圖 186: 在背景色周圍用前景色繪製的珊瑚；值設定為 9000  
圖 187 顯示 ArahPaint 中的六種珊瑚。 圖像中的所有珊瑚都從中心點生長，並以相同

的值設置繪製。

圖 187: 六種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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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 梯度

梯度濾鏡工具用前景色和背景色的漸變混
合填補選定區域。在目錄中，您可以選擇方
向，垂直或水平。

圖 188: 前景（白色）和背景色（藍色）之間的顏
色漸變

圖 189: 前景（白色）和背景色（藍色）之間的色
彩漸變

圖190顯示了梯度濾鏡的結果，使用與上
圖相同的設置。不同之處在於我們使用了雙向
型態 ( )。 在一個循環中，梯度從前景色變
為背景色並傳回。我們得到一個無縫的循環圖
像。

圖 190: 色彩漸變，雙向型態

如果啟用“所有顏色”選項 ，則梯度將
使用當前調色板中位於前景色和背景色之間的
所有顏色。

圖 191: 颜色梯度，使用前景色和背景色之间的所
有颜色色彩 色間 彩

梯度濾鏡也適用於真色彩型態下的圖像。

圖 192:真色彩型態下的梯度

您可以通過在濾鏡選項的值（Value）欄位中輸入參數來修改梯度效果的角度。例如，
如果輸入 45，您將獲得從圖像左下角到右上角的漸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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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3: 梯度值為 20、45 和 90

 13.12 輪廓勾邊濾鏡

輪廓勾邊濾鏡允許您在顏色區域周圍創建輪廓。每次重複作業時，都會在前一個輪廓
上添加一個新輪廓。受保護的顏色保持完整。
與其他濾鏡一樣，單擊測量工具圖標  以設置選項欄位：
• X 和 Y：確定整個輪廓區域的像素寬度（在圖 194中標記為 A） 如果您希望在每一

步之後寬度保持不變，則將 X 和 Y 設置為相同的數字；如果 X 和 Y 不同，則寬度在 X
值和 Y 值之間變化。

• 值(Value)：確定輪廓的寬度（在圖194中標記為 B）。如果可變大小選項被禁用（

），那么輪廓的寬度始終相同；否則，它會從 1 到“值”欄位中設置的數字變化。

•  如果勾選，調色板中的所有顏色都將用於繪製輪廓。
圖 194 顯示了輪廓濾鏡的基本用法。輪廓以前景色（青色）繪製。寬度（值）設置為

6，輪廓區域的其余部分以背景色（白色）繪製。X 和 Y 均設置為 16 像素，這意味着 整
個“輪廓區域”的寬度為 16 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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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4: 上圖為原圖；外框濾鏡應用一次；外框濾鏡應用了兩次。下圖察看了濾鏡設定和上圖中的放大
區域。

14 清理圖片

與其他輸入方法一樣，掃描會產生一些噪點，這些噪點存在於數字化圖像中。噪點通
常以單個點或點組的形式出現，主要位於兩種顏色之間的邊界上。

 14.1 勻化邊緣

要減少整個圖像的噪點，請選擇濾鏡（Filters）—— 勻化邊緣（Averaging）。如果
您有一個帶有圖層的圖像，它將僅在活動圖層上有效。
勻化邊緣（Averaging）工具的運作方式如下：它在圖像中搜索與其鄰域不同的點

（一個點可能由多個像素組成），並將它們變更為周圍的主要顏色。以達到想要的效果，
可以重複應用多次。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丟失一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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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5: 勻化邊緣前後 

 

 14.2 用參數勻化邊緣

有時，在調整圖像大小或減少顏色後，顏色表面會出現鋸齒狀邊緣。為了使邊緣規則，
將勻化參數設置為 2 到 7（數字越大表示勻化程度越高）。在線寬（Line width）欄位中
設置參數。如果圖像僅包含線條和邊緣，則必須為表面著色，因為該算法會扭曲甚至刪
除單個像素寬的線條。

圖 196: 使用參數 4 進行勻化之前和之後

    

 14.3 去除色斑

去除色斑（Despeckle）工具的運作方式與勻化相似，但您可以設置“領據”參數，並
控制像素去除。您在線寬（Line width）欄位中設置鄰居參數。
孤立像素（它們在相鄰附近沒有任何像素）的參數值為 1。對於每個在對角線方向上

