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CH软件

DrawPad 平面设计软件

已创建此用户指南以供使用

DrawPad 平面设计软件版本10.xx

©NCH软件



技术支持
如果你有困难使用DrawPad 平面设计软件 
请在请求支持之前阅读适用的主题。如果您的问题未在本用户指南中介绍请查看 新信
息DrawPad 平面设计软件 在线技术支持

www.nchsoftware.com/drawpad/cn/support.html。
如果这不能解决您的问题，您可以使用该页面上列出的技术支持联系人与我们联系。

软件建议
如果您有任何改进建议DrawPad 
平面设计软件或者您可能需要的其他相关软件的建议，请在我们的建议页面上发布

www.nch.com.au. 我们的许多软件项目都是在像您这样的用户提出建议后进行的。如果
我们您的建议被采用，您将获得免费升级。

www.nchsoftware.com/drawpad/cn/support.html
www.nch.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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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绘图板
简介

DrawPad 是一个易于使用的程序，用于绘制和设计图像。使用 
DrawPad，您可以轻松地从图稿创建矢量图形，并保存多种格式。
DrawPad is设计快速、简便，同时提供强大的功能，如无损和基于图层的编辑。
支持的文件格式
打开并加载各种图像和图形文件格式，如.jpg、.gif、.tiff、.png、.bmp、.ico、.pdf和.
svg。 将项目保存并导出到不同的格式，如.psd、.pdf、.eps、.svg、.jpg、.png、.bmp和.ic
o。 您可以始终通过将其保存为DrawPad项目文件 （.drp） 来继续处理您的项目。 
系统要求
视窗XP / Vista / 7 / 8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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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H 软件套件
这是浏览 NCH 软件中提供的所有软件的有用方法
您可以按类型（如音频、视频等）查看一组产品并查看产品。从那里，你可以尝试的产
品，它会下载并安装它给你试用。如果您已经安装了产品，则可以单击"立即运行"，程
序将为您启动。

此外，还有类别中产品的功能列表。单击"编辑视频文件"等功能以安装具有此功能的产
品。搜索
搜索我们的网站，查找与您键入的任何关键字相匹配的产品。
查看我们的更多软件
浏览我们的网站，了解更多软件。
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您可以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以发布新版本和折扣。您可以随时取消订阅。
查看购买的 新折扣
查看我们为购买我们的产品提供的 新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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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烁授权
DrawPad can使照片或视频上传到 Flickr 
变得简单方便。但是，在使用它之前，它需要您的许可。
如果您单击授权...按钮，Flickr 网站将在您的 Web 浏览器中打开。如果 Flickr 
网站显示登录页面，请登录。然后，该网站将询问您是否要链接DrawPad to您的 Flickr 
帐户。请点击确定，我将授权它。然后，该网站将显示一个九位数的验证码。请键入或
复制，并将网站中的代码粘贴到DrawPad and单击

继续。
闪烁授权
如果DrawPad has Flickr 用户的授权，则将禁用授权...按钮，并启用删除授权按钮，以
便您可以删除授权。否则，请单击 授权...按钮以授权DrawPad 
for将照片或视频上传到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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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授权程序在WindowsXP和Vista
在Windows XP或Windows 
Vista上运行时，需要额外的步骤才能授权DrawPad上传到Google云端硬盘和/或YouTub
e： 
1. 点击授权。。。 在 [授权] 中 授权对话 框。
2. 在打开的网页中，如果需要，请登录您的 Google 帐户。
3. 确认您授权DrawPad访问请求的功能。 
4. 复制授权代码由谷歌提供，并粘贴在授权确认 对话框中的DrawPad。 
5. 点击准备以确认授权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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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许可条款
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个用户都能成功使用我们的软件。 
当然，前提是您必须接受我们的 终用户许可协议（EULA）。
本协议（ELUA）限制了我们的责任，并受到仲裁协议和场地协议的约束。请阅读以下条
款，因为这些条款会影响您的权利。1.本软件的版权以及与本软件一起发布的任何视觉或音频作品均属于NCH软件公司和“
关于”框中列出的其他公司。保留所有权利。安装该软件以及其 
捆绑的任何软件或者从本软件按需安装的组件，包括快捷方式和开始菜单文件夹，都仅
在与这些条款一致时获得许可。这些版权不适用于您，用户，所制作的任何原创作品。

2.通过安装，使用或分发本软件您，代表您自己并且代表您的雇主或委托人，同意这些
条款。如果您不同意这其中任何一条条款，则不得使用、复 
制、传输、分发或安装本软件-在14天内将其退回购买地点以获得全额退款。

3.本软件，及其所有随附的文件、数据和材料，均按“原样”分发，除非法律要求，否
则不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如果您打算将本软件用于关键目 
的，您必须在使用前对其进行全面测试，安装冗余系统并承担任何风险。

4.对于因使用本软件而导致的任何损失，我们将不承担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任何
特殊的、附带的或结果性损失。对于所有索赔，您的全部赔偿仅限 
于收到您为本软件支付金额的全额退款。

5.在面临任何本软件故障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者生命危险的风险的情况下，您不得使用
本软件。如果您没有定期备份您的电脑，或您的电脑没有安装杀毒 
软件和防火墙软件，或您的电脑中保留有未经加密的敏感数据，则您不得使用本软件。
您同意免除我们于，关于此类使用的任何索赔。

6.您可以完整的复制或分发本软件的完整的未经更改形式的安装文件，但在任何情况下
，未经书面允许，您不得分发任何我们程序的软件注册码。如果您 
确实分发了软件注册码，您将有责任为未经授权使用的每个地点支付购买全价。

7.收集到数据的使用受NCH软件隐私声明的约束，该声明允许在有限的情况下自动匿名
手机使用统计数据。8.法律的选择。如果您居住在美国，您与NCH 
Software，Inc，一个美国公司，有关系。此协议受到科罗拉多州法律和法院的管辖。
如果您居住在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则您与NCH Software Pty 
Ltd，一个澳大利亚公司，有关系。此协议受到澳洲首都特区法律和法院的管辖。无论
争议的性质如何，此类法院对您与我们之间的任何争议都有持续和排他的管 辖权。

