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lhouettestudio
V3V4



目錄
軟體使用協議..................................................... 1
1.-.通用資訊........................................................ 3
1.1.系統要求........................................................ 3
1.2.功能概述........................................................ 4
1.3.軟體文檔格式................................................ 5
1.4.可用的數字內容........................................... 6
2.-.安裝Silhouette.Studio® ................................7
2.1.下載................................................................ 7
3.-.軟體基本概述................................................ 8
3.1.打開軟體........................................................ 8
3.2.軟體工具欄.................................................... 9
3.3.裁切/繪圖區................................................ 11
3.4.打開文檔...................................................... 12
3.5.文檔標籤...................................................... 13
3.6.文檔尺寸...................................................... 14
3.7.裁切方向...................................................... 15
3.8.瀏覽與縮放.................................................. 17
3.9.偏好.............................................................. 18
4.-.繪圖/編輯圖像............................................. 21
4.1.基本繪圖工具.............................................. 21
4.2.編輯圖像...................................................... 23
4.3.線條工具...................................................... 27
4.4.填充工具...................................................... 29
5.-.文本............................................................... 33
5.1.創建文本...................................................... 33
5.2.操作文本...................................................... 34

5.3.路徑文本...................................................... 37
6.-.操作圖像...................................................... 38
6.1.基本操作...................................................... 38
6.2.成組/打散..................................................... 41
6.3.複合路徑...................................................... 43
6.4.移動圖像...................................................... 45
6.5.旋轉.............................................................. 46
6.6.調整尺寸...................................................... 47
6.7.鏡像.............................................................. 50
6.8.排列.............................................................. 51
6.9.對齊.............................................................. 53
6.10.重複............................................................ 55
6.11.嵌套.(僅設計師版)................................... 57
6.12.焊接與修改選項........................................ 58
6.13.偏移選項.................................................... 61
6.14.描圖選項.................................................... 62
7.-.收藏與線上商店.......................................... 63
7.1.收藏.............................................................. 64
7.2.Silhouette線上商店...................................... 66
8.-.保存............................................................... 73
9.-.裁切/描繪..................................................... 74
9.1.傳送.............................................................. 74
9.2.進行測試裁切.............................................. 79
9.3.裁切./.繪圖................................................... 80
10.-.打印並裁切................................................ 81
10.1.登記符........................................................ 81

10.2.裁切打印的圖像........................................ 82
11.-.PixScan........................................................ 84
11.1.匯入自掃描儀............................................ 84
11.2.匯入自照相機............................................ 85
11.3.使用PixScan圖像....................................... 87
12.-.Curio功能................................................... 88
12.1.浮雕............................................................ 88
12.2.點刻............................................................ 92
12.3.運用Curio操作多種工具......................... 95
13.-.設計師進階版的功能............................... 96
13.1.刺繡............................................................ 96
13.2.進階水鑽.................................................... 98
13.-.商業版功能.............................................. 102
13.1.多裁刀支持.............................................. 102
13.2.Ai/EPS/CDR文檔兼容性........................ 103
13.3.設計視圖與材質佈局視圖..................... 103
13.4.拼圖功能.................................................. 104
13.5.自動嵌套預覽.......................................... 106
13.6.陣列複製功能.......................................... 108
13.7.自動雜草線功能...................................... 109
14.-.疑難排除................................................... 110
14.1.常見疑難問題說明................................. 110
14.2.校準.......................................................... 113
14.3.進一步支援連絡資訊............................. 115
Silhouette.Studio.Shortcuts.............................. 116



Silhouette Studio® V4...|...軟體使用協議 1

軟體使用協議
Silhouette.America公司（下簡稱「Silhouette.America」）特此授權購買人和授權用戶（簡稱「用戶」）按照具體條款條件使用本軟體（簡稱
「軟體」）。購買和/或使用本軟體，用戶特此接受並同意本文所列條款條件。.

1. 版權 
本軟體相關之所有版權及附屬打印材質如手冊，由軟體或打印材質中所示個人或組織保存。.

2. 許可 
用戶可一次在一台計算機上使用此軟體。.

3. 複製與修改 
(1).用戶可複製軟件，以便備用。.
(2).用戶不得以任何方式修改，組合，修訂或改變此軟體，包括破解與反編譯。.

4. 第三方使用  
用戶不得向第三方轉讓，分配或另外處理有關本軟體之權利或使用。

5. 保證
(1).若因為軟體安裝CD的物理缺陷導致軟體無法正常使用，請連絡Silhouette.America。若存在物理製造缺陷，將退換軟體CD，或由
Silhouette.America自行決定提供軟體下載連結予以替代。.
(2).Silhouette.America僅對以上條件下的CD予以擔保。.
(3).Silhouette.America未加改變，按原狀提供軟體。Silhouette.America和供應商均不保證使用軟體及其附帶文檔所獲得的表現或效
果。Silhouette.America和供應商均不明示或暗示保證使用軟體或附帶手冊，其商業展示，或特定適用性而產生的侵犯第三方權利情況。任
何情況下，Silhouette.America和供應商均不承擔因為使用軟體或附帶手冊而造成的意外，次級或特殊傷害，包括零售商已向用戶說明可能
產生具體傷害的情況。此外，Silhouette.America和供應商均不承擔來自第三方的索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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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商標
本手冊中描述的公司名稱和產品名均為其相應所有人的註冊商標。

聲明
本手冊中使用的某些圖像為軟體開發時產生的，可能與實際顯示有所不同。本手冊中顯示的功能和設定與實際版本中沒有差別。.