接觸像素的相鄰附近像素，參數增加 1。對於每個在直線上接觸像素的相鄰附近像素，參
數增加 2。程式去除所有相鄰值小於參數設置的像素。

您可以將去除色斑能應用於圖像中的所有顏色（濾鏡（Filters）——  去除色斑

（Despeckle）—— 全部（All）），或僅應用於前景色（濾鏡（Filters）—— 去除色斑

（Despeckle）—— 選區（Se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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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7 顯示了“領據”參數值。如果將線寬設置為 1，則程式會刪除孤立的像素，這些
像素沒有任何相同顏色的相鄰像素。值越高，相同顏色的連接像素的去除區域越大。

圖 197: 近值鄰 示例  
圖 198 到 200 顯示了實際中的去除色斑功能。

圖 198: 減色後的影像

 

參數設置為 1 的去除色斑（圖 199）僅去除孤立點； 顏色之間的邊界仍然存在一些錯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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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9: 在參數設定為 1 的情況下進行去除色斑後

 

將參數增加到 5 並再次應用功能會移除其余的邊框像素。

圖 200: 參數設定為 5 去除色斑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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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橡皮

ArahPaint 的橡皮工具  是勻化的一種變體。它運行於用戶定義的圓形區域。它從
較寬的圓圈中獲取像素（工具選項中的勻化直徑），計算最流行的顏色並將該顏色繪製
到較小圓圈的像素中。

圖 201: 素引色型態的橡皮工具

 

在真色彩型態下，它的運作方式略有不同。它從較寬的圓圈中獲取像素，計算平均顏
色，然後將該顏色繪製到較小圓圈的像素中。

圖 202: 真彩型態下的橡膠工具  

 14.4.1 清除邊界

清除邊界（Border cleanup）將各種顏色像素變更為兩種相鄰顏色之一。如果勾選了
平滑（Smooth）選項，它也會使邊框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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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3: 橡皮選項，使用清除邊線邊和平滑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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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列印圖像

從檔案（File）目錄中選擇列印圖像（Print picture）以打
開列印圖像（Print picture）對話框。圖像的循環從視窗中列
印輸出區域/繪圖區域的底部開始。視窗頂部顯示當前選擇的
列印機、列印機型態 和濃度（參見 第 15.1  章如何變更它
們）。如果您有幾台列印機連接到計算機，您可以使用右上角
的級聯目錄變更列印隊列（圖 204 中的目錄為藍色）。
左邊框（Left border）、上邊框（Upper border）、列印

寬度（Print width）和列印高度（Print height）參數無需特
別說明。它們的值以毫米為單位。 如果 ArahWeave 中的設置

（Setup）設置為英制測量系統，則大小將以英吋為單位顯
示。

寬度重複（Repeats in width）和高度重複（Repeats in

height）分別顯示圖片的重複次數適合列印寬度和高度。Arah

Paint 根據以像素為單位的圖片大小和以毫米為單位的重複大
小來計算這些值。

適合頁面（Fit to page）切換按鈕會將放大系數修改為一
個值，該值將適合列印寬度和高度的至少一次循環。

一個循環（One repeat）切換按鈕使您可以只列印圖像的
一個循環。

標題（Title）可以在圖像頂部列印標題（檔名）。
橫向（Landscape）可以從默認縱向變更為橫向列印。
使用預覽（Preview）很容易檢視列印設置是否正確。

圖 204: 打印圖像窗口打列視
窗

 15.1 變更列印機設置

要變更列印機及其設置，請按設置（Setup）按鈕打開設置（Setup）對話框（圖 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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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變更以下參數：
• 列印機類型
• 列印機型態
• 列印質量
• 列印到檔案
它們的值顯示在相應滾動清單下

方的框中。
首先通過單擊清單中的名稱來選擇列印機。然後選擇列印型態，這取決於所選的列印

機。最多有三種不同的列印型態：
• 真色彩
• 索引色
• 黑白

請注意，選擇黑白型態時無法列印色彩照片。在這種情況下，ArahPaint 將發出錯誤
訊息。列印輸出的質量由點密度（dpi - 每英吋點數）定義。密度越高，列印輸出的質量
越好。高值可能會減慢列印速度。

當列印機在計算機或網絡上不可用時，可以將列印重導到檔案。在這種情況下，選中
標記為列印到檔案（Print to file）的切換按鈕，並在滾動清單下方的框中輸入列印輸出
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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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5: 印表機設定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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