9.仅限美国客户：仲裁协议和集体诉讼豁免：如果您居住在美国，NCH软件和您同意根
据本条款的英文版 
本:www.nch.com.au/general/legal.html来仲裁我们之间的所有争议和索赔。请仔细阅
读那些条款。它可能会 
影响您的权利。在这些条款中，您和NCH均同意，双方只能以您或其个人的身份向对方
提出索赔，而不能作为代表诉讼程序的原告或任何有目的集体 
的集体成员向对方提出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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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 信息面板
信息面板通常，此面板提供鼠标指向的当前点以及当前选择的对象的基本属性的信息。
每次鼠标在画布中移动或选定、调整大小或移动某些内容时，都会更新以下字段集。
鼠标位置（x，y）
使用画布的左上角作为点 （0， 0） 显示鼠标点的当前 x 和 y 坐标。
选定对象详细信息 （x， y） 宽度 x 高度
在画布中为所选对象的当前 x 和 y 坐标及其尺寸以像素为单位。
鼠标位置颜色
显示鼠标当前指向的像素的颜色详细信息。
颜色细节包括红色、绿色和蓝色值、十六进制格式（#ffffff）、色调、饱和度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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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 颜色选取器
颜色选取器颜色选取器允许您选择用于绘图的颜色。通常，描边将应用于元素的边框/轮"颜色选择器"对话框。笔画和填充之间有一个按钮，允许您在两者之间交换
颜色。
其他选项
"描边"和"填充"按钮都有可选的下拉菜单，为您提供删除填充/描边以及从另一个中复制
填充/描边的选项。"填充"按钮还允许您选择一个模式，使用"填充模式选择"对话框填充
某些元素。描边和填充按钮还允许您创建渐变颜色作为描边或填充

填充模式选择对话框
它用于选择提供的模式之一，或通过单击其"浏览"按钮加载您自己的图像。该模式将应
用于填充创建的元素以及文本填充。使用渐变选项描边/填充
在此选项中，您可以使用颜色选取器面板渐变部分中可用的控件创建自己的渐变颜色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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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 颜色选择器对话框
颜色选择器对话框颜色选取器分为多个部分，有多种选择颜色的方法。
视觉调整颜色
对话框的上半部分由 2 个彩色框组成，一个框允许您选择 256 x 256 
正方形中的任何点，另一个用作长滑块。这两个框中显示哪些颜色取决于选择了哪个单
选按钮（见下文），但在所有情况下，滑块的位置将更改方形框中可用的颜色。在该方
形框中选择的点是所选颜色。

按 RGB 或 HSV 进行调整
在方形彩色框下方，有 6 个选项（每个选项 1 
个，用于色调、饱和度、值、红色、绿色和蓝色），每个选项包含一个单选按钮、一个
滑块和一个向下的数字控件。如果选择了 3 个 HSV 
单选按钮之一，则该值将由可视滑块（见上文）表示，而其他两个值将是方形颜色框的
轴。如果选择了其中一个 RGB 
单选按钮，则控件的工作方式相同。您还可以使用标签旁边的滑块以及滑块旁边的向上/
向下控件来调整这些值。对这些值的任何调整都将更新可视控件，并且这些可视控件的
任何调整都将更新这些值。

所选颜色
所选颜色显示在 RGB 和 HSV 
控件的右侧。该框对角线拆分，左上角标记为新建（您要创建的颜色），右下角部分标
记为当前（已存在的颜色，如果取消对话框，将继续选中）。下面是所选颜色的十六进
制值（您还可以在那里输入任何有效的十六进制值以更新所选颜色）。所选颜色右侧有
一个滴滴器按钮，允许您通过在桌面上的任意位置采样来设置所选颜色。

不一元
所选颜色下方有一个不透明度滑块，允许您设置所选颜色的透明度（32 位颜色中的 
Alpha 
通道值）。在所选颜色下方绘制了一个方格图案，以便您可以看到所选不一样的效果。
用户定义的调色板
在对话框的底部，你会发现一个按钮旁边有一个12个彩色矩形的系列，旁边有一个按钮
，标题是设置为Swatch。这些调色板包括用户定义的调色板，并允许您创建和保存（即
使DrawPad 
is关闭时，这些颜色也会保留）您自己的自定义颜色。要设置色板的颜色，请首先通过
单击该色板来选择该色板。然后选择所需的颜色， 后单击设置为色板按钮。然后，只
需单击该色板即可加载任何保存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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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 图层列表
图层列表图层列表显示在屏幕的右下角，允许您查看构成当前项目的所有图层并与之交
互。
什么是图层
图层是细分构成图像的内容的一种方式，以使组织更容易。将图层视为可以绘制的透明
画布，每个图层堆叠在图层的顶部以构成整体图像。在图层列表中选择的图层是使用工
具在图像中绘制内容时添加到的图层。

操作图层
您可以通过单击名称和键入新名称来重命名图层。还可以通过单击图层并将其拖动到图
层列表中的不同位置来更改图层的顺序。每个图层条目的左侧是一个切换按钮，用于允许您显示该图层中所有元素的列表。打开
此列表后，可以通过单击列表中的任何元素来选择这些元素（这是选择隐藏于另一个较
大元素下的元素的简便方法）。如果双击元素，它将选择该元素和任何相同类型的相邻
元素。任何选定的元素都将在此列表中突出显示。

每个图层条目也有其自己的可见性和锁控件，就在图层名称旁边。切换可见性将隐藏/显
示画布中的所有图层元素，而锁定控件将锁定/解锁图层以进行编辑。图层列表控件
添加这会向图层列表的顶部添加新的空白图层。
删除
只要图像中有多个图层，这将删除当前选定的图层。
重复
这将创建当前所选图层（及其中的所有元素）的副本，并将其添加到图层列表的顶部。
向下合并图层
这将将所选图层与图层列表中的图层下方的图层合并。
图层不一性
用于调整当前所选图层的不向性的轨道栏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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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 选定对象
选定对象当通过选择工具选择对象或由于刚刚创建对象时，该对象周围将显示一个框架
。此框架或小部件允许您修改刚刚完成绘图的形状。使用鼠标左键单击并拖动对象，可以移动 DrawPad 
中的所有对象。还可以通过拖动位于小部件角上的一个控点来调整对象的大小。在这两
种情况下，鼠标光标应更改以指示要执行的操作。