關於本手冊.
本手冊旨在介紹如何使用Silhouette.Studio®軟體。雖然其他裁切裝置可能兼容，但本手冊假設使用Silhouette電子裁切工具。Silhouette裁切工
具的使用說明見Silhouette硬件的後續使用手冊，包括配置.Silhouette進行裁切或繪製，載入材質，使用SD卡功能（僅限SD和CAMEO模式）
直接在Silhouette硬件設備上裁切的說明。.

(1).未經許可，不得部分或全部複製本手冊內容。.
(2).本手冊中詳細資訊和產品說明可不事先通知而修改。.
(3).本手冊已盡最大努力保證資訊的清晰準確。若您有任何疑問，請連絡Silhouette.America或您的零售商。.
(4).請注意，Silhouette.America不承擔使用本手冊和產品所產生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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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用資訊
Silhouette.Studio®是一款可以創建輪廓、打印數據，包括對象和文本，以及向Silhouette電子裁切工具輸出創建數據，裁切並穿透材質材
質，用於二維項目、從裁切模板製作三維組合模型，以及輪廓線藝術品的繪圖/編輯/輸出軟體。軟體兼容所有Silhouette模型。軟體還有連
接其他Graphtec繪圖儀CC100.–.CC300系列型號的接口。使用兼容繪圖儀或非Silhouette.America提供電子裁切工具的功能和效果無法保證。
非Silhouette.America提供的兼容裁切工具可能無法使用某些功能，如打印並裁切。Silhouette.Studio®還支持快捷功能，可以將圖像數據捕
捉到軟體，自動創建登記符供打印並裁切。.
.

1.1.系統要求
使用Silhouette.Studio®需要以下系統環境。
作業系統：
Windows.–Vista/7.(32位元/64位元).
Mac.–.OS.X.10.6.8或更新版本

CPU:.Pentium.III.800.MHz或更高.
記憶體：建議1GB.RAM.
監視器：建議1024.x.768真彩色.(筆記本電腦可使用緊湊按鍵模式)
鼠標和/或繪圖板.
光驅(安裝用)
支持的裁切工具：Silhouette.(原版)，Silhouette.SD,.Silhouette.CAMEO，Silhouette.Portrait，Craft.ROBO，和Graphtec型號.(CC100，CC200
，CC300/CC330，CC300L/CC330L)
支持的繪圖儀：兼容Windows或Mac的繪圖儀.(打印並裁切時強烈建議使用噴墨打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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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功能概述
Silhouette.Studio®軟體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功能和用處：.
•.匯入多種文檔格式.
•.打印並裁切技術（需要打印機）.
•.下載專享數字內容.
•.組織與優化圖像收藏.
•.裁切安裝在計算機上的字體文檔.
•.可操控文本實現：.
o.單詞與字母環繞.
o.對齊對正.
o.文本間隔控制.
o.路徑文本.
•.以打印並裁切格式繪製自己的圖像，包括.
o.直線.
o.圓，方形和圓角矩形.
o.多邊形與曲線.
o.自由繪圖工具.
•.安裝精確尺寸重設圖像大小.
•.打散/成組直線集，以便操作.
•.編輯與操作文本和圖像的點.
•.使用自由橡皮擦擦除圖像.
•.焊接圖像
•.創建陰影特效.
•.變換圖像：
o.變形.
o.旋轉.
o.對齊
o.重複
o.修改
•.控制線型，以便進行各種裁切操作
•.使用自訂色彩，漸變，樣式填充圖像，創建自己的打印並裁切圖像.
•.無限制的「還原」與「重做」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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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軟體文檔格式.
Silhouette.Studio®軟體使用後綴為..STUDIO的文檔格式，是專門用於打印並/或裁切的矢量直線和色彩/漸變填充類型。Silhouette還能以
Ready.to.Cut格式打開一下矢量文檔格式*：

•.GSD/GST.(ROBO.Master程式文檔)
•.DXF
•.SVG.(僅設計師版)

Silhouette.Studio®軟體還能匯入其他矢量和光柵文檔格式，描繪這些圖像以創建打印並裁切圖像使用的線條。還可以匯入這些文檔類型：

•.JPG
•.BMP
•.PNG
•.GIF
•.WMF
•.PDF.(僅設計師版)

除打開或匯入文檔外，Silhouette.Studio®還支持使用字體。請注意，Silhouette.America無法保證.非本公司提供字體的質量與效果，因為並非
所有字體均適合裁切或描繪。

您還可以創建自己的圖像，使用Silhouette軟體裁切。Silhouette軟體內置了簡單的線條繪圖功能，您可以在Silhouette程式內盡情創作。.