旋转
多个对象类型具有允许您旋转对象的小部件。拖动旋转控点以旋转对象（小部件将显示
一个矩形框架，指示拖动控点时的新位置）。对齐元素
如果选择多个元素，则选择菜单中的对齐选项将变为可用。您可以选择垂直或水平对齐
所选元素，以及要对齐的元素的哪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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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 剪切、复制、粘贴
剪切（Ctrl + X），复制 （Ctrl + C）， 粘贴（Ctrl + V）无论何时剪切或复制选定的对
复制和粘贴效果
选择元素时，右键单击该元素可选择复制效果或粘贴效果。复制效果允许您复制应用于
该元素的所有样式/效果，包括填充颜色、渐变、阴影、斜面/浮雕和内/外发光。将复制
其中任何属性，并且当尝试粘贴所有属性（或尽可能多的属性适用于目标元素）时，将
应用于该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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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 撤消 / 重做
使用编辑->撤消（或Ctrl+Z）撤消 近执行的操作。撤消可以连续多次使用来撤消逐渐
较旧的操作。
使用编辑->重做（或Ctrl+Y）撤消撤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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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 向下合并图层
向下合并图层合并功能允许您将 2 
要合并 2 个图层，它们必须彼此相邻。选择 顶层，然后选择编辑->向下合并图层。然
后，将 2 层合并到单个图层中，保留底层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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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 统治者
启用标尺 选择视图 -* 
标尺单位 
要更改标尺显示的单位类型，选项 dialog 更改"默认单位"设置。
使用可调导轨 
参考线允许您将内容与画布上的特定位置对齐。只需将它们拖动到标尺上即可调整它们
的位置（必须启用标尺才能使用参考线）。如果在
选项 dialog中启用了捕捉，则当您将其拖动到附近时，内容将自动捕捉到参考线。
创造 
要创建参考线，只需单击标尺即可。将显示参考线，您可以通过拖动来调整其位置。
去除 
要删除参考线，只需将其拖动到画布的可见边缘即可。如果放大得太远，看不到画布边
缘，只需将其拖动到画布的可见部分即可将其移除。

16

optionsdlg.html
optionsdlg.html


一般 - 描边编辑
描边编辑 每当选择由绘图工具创建的任何元素（钢笔、铅笔、标记等）时，您都可以选
点 
首次选择描边并启用线条编辑时，您将看到一系列沿线运行的小方块，由一系列线连接
。这些是构成笔画的点。您可以单击并拖动其中任何一个点来重新定位它们。如果你想
删除它，您也可以右键单击它。

贝塞尔控制点 
绘制的描边呈现为贝塞尔曲线，这为您提供了不仅编辑构成描边的点的机会，而且还能
够控制描边上 2 
点之间的曲线量和方向。每当选择线路上的一个点（其中一个正方形），它都会突出显
示，并且将显示 2 
个圆点连接到该点。这些是贝塞尔控制点。拖动它们以查看它们如何控制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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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 触摸板兼容性
触摸板兼容性DrawPad "选项"对话框启用此功能。
当您使用压敏触摸板使用笔工具绘制笔画时，笔画的厚度会因按下的难受程度而变化。

大压力将导致描边 50% larger 
高于指定宽度，而 小压力将导致描边小于指定宽度的 50% s2ma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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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 全屏视图
全屏视图 全屏显示当前项目图像。
此选项可在菜单栏的查看>查看全屏选项中找到。要退出或关闭全屏视图，只需按Esc 
键或单击窗口右上角的关闭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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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 快捷方式
工具和选项 快捷键
新项目 Ctrl + N
打开文件 Ctrl + O
保存项目 Ctrl + S
将项目另存为 Ctrl + Shift + S
削减 Ctrl + X
复制 Ctrl + C
粘贴 Ctrl × V
撤消 Ctrl + Z
重新 Ctrl + Y
放大缩小字体功能 放大缩小字体功能 Ctrl + Num*
放大缩小字体功能 放大缩小字体功能 Ctrl + Num-
选择全部 Ctrl + A
关闭项目 Ctrl + W
删除选择 Ctrl + D
显示菜单选项 阿尔特
斜面和浮雕 Alt = B
阴影 Alt = V
内辉 Alt = N
外光 Alt = M
矩形选择 Alt = J
椭圆选择 Alt = K
套 索 Alt = L
魔杖 Alt = W
插入图像 Alt = I
插入剪贴画 Alt = C
裁剪工具 Alt = Q
调整图像大小 Alt = Z
调整画布的大小 Alt = X
水平对齐 Alt = R
垂直对齐 Alt = T
将元素转换为路径 Alt = O
将路径转换为其他路径 Alt = P
文本和曲线文本内容选择 Shift+ + H2ome、结束或箭头键
选择工具 Esc
删除 删除
将元素添加到选择 Ctrl + Left 点击
从选择中删除元素 Alt = 左键单击
查看全屏 F11
铅笔 P
标记 M
蜡笔 C
喷雾 R
刷 H
笔 问
扭曲工具 D
填充工具 F
文本工具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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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曲文本工具 美国
滴管 Y
橡皮 擦 E
明星 S
三角形 Ⅰ
圈 O
多边形 N
矩形 A
椭圆 J
折线 K
线 我
泡沫 B
贝塞尔工具 Z
递增画笔/橡皮擦大小 [ 或 ]
减小画笔/橡皮擦大小 [ 或 ]
帮助页面 F1
退出/关闭应用程序 Alt = 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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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选择
选择工具选择工具允许您选择已存在的项，以便可以对该项目执行进一步操作。
选择选择工具后，将鼠标悬停在当前选定图层中的元素上将显示这些元素的轮廓。然后
单击将选择该元素。选中后，将显示任何适用的属性面板，并显示该元素的当前选项。
然后更改这些选项中的任何一个都将更改所选元素。

您可以按住 Ctrl 
键，以便从当前图层中选择多个元素。选择多个项目后，移动将将它们全部作为一个组
移动，调整大小也将调整所有选定项目的大小。如果在选择多个元素时按住 Alt 
键，可以通过单击它们从该选择中删除项目。您也可以使用 Ctrl + D 
键取消选择或删除当前选择。

图层列表还可用于选择项目。
您还可以删除选定的项目、移动它们、调整它们的大小以及复制/剪切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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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区域选择工具
区域选择区域选择工具（套索、矩形、椭圆和魔杖）允许您创建图像的特定区域的选择剪切/复制现有内容。
在这些工具之间切换将保持当前选择，但切换到其他工具可能会删除选择（请参阅下一
段）。如果所选内容已存在，则可以通过按住Ctrl 
key来添加该选择，同时绘制另一个选择。您还可以在绘制另一个选择时按住 Alt 
键，从现有选择中删除。

如果切换到任何基于路径的绘图工具（铅笔、笔、标记等），则您绘制的任何选择都将
保留，并将用于限制绘图区域（将只记录该选区内的点）。套索工具：允许您绘制自由格式选择。
矩形选择工具：绘制矩形选择。
椭圆选择工具：绘制椭圆选择。
魔杖工具：选择相似颜色的所有相邻区域（阈值选项确定颜色必须匹配的紧密程度）。
选择反向工具：反转画布中的当前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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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矩形
矩形工具矩形工具允许您绘制矩形。只需单击并按住鼠标，拖动即可获得所需的大小矩
形，然后释放鼠标按钮。描边宽度选项允许您指定矩形所需的边框的宽度，而当前描边颜色将用于矩形边框的颜
色。
使用矩形工具绘制的元素可以填充纯色或渐变。您还可以将投影应用于矩形元素，以及
斜面/浮雕元素，或向其添加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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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线
线工具直线工具允许您绘制一条直线。只需单击并按住鼠标，拖动即可到达所需的行，
然后松开鼠标按钮。线宽选项允许您指定线条应有多厚，而当前描边颜色将用于线条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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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多线
多线工具线工具允许您绘制连接线的自由格式系列。只需单击希望具有行终结点的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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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多边形
多边形工具多边形工具允许您绘制多边形。只需按住鼠标，拖动，直到获得所需的多边
形大小，然后释放鼠标按钮。描边宽度选择多边形边框的粗细，而当前描边颜色将用于多边形边框的颜色。"边数"选
项允许您设置希望多边形具有的边数（ 多 10 个边）。
使用多边形工具绘制的元素可以填充纯色或渐变。您还可以将投影应用于多边形元素，
以及 斜面/浮雕元素，或向其添加发光。

27

colorpicker.html
fill.html
gradient.html
shadow.html
bevel.html
glows.html


工具 - 滴管
滴眼器工具"眼滴器"工具允许您通过单击所需颜色区域上的鼠标来设置描边颜色。只需"选择"工具。
您可以单击其他窗口/应用程序来选择带滴滴器的颜色，但请注意，单击其他应用程序的
鼠标可能会导致它们使用该鼠标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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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椭圆
椭圆工具椭圆工具允许您绘制圆或椭圆。只需单击并按住鼠标，拖动即可获得所需的大
小椭圆，然后松开鼠标按钮。描边宽度选项允许您指定所需的边框的粗厚程度，而当前描边颜色将用于椭圆边框的颜
色。
使用椭圆工具绘制的元素可以填充纯色或渐变。您还可以对椭圆元素以及斜面/浮雕应用
投影，或向其添加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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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三角形
三角形工具三角形工具允许您绘制一个直角三角形（相对于多边形工具生成的等腰三角
描边宽度选项允许您指定所需的边框的粗厚程度，而当前描边颜色将用于三角形边框的
颜色。
使用三角形工具绘制的元素可以填充纯色或渐变。您还可以对三角形元素应用投影，也
可以对三角形元素应用 斜面/浮雕，或向其添加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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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圈
圆形工具圆形工具允许您绘制一个完美的圆圈。只需按住鼠标，拖动，直到获得所需的
大小圆圈，然后松开鼠标按钮。描边宽度选项允许您指定所需的边框的粗厚程度，而当前描边颜色将用于圆边框的颜色
。
使用"圆"工具绘制的元素可以填充纯色或渐变。您还可以将投影应用于圆元素，以及
斜面/浮雕元素，或向其添加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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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语音气泡工具
语音气泡语音气泡工具允许您创建具有多个不同标注选项的语音气泡（指向扬声器的东
西）。描边宽度指定气泡边框的厚度（以像素为单位）。"标注位置"选项确定标注从哪个边向下（左或右）下降气泡。"标注方向"选项指示标注
面向的方向（无论其位置如何）。绘制完语音气泡时，它将创建为笔元素。这样，您可以自由地根据需要进一步调整它（
例如，通过操作生成的贝塞尔点）。它也会自动选择，以便您可以微调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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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星形工具
星形工具描边宽度选项允许您指定所需的边框的粗厚程度，而当前描边颜色将用于星形
边框的颜色。
当您完成绘制星形元素时，它将创建为笔元素。这样，您可以自由地根据需要进一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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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框架
框架工具Frame 
工具允许您在当前项目上插入帧图像。这将在所有当前图层的顶部创建自己的图层。
您还可以使用框架面板选项更改插入的帧图像。要打开框架面板，只需在画布中选择框
架图像或在

图层列表中找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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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水印
水印工具此工具允许您在当前项目中添加具有水印效果的图像。这将在当前图层之上为
图像创建新图层。添加水印图像元素后，也可以进行自定义。使用水印选项面板控件自定义图像。为此，只需在图层列表中单击水印元素即可选择水
印元素。使用面板调整图像大小、透明度和对齐方式。
使用"图像缩放"控件调整图像大小，根据当前项目尺寸调整图像大小，将其设置为 
100% 将占据整个项目大小。
透明度控件允许您调整图像不透明度，使用滑块来表示您希望图像透明或不透明。
通常水印图像位于页面或项目的中心，但始终可以使用"对齐"控件进行更改。此控件将
允许您将图像定位到您希望它位于的任何一侧或角落。

后但并非 不重要的是手动定位控件。启用此选项后，将允许您直接修改已添加的图
像。使用图像周围的小部件控件 手
动调整大小 、移动甚至旋转水印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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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作物
裁剪工具裁剪工具允许您通过单击并拖动矩形将现有图像裁剪到新大小。执行此操作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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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文本
文本工具"文本"工具允许您创建包含格式化文本的元素。首次选择时，将自动为您创建
设置文本格式
"字体大小"选项允许您指定文本的像素大小。还提供允许左对齐、右对齐或居中对齐的
按钮。样式文本
提供了一些标准文本选项，如粗体、斜体和下划线。一个文本元素支持多种格式，您可
以选择文本的一部分，并仅更改该选项的任何选项（对齐除外）。使用文本工具绘制的
元素可以应用

投影，也可以对它们进行斜面/浮雕。
调整文本框的大小
文本控制面板底部有 2 
个按钮，标题为"调整边界大小"和"扭曲文本"。调整文本框的大小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取决
于选择这些选项的哪个选项。
调整边界大小
这将允许您更改包含文本的边界，而无需更改文本/字体本身的大小/形状。如果文本太
大而不适合一行，这将影响换行方式。如果文本总量包含更多可以适合调整大小边界的
行，则多余的内容将简单地裁剪掉。

扭曲文本
这将允许您扭曲/拉伸文本本身。字行换行将不受大小调整的影响。相反，文本/字体本
身将被拉伸，以便它可以适合在框中。当文本调整大小较小时，此选项不会发生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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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弯曲文本
弯曲文本工具曲线文本工具允许您在屏幕上的路径下绘制文本，而不是局限于形成文本
段落的矩形文本框，如常规

文本工具。您可以将多个样式应用于曲线文本，并在创建后操作曲线以调
整文本的显示。
绘制曲线
首次选择"曲线文本工具"时，它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这是因为必须先绘制路径，
然后才能开始键入文本。绘制要遵循的文本的路径，完成后将创建该元素。此时，您可
以开始键入，也可以根据需要编辑曲线。

编辑曲线
编辑曲线与贝塞尔工具的过程非常相似。您可以使用曲线周围的框架来移动整个曲线。
提示：虽然文本被扭曲，试图将其拟合在曲线上而不重叠，但曲线中弯曲非常紧并不总
是可能的。字体大小越大，问题就越有可能。如果遇到某些字符重叠的情况，请尝试平
滑曲线中的任何锐弯或减小字体大小。