*並非這些文檔類型的所有功能均可匯入Silhouette.Studio®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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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可用的數字內容.
Silhouette.Studio軟體提供預載設計內容。連線並打開你的電動裁切工具後，您就可以使用這設計內容了。

SAM
PLE

預載圖形會因Silhouette電動裁切工具而有所不同。.

通過Silhouette線上商店可以購買其他內容（通過Silhouette.Studio®軟體訪問）。線上商店允許您訪問並購買來自與Silhouette.America.藝術家
以及獨立藝術家和不同公司的額外數字內容，豐富了可以使用的現成數字內容。本手冊後面將詳細介紹如何使用線上商店與下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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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裝Silhouette.Studio®
2.1.下載
Silhouette.Studio®.是一款免費軟體，從.silhouetteamerica.com.下載。遵循提示下載軟體到您的電腦上。務必根據您正在使用的電腦選擇相應
的操作系統（個人電腦或者MAC）。.

請WINDOWS用戶注意：將Silhouette電動裁切工具的USB線連到您的計算機並打開設備後，可能會出現「新硬件安裝助手」以安裝驅動。您可以繼續自動查找並安裝
安裝CD上的驅動。使用Silhouette.Studio®軟體無需驅動，但還是可以解決打開Silhouette後Windows「即插即用」功能自動安裝硬件驅動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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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軟體基本概述.
3.1.打開軟體
在PC上打開軟體，請找到桌面圖標並雙擊。若安裝時未創建桌面圖標，請打開Windows開始菜單並選擇運行Silhouette.Studio®。

在Mac上打開軟體，請打開應用資料夾並載入Silhouette.Studio®。

Silhouette.Studio®的圖標如右所示：.

打開後，軟體應該顯示出如下所示的開始文檔和工作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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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軟體工具欄.
軟體有幾個工具欄。後續章節會講到各個按鈕的詳細功能。但是，為便於您熟悉各個按鈕的位置，我們提供了各個工具欄的簡要介紹。.

通用文檔管理

此工具欄在屏幕的左上角，是常用的文檔管理功能，打開，保存，發送文檔到打印機或您的Silhouette電動裁切工具。.

標準編輯工具.
.

此工具欄在左上角，提供許多程式上常用的基本複製，粘帖，剪切和後退/重做操作。.

縮放工具.

此工具欄在屏幕的左上角，提供縮小或放大文檔的縮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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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houette.Studio工具
此工具欄在屏幕的右上角，提供填充圖像，改變線條，調整文字屬性，調整與折疊圖像，調整頁面和裁切條件的功能。.

繪圖工具.
此工具欄在屏幕的左側，用於選擇，繪製圖像，還有直接在工作區輸入文本的功能。.

索引標籤.
沿屏幕右邊的索引標籤能夠提供至「設計」頁、「商店」、「庫」，以及「傳送」面板的導航。.

.

快速存取工具列.
此工具欄在屏幕下方，提供分組.頂端，選擇圖像，負責和刪除項目，圖像放置順序(如將圖像置於最前或置於其他圖像
之後)，焊接和偏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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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裁切/繪圖區.
你會注意到工作區內的兩個不同部分：.

•.白色工作區.
•.灰色保留區.
.

白色工作區代表為活動文檔區。可將圖像放置或拖動到此區域，或者將圖像放置或拖動到灰色的保留區。灰色區域內的圖像對你的裁切工
具或打印機來說是不可見的。你可能會希望將圖像放在一邊，不希望將其打印出來和/或裁切出來。.
.
在白色工作區內，你會注意到一個紅色的邊框。紅線代表了活動的裁切區。裁切工具僅能看到並裁切紅線內的項目。所有發送到Silhouette
進行裁切的圖像必須在紅線區域內。.



12Silhouette Studio® V4...|...Chapter.3.-.軟體基本概述.

3.4.打開文檔.
打開軟體後將創建一份新文檔，你可以隨時選擇新工作區以開始新項目。為創建新文檔，可以使用文檔菜單的新建選項，或選擇
新建圖標：.
.
打開已有文檔，你可以使用文檔菜單的打開選項，或選擇打開圖標：.
.

隨後將彈出對話框指引你選擇要打開文檔的位置。使用打開功能，Silhouette.Studio®軟體可打開以下裁切文檔類型：.

•.STUDIO.(Silhouette.Studio®文檔)
•.GSD/GST.(Graphtec.“ROBO.Master”程式文檔)
•.DXF.*
•.SVG.(僅設計師版)

* Silhouette Studio® 僅支持以下DXF功能：圓弧，圓，橢圓，直線，多段線，樣條曲線和文本 

打開功能還可打開非裁切格式的簡單圖像文檔，匯入圖像進行打印或描圖。使用PC時，若需要打開其他文檔類型，需要在文檔類型中選
擇"所有文檔"。

可以使用文檔菜單的打開最近功能查看最近打開的文檔列表。.

還可以使用文檔菜單的合併功能在你正使用的同一個工作區內打開任意文檔，無需打開新的文檔工作區。.

最後，還可以直接將計算機上保存的兼容文檔類型拖進軟體工作區內打開文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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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文檔標籤
每新建或打開一個文檔，在屏幕左下角都會有一個新的文檔標籤。.