键入文本
绘制曲线后，可以开始键入以添加文本。光标 初将放置在曲线的开头并继续到末尾。
例如，如果从右向左绘制水平线，则文本将从直线右侧下方倒朝展开。如果希望文本位
于行的顶部，则必须从左到右绘制。

设置文本的样式
在文本样式方面，此和常规文本工具之间的主要区别是缺少对齐和间距选项，并且增加
了对文本应用填充和描边的能力。键入时，可以更改任何文本选项（或描边/填充颜色）
，并继续使用新样式键入内容，而无需更改任何现有文本。您还可以突出显示任何现有
文本，然后更改突出显示块的任何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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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橡皮 擦
橡皮擦工具橡皮擦工具允许您擦除图像的一部分。擦除将在所选图层上进行，并将擦除
当前图层上的任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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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自定义画笔
自定义画笔工具 自定义画笔工具允许您创建自己的画笔，并调整绘制画笔描边期间使用
自定义画笔编辑器 
测试表面 
对话框左侧是一个小曲面，您可以在其中通过绘制一些示例描边来测试设置。更改设置
将清除曲面，而清除测试曲面按钮将允许您手动清除曲面。画笔选择 
图像选择列表允许您从任何保存的画笔中进行选择。
加载自定义图像按钮将允许您选择要用作图章以创建自己的画笔的图像。在大多数情况
下，具有透明背景的图像将创建 佳结果。加载画笔包按钮加载为 Photoshop 创建的 .arb 
画笔包文件。这些通常可在线获取。DrawPad 
能够加载其中的大部分，但是，某些版本不受支持。
"使用描边颜色"复选框将允许您将图像中的所有颜色替换为当前描边颜色。只有透明像
素将保持不变。
画笔半径 
这是以像素为单位的画笔半径。
有效值的范围为 1 - 250 像素。
圆 
这是宽度与高度的比率。值 100 
将画笔保留为（完全圆形），而值为零会将画笔平展为水平线。
有效值范围为 0 - 100。
间距 
这是笔画的每个步骤（绘制图章的位置）之间的距离。该值是画笔大小的百分比。值 
100 表示每个新邮票将在上一个结束后开始。值 50 
将使每个新邮票在前一枚中间开始。
有效值范围为 1 - 100。
旋转 
以度表示冲压旋转。
有效值范围为 0 - 360。
垂直翻转和水平翻转 
启用后，这些复选框将翻转图章图像。
计数 
这是沿路径的每个步骤绘制的邮票数。如果没有部分透明的图章或抖动散射，您就不会
注意到笔画中的任何差异。计数淡入淡出 
对于大于 0 的值，这将减少每个步骤的计数，直到达到 1。此值是计数达到 1 
之前的步骤数。因此，如果此值为 10，计数为 10，则第一步将有 10 
枚邮票，第二步是 9 枚邮票，第三步是 8 枚邮票，等等。
抖动散射 
随机调整邮票在每个步骤的位置。此值是画笔大小的百分比，因此值 100 
将允许邮票的直径为一个直径，远离邮票的正常位置。
有效值范围为 0 - 100。
抖动旋转 
随机旋转放置在每个步骤上的图章。此值以旋转度表示，旋转可以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
。有效值范围为 0 - 180。
抖动计数 
在每个步骤中随机调整计数。此值是放置在每个步骤中的计数的 大百分比。因此，如
果计数为 10，抖动计数为 100，则每个步骤的戳数将在 1 和 10 之间。有效值范围为 0 - 100。值 0 将禁用此选项。
抖动大小 
在每个步骤中随机调整图章的大小。此值是画笔大小的百分比，即大小将增大或减小的

大量。半径为 50，抖动大小为 50，邮票大小可能为 50 - 150。抖动大小为 100 
时，邮票大小可以是 0 -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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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值范围为 0 - 100。值 0 将禁用此选项。
水平/垂直/所有方向散射 
允许您决定仅水平、垂直或向任何方向散射。
压力灵敏度 
如果您连接并启用了压力敏感触摸板，这将允许您选择由绘图压力控制的选项。
半径：光压将导致半径变小，而较高的压力将导致更大的半径，达到指定的画笔半径。
间距：光压将导致间距变小，而较高的压力将导致更多的间距，达到指定的间距。
计数：光压将导致每个步骤的戳数更少，而压力越高，则每个步骤都会产生更多的邮票
， 高为计数。计数抖动：光压将导致更少的计数抖动（每个步骤将更接近图量戳数），而较高的压力
将导致更多的抖动，高达指定的抖动计数。散射抖动：光压将导致散射减少，而较高的压力将导致更多的散射，高达指定的抖动散
射。
大小抖动：光压将导致对尺寸的调整较小，而较高的压力将导致对尺寸进行更多调整，
达到指定的抖动大小。旋转抖动：光压将导致较少的随机旋转度，而较高的压力将导致更多的旋转， 多达到
指定的抖动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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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铅笔
铅笔工具铅笔工具允许您在屏幕上绘图并生成类似铅笔的笔画。当前描边颜色将是绘制
路径的颜色。
"画笔大小"选项允许您指定绘制描边的宽度。
"平滑"选项允许您控制对绘制的任何路径应用多少自动平滑。 大平滑将删除许多点，
以尝试使一个非常平滑的曲线（以牺牲精度为代价）。 小平滑将保留路径中的所有点
，保持准确性（绘制的内容是您得到的）。

铅笔元素的小部件还允许您在完成笔画后修改笔画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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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刷
刷子工具"画笔"工具允许您在屏幕上绘图并生成类似画笔的描边。当前描边颜色将是绘
制路径的颜色。
"画笔大小"选项允许您指定绘制描边的宽度。"柔和度"选项确定笔画的锐边程度;值越高
，则显得更柔和。"不透明度"选项可让您使画笔描边显示为透明。"平滑"选项允许您控制对绘制的任何路径应用多少自动平滑。 大平滑将删除许多点，
以尝试使一个非常平滑的曲线（以牺牲精度为代价）。 小平滑将保留路径中的所有点
，保持准确性（绘制的内容是您得到的）。

画笔元素的小部件还允许您在完成描边后修改笔画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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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喷漆
喷漆工具喷漆工具允许您在屏幕上绘制，并产生一个溅出，喷雾可以启发中风。当前
描边颜色将是绘制路径的颜色。"不透明度"选项可让您使画笔描边显示为透明。
"画笔大小"选项允许您指定绘制描边的宽度。
"平滑"选项允许您控制对绘制的任何路径应用多少自动平滑。 大平滑将删除许多点，
以尝试使一个非常平滑的曲线（以牺牲精度为代价）。 小平滑将保留路径中的所有点
，保持准确性（绘制的内容是您得到的）。

用于喷涂图元素的小部件还允许您在完成描边后修改笔画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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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标记
标记工具标记工具允许您在屏幕上绘制并生成硬边、部分透明的描边。当前描边颜色将
是绘制路径的颜色。
"画笔大小"选项允许您指定绘制描边的宽度。
"平滑"选项允许您控制对绘制的任何路径应用多少自动平滑。 大平滑将删除许多点，
以尝试使一个非常平滑的曲线（以牺牲精度为代价）。 小平滑将保留路径中的所有点
，保持准确性（绘制的内容是您得到的）。

标记元素的小部件还允许您在完成描边后修改笔画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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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笔
钢笔工具笔工具允许您在屏幕上绘图并生成几个不同笔画之一。面板底部的框显示每种
可用描边样式的形状和名称。当前

描边颜色将是绘制路径的颜色。
"画笔大小"选项允许您指定绘制描边的宽度。
"平滑"选项允许您控制对绘制的任何路径应用多少自动平滑。 大平滑将删除许多点，
以尝试使一个非常平滑的曲线（以牺牲精度为代价）。 小平滑将保留路径中的所有点
，保持准确性（绘制的内容是您得到的）。

使用"笔"工具绘制的元素可以填充纯色或渐变。您还可以对笔元素应用投影，也可以对
它们应用斜面/浮雕。
笔元素的小部件还允许您在完成笔画后修改笔画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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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蜡笔
蜡笔工具蜡笔工具允许您在屏幕上绘制并生成蜡笔笔画。当前描边颜色将是绘制路径的
颜色。
"画笔大小"选项允许您指定绘制描边的宽度。
"平滑"选项允许您控制对绘制的任何路径应用多少自动平滑。 大平滑将删除许多点，
以尝试使一个非常平滑的曲线（以牺牲精度为代价）。 小平滑将保留路径中的所有点
，保持准确性（绘制的内容是您得到的）。

蜡笔元素的小部件还允许您在完成笔画后修改笔画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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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像素画笔
像素画笔工具像素画笔工具允许您在屏幕上绘制像素精确描边。如果您尝试创建图标图
像，这是完美的工具。当前

描边颜色将是绘制路径的颜色。
"画笔大小"选项允许您指定绘制描边的宽度。
您可以通过切换"像素画笔选项"面板中的"绘制和擦除"按钮来绘制或擦除画布中的现有
像素像素画笔元素的小部件允许您修改现有描边中的选定像素。
像素选择
您可以通过单击来选择绘制的像素。您还可以通过按Ctrl 
key并单击要选择的每个像素来选择多个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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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 贝塞尔曲线
贝塞尔曲线Bezier 
选择此工具后，只需单击以创建曲线的第一个点。您创建的每个点都将按创建顺序连接
到以前的放置点。如果按住鼠标按钮，该点将放置在首次按下按钮的位置，而控制点的
位置将由释放鼠标按钮时光标的位置决定。
您可以通过将其拖动到新位置来移动已放置的任何点（贝塞尔点将保持相同的相对定位
），在选择以前放置点（单击以选择它）后，还可以单独调整贝塞尔点。您可以随时通
过右键单击某个点来显示上下文菜单，或者使用面板中的删除点选项清除所有点来删除
该点。

完成创建曲线后，可以通过从 Bezier 
工具面板中的下拉菜单（图层列表下方）中选择一个绘图工具来创建元素。单击创建元
素以创建新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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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选项 - 实心填充
实心填充"填充"选项允许您用由当前填充颜色确定的纯色填充元素。它还为您提供了设
置填充透明度级别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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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选项 - 梯度
渐变渐变选项允许您使用您自己的设计的渐变填充元素。
渐变选项面板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左侧的方向选取器（允许您选择渐变的方向和方向
）和右侧的停止选择器（允许您选择要使用的颜色和放置位置）。还有一个滑块，允许
您设置渐变的不向性。

停止选择器
这允许您选择渐变中显示的颜色。要添加颜色，只需单击选择器中的某处，即可添加另
一个停靠点（将打开颜色选取器对话框供您选择颜色）。每个停靠点由出现在选择器右
侧的小标记指示。您可以通过单击它来选择任何停靠点，并且颜色选取器对话框将打开
，以便您更改该颜色。您还可以在框中拖动停靠点以更改其位置。单击删除标记按钮将
删除所选停止。

线性渐变
线性渐变将以线性方式从元素的一端显示到另一端。默认情况下，新渐变是线性的。方
向选取器将有一条两端的线;由正方形表示的起始开始，以及由三角形表示的端。移动这
些将控制渐变的大小和方向。起始开始的颜色由停止选择器中 底部的停止表示，而结
束颜色由顶部 停止点表示。

径向渐变
如果选中径向渐变复选框，则渐变将以圆形方式显示。方向选取器中只有一个矩形，您
可以单击并拖动该矩形以选择所选元素中径向渐变中心将显示的位置。在停止选择器中
，底部 彩色将是渐变的中心，而顶部 彩色将是渐变的外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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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选项 - 阴影
投影投影选项允许您向所选元素添加投影。添加阴影后，投影选项面板将显示，以允许
您自定义阴影。边缘柔和度选项控制阴影边缘的模糊程度（较高的值将显示模糊）。阴影大小选项控制
阴影相对于投射阴影的元素的大小（正值大于基元素，负值小于基元素）。水平和垂直
偏移选项允许您将阴影放置在所需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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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选项 - 斜面和浮雕
斜面和浮雕斜面和浮雕选项允许您向所选元素添加斜面（类似 
3D）外观。大小滑块允许您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效果的大小。
通常，较小的尺寸（例如 2）呈现出更明显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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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选项 - 路径转换
元素到路径选择矩形、面或三角形元素后，"元素到路径"选项将变为可用。选择此选项
会将该形状转换为路径（要特定的