在命名文檔並保存之前，標籤會標識為「未命名」；若你打開了一個命名過的文檔，則標籤將會顯示文檔名稱。白色標籤表示活動的文
檔，而其他打開但不活動的文檔標籤為灰色。你可以點擊不活動的標籤以激活該工作區，以及拖動文檔標籤。點擊「X」將會關閉打開的
工作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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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文檔尺寸
當打開一個新文檔後，對於原版Silhouette，Silhouette.SD和Silhouette.Portrait®型號，默認的文檔尺寸為標準信封尺寸(8.5”.x.11”)，
對於Silhouette.CAMEO®型號，尺寸為12”.x.12”。

為調整你的文檔尺寸，可以使用瀏覽菜單的頁面工具，或選擇頁面工具圖標：.

..
「頁面」面板讓您可以更改文件的寬度或者長度。可以選擇預設的常用尺寸，或手動輸入尺寸自訂你希望使用的頁面尺寸。.

自訂頁面尺寸時，寬度至多可設為8.5英寸(原版Silhouette，Silhouette.SD和Silhouette.Portrait®)，或者12英寸(Silhouette.CAMEO®)，這取決於
使用的裁切模型。對於自訂尺寸，建議的最小寬度為3英寸。高度可調整為任意尺寸。但是，建議的最大高度為40英寸。雖然可以選擇尺
寸更長的材質，但是長度超過40英寸時，由於超過建議尺寸後裁切過程仍會繼續，這會造成材質在Silhouette機器的滾輪上無法對齊。自訂
時建議的最小高度為3英寸。.

瀏覽頁面設定菜單時，若材質適配到裁切墊上，裁切墊就會顯示出來，幫助你查看裁切時材質該怎樣放置到裁切墊上送入Silhouette。而
後，裁切過程中，裁切墊仍然會顯示出來，確保你正確的將材質送入Silhouette.。可在偏好設定中選擇總是顯示裁切墊動畫（見第3.9節）
。.

當顯示裁切墊後，你可以在頁面設定菜單中選擇顯示裁切墊選項，可以參照裁切墊上印刷的網格精確顯示出裁切圖像的位置。.

當你向右拖動滑標或增加百分數時，白色的頁面工作區會逐漸變得透明，顯示出下方的裁切墊。設為100%，或者將滑標滑到最右端，你
將完全看到裁切墊，白色工作區會變得完全透明。.

.
以此種方式查看時，紅線仍然表示裁切區域。紅線區域外面的圖像將不會被裁切。裁切墊上較暗的區域表
示打印機的邊緣，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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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裁切方向.
可以橫向或豎向查看文檔。根據查看工作區的方向，圖像將以你的方向送入Silhouette。

打開新文檔時，默認為橫向。

當文檔以豎向顯示時，它將以屏幕左上角和材質右上角重合的方式送入Silhouette，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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豎向為可選的方向，可以使用頁面工具調整。使用此方向時，你的屏幕如下圖所示：.
.

當文檔以豎向顯示時，它將以屏幕右上角和材質右上角重合的方式送入Silhouette，如下所示：.

頁面工具還能旋轉文檔。頁面方向確定了裁切項目送入Silhouette進行裁切的方向，而選擇視圖選項只會旋轉你的工
作區，給你不同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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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瀏覽與縮放
瀏覽工作區時，你可能希望放大較小而難以工作的圖像或圖像部分。.

放大..
.此工具將會拉近到工作區中心，放大視圖。.

縮小
.此工具將會從當前視圖拉遠，縮小視圖。.

選擇縮放
此工具允許你在想要縮放的區域拉一個選框，縮放具體區域。.

拖動縮放
點此工具後，你的光標將變成上面的拖動縮放圖標。你可以點擊並按住鼠標以任何比例手動進行縮放。.

平移
這能夠讓您移動整個工作區。..

適合頁面大小
點適合頁面大小圖標會立刻將整個工作區放到屏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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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偏好
在偏好選項下，文檔菜單(PC)或Silhouette.Studio®.菜單(Mac)中有許多用戶控制的選項。.

概述
本部分允許你手動選擇程式語言以及程式自動檢查更新的頻率。本部分還提供了程式中所用測量單位的偏好。你還可以調整以下內容：.

•.度量單位.–.將所有顯示的測量單位調整為想要的單位。.

•.尺寸.–.打開或關閉選擇圖像時圖像的測量屬性。.

默認
打開Silhouette.Studio®軟體後，此部分允許你調整其默認設定。你可以調整以下設定：.

•.默認文檔類型樣式.–.選擇如何創建用戶新繪製的圖像，只顯示輪廓（紅線圖像或灰線圖像），或顯示固實填充圖像（更適於用戶創
建打印並裁切圖像）。.

•.註冊標識偏好.–.調整程式默認打開或關閉註冊表是。

•.頁面方向.–.打開新文檔時，默認以橫向或豎向顯示。.

•.裁刀類型.–.定義Silhouette使用的裁刀類型。.

•.頁面邊界.–.可選擇裁切到頁面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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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
此部分提供的顯示選項包括：

•.抗鋸齒.–.創建和查看圖像時，有助於平滑鋸齒線條。更好的採樣率會提高線條的光滑程度。「關閉」設定會產生較粗糙的邊緣，但
是提高繪圖速度。.

•.按鈕大小.–.允許顯示更大或更小的按鈕。

•.動畫.–.控制動畫動作的速度，如還原或重做操作，或者縮放時圖像的移動。可以調整為「即時」以關閉動畫。.

•.背景色偏好.–.允許你決定非活動工作區的色彩。

•.曲線質量.–.增強屏幕上線條的視覺質量。不影響實際裁切質量。.

匯入選項.
允許你確定各種文件類型被打開時的動作。.

工具
此部分你設定調整程式如何選擇圖像的偏好，或使用完繪圖工具後，各種繪圖工具是繼續繪圖或者結束繪圖的偏好。.此部分允許你確定
如何查看貝塞爾控制句柄，以及進行特定修改時你希望圖像會如何動作的偏好。



20Silhouette Studio® V4...|...Chapter.3.-.軟體基本概述.

高級
此部分提供更多高級選項。在此部分中，你可以調整以下內容：.

•.恢復出廠默認設定.–.重置所有偏好設定。.

•.重新索引我的收藏.–.執行此操作將重新索引收藏，確保收藏載入出現的錯誤或崩潰問題得以解決，或能夠正確使用收藏搜索功能。

•.設定收藏權限.–.允許按照計算機帳戶權限限制收藏的訪問。.

•.恢復預載入設計.–.按照發現的Silhouette型號恢復預載入設計。

•.重置收藏.–.此操作會從你的收藏中移除所有圖像和資料夾，並將收藏恢復到軟體初始安裝設定。.

•.OpenGL設定.–.有關選擇顯示問題。

•.HTTP接口.–.在線上商店購買圖像時，根據你的網絡速度，可調整此選項選擇更多的接口以加快下載速度。.

•.IME設定.–.允許鍵入非西文字。.

•.代理設定.–.用於設定代理連接。

•.數據包大小.–.發送至Silhouette的資訊速率。.

. 不在偏好設定中的其他程式選項是軟體界面右下角的軟體色彩主題按鈕。.

.

.如果你更喜歡色彩而非默認的暗灰色界面的話，點擊此按鈕就會循環出現一系列改變軟體整體外觀的預設色彩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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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繪圖/編輯圖像
4.1.基本繪圖工具
Silhouette.Studio®允許用戶使用一套基本繪圖工具非常簡便的繪製與創建圖像。所有繪圖工具位於軟體界面的左側。.

直線工具
.直線工具可以創建單條直線。繪圖時按住鍵盤上的Shift鍵可以強制從起點創建水平線，豎直線或45度斜線。.

多段線工具
多段線工具可以創建多段直線。每點一下鼠標會創建一個點。直線會不斷創建，直至起點與終點重合，圖像封閉；或雙擊鼠標以
停止繪圖。繪圖時按住鍵盤上的Shift鍵會強制從起點或最近創建的點創建水平線，豎直線，或45度斜線。.

曲段線工具
曲段線工具可以創建多段曲線。每點一下鼠標會創建一個點。曲線會不斷創建，直至起點與終點重合，圖像封閉；或雙擊鼠標以
停止繪圖。.

弧線工具
弧線工具可以讓您在頁面上畫出任何尺寸的弧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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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工具.
矩形工具可以創建方形或矩形。繪圖時按住鍵盤上的Shift鍵可以創建方形，而按住Alt鍵則可以讓初始光標位置作為創建圖形的中
心。.

圓角矩形工具
圓角矩形工具可以創建帶圓角的方形或矩形。繪圖時按住鍵盤上的Shift鍵可以創建帶圓角的方形，而按住Alt鍵則可以讓初始光標
位置作為創建圖形的中心。選擇圓角矩形工具後，你會發現在矩形左上角有兩個紅色的控制點。可以拖動控制點以調整矩形上下
邊或側邊的曲線，或者你可按住Shift鍵同時選擇兩個控制點並拖動其中一個控制點。.

橢圓形
圓形工具可以創建橢圓或圓。繪圖時按住鍵盤上的Shift鍵可以創建圓形，而按住Alt鍵則可以讓初始光標位置作為創建圖形的中
心。

正多邊形
多邊形工具可用於創建擁有不同數量的面的形狀。默認面數為5面，中央的滑動條提供一種增加或者減少面數的方法，可以產生不
同的形狀，例如：三角形。

手繪直線工具.
手繪直線工具可以創建連續的自由直線。使用此工具繪圖時，直線會持續創建，直至放開鼠標按鈕，或起點與終點重合圖形封
閉。.

手繪曲線工具.
手繪曲線工具可以繪製連續，光滑的自由曲線。此工具繪製的曲線過渡光滑，沒有尖角。使用此工具繪圖時，曲線會持續創建，
直至放開鼠標按鈕，或起點與終點重合圖形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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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編輯圖像
如果相對現有圖像進行修改，圖像上的所有線段點都可以編輯。.

選擇工具
選擇工具會確定哪個圖像選為活動圖像，允許你在屏幕上移動圖像。這是你點擊到圖像上的默認工具，顯示圖像已被選。.