笔元素）。然后，您可以以任何方式修改路径。此选项也可通过右键单击所
选形状可用。
更改路径类型
选择绘制路径（笔、标记等）后，可以使用工具栏"效果"选项卡上的"更改路径类型"选项
将其更改为任何其他路径类型。这也可以通过右键单击选定的路径元素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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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选项 - 路径查找器
路径查找器选项您可以使用这些工具选项将两个矢量对象路径合并为一个矢量对象路径
。这可以通过选择两个相交路径并单击这些工具栏选项按钮来实现。组合
添加或合并两个选定的路径以形成新的单个路径。
减法
使用 顶层路径从其他路径中删除交点区域。
相交
使用两个路径的交集区域创建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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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选项 - 发光
发光对于任一颜色，您可以通过单击发光颜色按钮来选择使用的颜色。强度滑块将控制
发光的较大程度（离元素边缘有多远）。内辉
内部发光将产生从元素边缘向内延伸的发光，当元素远离边缘时逐渐消退。
外光
外发光将产生从元素边缘向外延伸的发光，从元素进一步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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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选项 - 图像矢量化
矢量化图像插入图像时，可以选择使用该图像的矢量化版本。因为它被表示为许多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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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选项 - 扭曲
扭曲扭曲允许您移动元素的一个角，独立于其他 3 个角。
选择元素（大多数元素类型受支持）时，扭曲选项将变为可用。选择它将执行两项操作
，首先它将该元素转换为 Pen 
元素。其次，它将提出在元素的每个角都有一个控制点的失真帧。您可以移动这些控制
点中的任何一个，整个元素将拉伸以填充您创建的新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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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选项 - 斜
倾斜偏斜允许您独立于另一侧移动元素的一侧。
选择基于路径的元素（钢笔、铅笔等）时，倾斜选项将从上下文菜单变为可用。选择它
将启动在元素两侧具有控制点的倾斜帧。您可以移动这些控制点中的任何一个，整个元
素将拉伸以填充您创建的新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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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选项 - 透视失真
透视失真透视失真允许您缩小或扩大元素的一侧。
选择基于路径的元素（钢笔、铅笔等）时，透视失真选项将从上下文菜单变为可用。选
择它将启动在元素两侧具有控制点的倾斜帧。您可以移动这些控制点中的任何一个，整
个元素将拉伸以填充您创建的新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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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选项 - 翻转
翻转翻转选项允许您翻转当前选定的图形元素以创建反射效果。
您可以使用工具栏中的指定按钮水平翻转元素或垂直翻转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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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选项 - 剪贴画
剪贴画使用剪贴画工具将剪贴画图像添加到照片中。要查找此工具，请单击"高级"选项
卡上的"剪贴画"图标。使用左侧的面板选择剪贴画类别。选择类别时，对话框中心将显示剪贴画图像列表。单
击列表中的任何图像以查看对话框右侧的预览。当您找到喜欢的剪贴画图像时，单击"下载"按钮。图像完成加载后，剪贴画图像将作为
图层列表上选定图层上的图像元素添加到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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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选项 - Group/Ungroup
组/取消组组或取消组当前选定的元素。
要使用此选项，请使用选择工具 在画布中选择 多个元素。然后右键单击所选内容并选择
"组"或"取消组"选项。
此选项将允许您同时编辑多个元素。对元素进行分组时，将始终与其他组成员一起选择
该元素，使用"取消组"选项从分组中删除元素或单独编辑它们。单独编辑
可以单独编辑分组的元素，而无需取消分组。
右键单击当前选定的元素组，然后选择"编辑"选项。此选项将允许您从此组下的元素列
表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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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设置 - ICO 编码设置
预设 

选择一个预设配置，以自动启用为所选方案推荐的图像格式。
格式 
ICO 文件将在每个启用的图像格式中包含图像。更高的分辨率和更多的位每像素 
（bpp） 提供更高质量的图像，但增加文件大小。 
注意：包含 PNG 编码图像的 ICO 文件在 Windows Vista 
之前无法由文件管理器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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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设置 - JPEG 压缩设置
质量 

在质量较低的较小文件或质量较高的较大文件之间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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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设置 - BMP 编码设置
像素格式 

在每个像素 8、24 或 32 
位的文件之间进行选择。如果您希望在图片中具有任何透明度，则必须选择每个像素
3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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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设置 - PNG 编码设置
256 颜色 

您可以将此选项检查为 256 色调色板 PNG，它比真正的 PNG 颜色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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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设置 - PNM 编码设置
便携式任何图格式 

选择单色（便携式 pixmap）、灰度（便携式灰图）或 
RGB（便携式位图）格式。每个文件都可以保存为普通 （ASCII） 或二进制文件。 
二进制阈值 
设置将图像转换为二进制图像的阈值。它仅用于单色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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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设置 - 蒂夫编码设置
256 颜色 

您可以检查此选项到 256 色调色板 TIFF，它比真色 TIFF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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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设置 - PDF 编码设置
纸张大小 

选择您希望用于目标 PDF 文档的纸张大小。
定向 
选择您希望用于目标 PDF 文档的纸张方向。
保证金 
将保证金值输入毫米，作为顶部、左侧、底部和右边距。
缩放模式 
选择模式以决定如何在 PDF 页面中缩放图像。
● 无：保持图像的原始大小。如果图像没有分辨率描述，将使用默认值（例如 

72DPI）。
● 适合可打印区域：将每个图像缩小或放大到纸张大小（边缘除外），并在宽度和

高度上保持相同的纵横比。
● 伸展到可打印区域：将图像拉伸至整页，但边缘除外。
● 按图像大小自动拟合：将图像缩放到合理的大小
定位模式 
选择定位模式，以决定如何将图像放置在 PDF 页面中。
图像质量 
将图像质量嵌入 PDF 文件时，请选择图像质量。值越高，嵌入图像质量就越好。
自动旋转 
调整图像的方向，以匹配选定的纸张大小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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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设置 - WebP 压缩设置
WebP 是谷歌开发的一种新的图像格式，在 Chrome、Opera 和 Android 
中提供支持，并进行了优化，使 Web 上的图像能够更快、更小。与同等视觉质量的 
PNG 和 JPEG 图像相比，WebP 图像的大小约为 30% smaller。 
损失压缩 

保存的文件比无损压缩更小，但会导致图像质量的一些降低。 
质量 

在质量较低的较小文件或质量较高的较大文件之间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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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框 - 新图像
创建新映像
名称在此处键入项目名称。
单位
这是在此对话框中定义新图像大小时要使用的单位类型。
宽度和高度
在此处以所选单位中的宽度和高度指定。
单位像素
在此处指定新图像的分辨率、像素数（将适合所选单位中的像素数）。
背景
在这里，您可以指定是希望图像具有透明背景，还是当前填充颜色的背景作为背景。如
果希望填充颜色与当前颜色不同，现在可以更改填充颜色。
背景透明度
如果已选择使用背景色，这将允许您调整其透明度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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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框 - 新横幅广告
创建新横幅广告项目
名称
请在此键入横幅项目名称。
尺寸
从预设项目尺寸列表中选择。该列表还包括每个维度 适合的地方（例如 Facebook 
帖子、Twitter 封面等）
后台填充类型选项