編輯工具.
進入點編輯模式，你可以雙擊所選圖像，或者使用編輯點工具。此工具允許你編輯圖像上的任意點，移動編輯點或刪除編輯點。
只有單個打散的直線才能編輯。後續章節會講到打散功能。.

退出點編輯模式，你可以再次雙擊圖像，或點擊選擇工具退回常規選擇模式。.

點編輯模式.
進入點編輯模式後，調整圖像周圍圍繞點的變換和旋轉控制柄就可以修改所選圖像。直線上的點是轉折點或者直線與曲線的交接點。.

                               常規選擇模式                    點編輯模式

在點編輯模式中，選中的點會變成白色，而其他點為灰色。與選中點相關的直線則會以紅色加粗的方式著重顯示。其他帶有藍色點的直線
是調整曲線的控制柄。

在點編輯模式中，屏幕右側還會顯示點編輯工具欄。你可以在點編輯模式中進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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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調整點
將鼠標懸停在直線的點上以移動該點。一旦經過可以編輯的點，鼠標會告訴你可以點擊並捕獲該點以移動到想要的位置。對於曲線，你
可以同樣的方式捕獲藍色的點並拖動該點以相關線段的曲率。.

添加點
將鼠標懸停在目前沒有點，但是你想添加新點實現編輯圖像的直線上以添加點。經過可添加點的直線時，鼠標會告訴你可以在想要的位
置點擊以添加點。

除點編輯模式中的工具外，屏幕左側還有兩種編輯模式。

刪除點
.使用刪除點工具可以刪除選中的點，或者右擊選中的點並選擇刪除點選項。刪除點後，該點兩側最近的點會連接起來，並創建新
的直線。請注意，此工具與刪除圖像不同，僅用於刪除單個點。僅在點編輯模式中可用。.

打斷路徑
.你可以使用打斷路徑工具打斷任意直線點的路徑，或者右擊選中的點並選擇打斷路徑選項。打斷路徑會在原選中點處創建兩個新
點，而路徑則已被打斷。

你會注意到，打斷的路徑或同一直線兩端兩個不相連的端點，可以拖動一個端點到圖像對端的端點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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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角工具能夠調整選中的點，讓選中交叉點的每個控制柄可以單獨調整，創建出一個尖角。

光滑
.光滑工具能夠調整選中的點，讓選中交叉點處過渡光滑。

扁平化.
扁平化選項能夠將選中線條（與當前選中點相關的紅色粗線線條），讓其變成扁平的直線。..

曲線化
.曲線化選項能夠將選中線條（與當前選中點相關的紅色粗線線條）變成一條曲線。.

簡化.
某些收藏圖像會其他來源的匯入圖像可能含有大量點。簡化工具會自動重新調整圖像的點，保持圖像的原始整體線型而將圖像簡
化成盡可能簡單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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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點編輯模式中的工具外，屏幕左側還有另外兩種編輯工具。.

橡皮擦工具
.你可以使用橡皮擦工具方便地擦除部分圖像，以及刪除線條圖像的內部或邊線。設計師版軟體提供數種橡皮擦形狀可選，你可以
選擇創建開放或閉合的擦除路徑。

                                      原始圖像 使用橡皮擦工具後的新圖像.

小刀工具
.你可以使用小刀工具分割圖像。此工具使用直線方式裁切以分割圖像，創建全新的獨立形狀。設計師版軟體提供數種裁切路徑形
狀，你可以選擇創建開放或閉合的裁切路徑。

                                             原始圖像             使用小刀工具後的新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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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線條工具
程式中的線條，包括文本、使用繪圖工具創建的圖像、以及收藏圖像，它們的線條屬性可以修改。.

線條色彩選項.
.線條默認以紅色顯示，但是你也可以根據自己的想法修改線條色彩。修改線條色彩不會對其裁切屬性造成影響。修改線條色彩有
助於查看不同的圖像和圖像部分，以你喜歡的色彩查看線條，或者為用於打印並裁切的圖像部分專門設定色彩，這時選擇待打印
的線條色彩可能很重要。

為調整線條色彩，選擇你的圖像並點擊上方所示圖標打開線條色彩菜單。然後，你可以選擇基礎菜單色彩選項中的選項。交叉線始終表示.
「透明」。拾色器工具允許你從繪圖區內其他對象上拾取色彩並複製想要的色彩。.

. ...
   透明       拾色器

高級選項菜單允許你使用自訂色彩創建線條。你可以拖動色譜上的滑標查看想要的色彩，或者鍵入你想要色彩的RGB.(紅、綠、藍).或.
HSL.(色相、飽和度、明度).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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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型選項
.在線型菜單內，你可以調整線條的樣式為實線（默認）或者虛線。線條將按照所選的樣式進行裁切或打印。.

線條的寬度以磅值表示。磅值可以調整為任意數值。雖然線寬可以調整，但是線條仍舊會以固定寬度進行裁切或描繪；也就是說，這取決
於使用的裁刀或筆尖的厚度。

可以手動拖動寬度滑標或鍵入想要的磅值調整線寬。.

角點樣式選項可以調整線條在圖像角點的樣式，尖角代表銳利的邊線，而圓角則代表光滑的邊線。.

端部樣式選項只能調整帶開口的線條。平直或直角選項會使線條端部具有不同的銳利程度，而圓角選項則會使端部更加圓滑。.

位置選項可以選擇線條在已填充圖像之前，或者已填充圖像之後。

若你想要將文檔發送到打印機打印你的圖像，選中形狀選項的打印線條功能可以讓選中圖像的所有線條按照所見即所得的方式打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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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填充工具
閉合圖像（線段的起點與終點相連），包括文字、使用繪圖工具創建的圖像、以及收藏圖像，可以使用不同的填充屬性。只有閉合圖像才
能填充。若閉合圖像的線段路徑被破壞，則應用的填充特性會立刻消失。

填充色彩選項.
.閉合圖像默認顯示為不填充，但是你可以使用想要的色彩填充閉合圖像。修改填充色彩有助於更好地查看不同圖像或圖像部分，
以喜歡的色彩填充形狀和文字，或者調整用於打印並裁切項目使用的色彩。

為填充色彩，選擇閉合的線條圖像並點擊如上所示圖標打開填充色彩菜單。然後，你可以選擇基本菜單色彩選項中的任意選項。
交叉線始終表示「透明」。拾色器工具允許你從繪圖區內其他對象上拾取色彩並複製想要的色彩。

    透明       拾色器

高級選項菜單允許你使用自訂色彩創建填充色彩。你可以拖動色譜上的滑標查看想要的色彩，或者鍵入你想要色彩的RGB.(紅、綠、藍).
或.HSL.(色相、飽和度、明度).數值，如果你是在尋找自己知道的色彩的話。你還可以拖動透明度滑標調整填充色彩的透明度，或者鍵入
想要的透明度數值；0%表示完全不透明，100%表示完全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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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漸變選項
.類似於使用純色填充圖像，你還可以使用漸變填充閉合的線條圖像。

為使用漸變填充選項，選擇閉合的線條圖像並點擊如上所示圖標打開填充漸變菜單。然後，你可以選擇基本菜單預設漸變選項中的任意選
項。交叉線始終代表「透明」。

.
   透明

你還可以點擊基本選項面板下方的方向選項以改變漸變的基本方向。

高級選項菜單允許你按照最近選擇的漸變填充創建自訂漸變填充。漸變填充至少需要兩種色彩，一種色彩在頂部，一種色彩在底部。漸變
會在兩種選中色彩之間創建過渡。.
.

你可以點擊色彩創建器工具左側的色彩滑標以改變漸變中的色彩。選擇色彩後，你可以直接在下面的選擇色彩工具中選擇新色彩。還可以
在頂部和底部色彩之間添加新的色彩滑標，或者滑動頂部和底部漸變色彩滑標之間的滑標以創建新的漸變效果。

在高級選項中，可以拖動角度工具或鍵入具體角度值以自訂漸變效果的角度。還可以拖動透明度選項滑標調整漸變的透明度，或者鍵入想
要的透明度百分比；0%表示完全不透明，100%表示完全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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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樣式選項
填充閉合線條圖像的最後一個填充選項是樣式填充。為應用樣式填充，選擇閉合的線條圖像並點擊如上所示圖標打開填充樣式菜
單。然後就可以選擇樣式選項中的任意選項。

選中想要的樣式填充之後，可以使用高級選項菜單水平或豎直調整填充樣式的方向，或者固定比例或拉伸比例填充。菜單中提供簡單的預
設角度，用以旋轉填充樣式，也可拖動角度工具或鍵入具體角度值設定自訂旋轉角度。.

此外，你可以縮放填充樣式的尺寸，改變填充選中形狀的樣式本身。可以拖動樣式縮放比例滑標設定，或鍵入填充樣式的縮放比例。

你還可以拖動透明度選項滑標，或者鍵入填充漸變效果的透明度以調整線條的透明度；0%表示完全不透明，100%表示完全透明。.

可以從Silhouette線上商店下載更多填充樣式。.

你可以通過文檔.>.匯入.>.匯入選項使用自己的圖像創建填充樣式。瀏覽想要使用的圖像並選中它。然後會出現一個新對話框，為圖像添
加資訊。點擊OK將圖像添加到收藏的我的設計資料夾。從這裡，你可以將自己的圖像拖動到工作區內的可填充圖形中。



32Silhouette Studio® V4...|...Chapter.4.-.繪圖/編輯圖像

陰影選項.(僅設計師版)
你可以點擊工作區上方工具欄內的陰影圖標添加並調整陰影。在陰影菜單中，你可以調整陰影的偏斜，色彩和透明度。.

草繪選項.(僅設計師版)
點擊工作區上方工具欄內的草繪圖標以創建草繪設計。在草繪菜單中，你可以調整草繪邊線，填充類型和填充效果。.