彩色和透明背景
从颜色拾取 器中选择颜色 或选择透明背景。
背景渐变
使用 渐变剖 面控件创建自己的渐变作为项目背景。
背景模式
从图案图像列表中选择或浏览计算机以将图像用作图案图像，只需单击 图像列表下
方  的浏览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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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框 - 合同/扩展选择
合同选择此对话框将允许您通过收缩边界来缩小现有选择。提供要收缩所选内容的像素
数。
展开选择
此对话框将允许您通过展开边界来使现有选择变大。提供要扩展所选内容的像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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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框 - 选项
默认单位 这是您希望 DrawPad 用于测量长度的默认单位。
指南选项
启用与其他元素的对齐 
移动元素时，它将自动捕捉到其他元素的边缘或中点。使用距离字段可以设置移动元素
与其他要捕捉的元素的距离启用旋转捕捉 
旋转对象时，它将自动捕捉到 90 度、180 度、270 度和 360 
度方向。此选项确定在元素对齐之前必须与其中一个值的接近程度。
显示网格线 
此选项允许您以设定的时间间隔在画布上显示网格线。
网格线增量 
这是网格线之间的间隔（以默认单位表示）。
启用与网格线的对齐 
捕捉将允许您通过自动将边缘与栅格线或您可能已放置的任何 标尺参考 
线对齐来快速精确地放置元素。
移动/调整捕捉距离的大小  
这是元素在捕捉到参考线或网格线之前可以与参考线或网格线相距多远。
显示像素网格线 
此选项允许您以像素大小的间隔在画布上显示网格线。仅当项目缩放至 小 800% 
时才能启用
触摸板选项
使用触摸板设备 
如果将任何 触摸板设备 连接到此计算机，请启用此选项以将其与 DrawPad 一起使用。
从所有触摸板设备收集输入 
如果要从任何和所有输入设备（鼠标、触摸板等）进行绘制，请启用此选项。如果禁用
此选项，DrawPad 将仅从当前触摸板设备收集输入。当前触摸板设备 
如果只想从一个触摸板设备收集输入，请从此下拉列表中选择它。如果您选择的设备是
压敏设备，您将在下拉列表下方看到消息"此触摸板是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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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框 - 发送电子邮件
发送电子邮件此对话框允许您以附件形式发送包含当前图像的电子邮件（以您选择的格
式）。
到
在此处写入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或地址。
主题
这是电子邮件的主题行。
消息
在此处写电子邮件正文。电子邮件将以纯文本形式发送，因此无法设置格式。
图像格式
从要用于附件的图像格式的 .jpg、.png、.bmp 和 .svg 中进行选择。
电子邮件设置
这将打开"电子邮件设置"对话框，该对话框允许您选择使用 DrawPad 
发送电子邮件的正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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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框 - 调整
图像调整大小有两种方法可以调整图像的大小：调整图像大小（将相应地缩放所有内容
无论您使用哪种方法，以下字段都是相同的。
单位
选择要用于指定宽度和高度的单位。
宽度
所选单位中图像的新宽度。
高度
所选单位中图像的新高度。
保持纵横比
如果选中此选项，则对一个维度的更改将更改另一个维度，以便保留图像的总体宽度与
高度比。重置按钮
如果单击，将在高度和宽度字段中设置的值将重置为当前图像/画布尺寸。
下面列出了特定于每个方法的选项。
调整图像大小单位像素
用于表示所选单位的像素数（当单位为像素时不适用）。
调整画布的大小锚点
由于调整画布大小不会缩放元素，因此您可以选择确定元素应放置在新调整大小的画布
中的锚点。有对应于 9 
页位置的按钮（由箭头指示）。例如，如果使两个尺寸变大并选择中间锚点（默认值）
，则画布将在现有内容的所有方面均匀展开。如果选择左上角，则画布将扩展到现有内
容的下方和右侧（所有内容都锚定到画布的左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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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框 - 模板向导
模板向导模板向导提供了创建多种类型的项目之一的快速方法。当它打开时，将显示一
个项目类型列表，您可以从中选择。进行选择后，选择下一步按钮。下一页允许您选择要创建的模板样式。从列表中选择其中一个选项，然后选择下一步按
钮。下一页是文本替换页。将显示项目图形，该图形在虚线框中突出显示了任何文本字段。
您可以通过单击该框来选择该框。要填写文本，您可以在提供的编辑字段中键入，或者
使用浏览控件加载文档。完成所有文本字段后，选择下一步按钮。

后一页是图像替换页（某些模板可能不需要此页面，并且将跳过该页）。您可以选择
与文本替换页类似的图像，然后使用下面的浏览控件加载图像。完成后，选择完成按钮
，然后将创建您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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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参考 - 颜色选取器对话框
颜色选取器对话框 
颜色选取器分为多个部分，有多种选择颜色的方法：
视觉调整颜色 

对话框的上半部分由 2 个彩色框组成，一个框允许您选择 256 x 256 
正方形中的任何点，另一个用作长滑块。这两个框中显示哪些颜色取决于选择了哪个
单选按钮（见下文），但在所有情况下，滑块的位置将更改方形框中可用的颜色。在
该方形框中选择的点是所选颜色。

按 RGB 或 HSV 进行调整  
在方形彩色框下方，有 6 个选项（每个选项 1 
个，用于色调、饱和度、值、红色、绿色和蓝色），每个选项包含一个单选按钮、一
个滑块和一个向下的数字控件。如果选择了 3 个 HSV 
单选按钮之一，则该值将由可视滑块（见上文）表示，而其他两个值将是方形颜色框
的轴。如果选择了其中一个 RGB 
单选按钮，则控件的工作方式相同。您还可以使用标签旁边的滑块以及滑块旁边的向
上/向下控件来调整这些值。对这些值的任何调整都将更新可视控件，并且这些可视
控件的任何调整都将更新这些值。

所选颜色 
所选颜色显示在 RGB 和 HSV 
控件的右侧。该框对角线拆分，左上角标记为新建（您要创建的颜色），右下角部分
标记为当前（已存在的颜色，如果取消对话框，将继续选中）。下面是所选颜色的十
六进制值（您还可以在那里输入任何有效的十六进制值以更新所选颜色）。所选颜色
右侧有一个滴滴器按钮，允许您通过在桌面上的任意位置采样来设置所选颜色。

用户定义的调色板 
在对话框的底部，你会发现一个按钮旁边有一个12个彩色矩形的系列，旁边有一个按
钮，标题是设置为Swatch。这些调色板包括用户定义的调色板，并允许您创建和保
存（即使DrawPad 
is关闭时，这些颜色也会保留）您自己的自定义颜色。要设置色板的颜色，请首先通
过单击该色板来选择该色板。然后选择所需的颜色， 后单击设置为色板按钮。然后
，只需单击该色板即可加载任何保存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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