水鑽選項.(僅設計師版)
點擊工作區上方工具欄內的水鑽圖標以創建水鑽設計。在水鑽菜單中，你可以選擇水鑽效果，水鑽尺寸和間隙，以及放置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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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本
Silhouette.Studio®能夠使用安裝在你計算機上的字體。你無需將這些字體安裝到程式內。Silhouette.Studio®會訪問安裝的字體文檔
並在你創建文本時顯示出來。

5.1.創建文本

為使用你的字體，點擊軟體界面左側的文本工具。
.
點擊後，你可以將文本光標放置到工作區內並直接在屏幕上鍵入。

紅色閃爍的線是你的光標，顯示鍵入文本的位置。你可以點擊鼠標或使用計算機的左右方向鍵前進或後退。.

圍繞的綠框是你的文本框。點擊並按住文本框右邊的黑色控制柄可以調整文本框。向左拖動控制柄會隱藏你的文本。向右拖動控制柄會逐
一顯示出你的文本。.

你可以雙擊或者點擊文本框外面以退出文本編輯模式。雙擊創建的文本可以返回重新編輯文字或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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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操作文本
創建文本過程中，屏幕右側會出現文本樣式菜單，有多種調整選項。.

可用字體
此菜單的第一部分是當前選中的字體，下拉可以查看計算機中已安裝的字體。可以在此部分上方鍵入字體名稱搜尋具體字體（如果你知道
名稱的話）。

文本編輯模式中，你可以修改字體，在同一文本框中新舊字體混用。文本編輯模式中，也可選中想要的字符串並選中想要的新字體為現有
文本或字母使用不同字體。若你在文本編輯模式之外，也可為選中的文本使用新字體，但是會修改整個選中文本框內的字體。.

字體特性.
. 某些字體可以使用特定樣式的特性，如粗體、斜體，或者下劃線或字母。只有使用的字體帶有這些特性時，才可以

選擇並使用這些特性。為使用其中一種特性，你可以選擇想要的字母或單詞並點擊可用的字體特性。.
..

除顯示的粗體、斜體和下劃線選項外，若選中字體有其他可用選項，此選項框右側會出現滾動條，你可以向下滾動
查看其他可用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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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對齊.

文本會自動向左對齊，但是若文本有多行，你可以選擇想要的文本對齊方式。.

文字大小
文字大小始終默認為72點。文字大小參照字體的打印文字大小。雖然字體設計來源眾多、大小各異，但通常來說，72點約等於1英寸字高
（或25mm）。下拉列表中包含了打印格式字體的最常用文字大小，但也可在文字大小偏好中手動鍵入自訂的文字大小。.

.
列表中其他常用字體大小換算如下：.

18點.=.0.25英寸.(6.mm)
24點.=.0.33英寸.(8.mm)
36點.=.0.5英寸.(13.mm)
48點.=.0.66英寸.(17.mm)
144點.=.2英寸.(50.mm)
288點.=.4英寸.(100.mm)

再次提醒，換算關係為約數，會因字體而有所不同。若你在尋找明確的換算關係，可能會希望在創建後將文字大小重設為想要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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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間距.
可使用字符間距選項將設定的字符間距調整得較寬，或者較窄。.

.

字符間距以100%起算，此時說明字符間距正常。減小數字或向左滑動滑標，字符會排列的更加緊密。增大數字或向右滑動滑標，則字符
排列會更加疏鬆。.

行距
若你創建的文本分為多行，則你可以類似的方法增加或減少行距選項以調整文本的行間距。.

.

行距以100%起算，此時說明行距正常。減小數字或向左滑動滑標，行距會變小。增大數字或向右滑動滑標，行距會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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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路徑文本
創建文本後，或者在文本編輯模式中，你會發現在創建的文本左側有一個控制點：.

可將此控制點拖動並放置到工作區內的任意線條路徑上。例如，你可以使用圓形工具創建一個橢
圓，然後將文本拖拽到線條上以獲得弧形文字的效果：.

以此種方式將路徑應用到文本上後，你會發現文字左側會出現一個垂直控制柄。這是一個新的控制柄，可以調整文本相對於路徑線條的位
置，文本可在路徑之上，路徑上方，與路徑對齊，或在路徑之下。.

還要注意的是，用作路徑的對象會變成灰色。這說明此圖像已不可用於裁切。如果你希望將此圖像重新用作裁切路徑，可以打開上文提到
的裁切類型選項，選擇裁切類型並選中灰色的路徑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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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操作圖像
Silhouette.Studio®中有許多工具可對圖像和文本進行基本與高級操作。以下部分簡要介紹了所有包含的工具以及使用方法。.

6.1.基本操作
和大多數軟體程式一樣，Silhouette.Studio®擁有一套常用基本編輯工具，如下：.

選擇
點擊圖像就可以選中圖像。按住計算機鍵盤上的Shift鍵可以再選擇一個圖像。你可以重複此操作選擇多個圖像。按住Shift鍵並點擊選中的
項目會取消選擇該圖像。.

點擊圖像上方並拖出選框以同時包含所有想選擇的圖形也可以多選圖像。按下鼠標按鈕並拖動鼠標，你
會看到由虛線組成的選框，它會告訴你選擇了什麼。鬆開鼠標前，選框中包含的所有圖像都會選中在同
一個邊界框內。.

若要選擇屏幕上的所有可用圖像，您可以按一下位於「快速存取工具列」上的「選擇全部」按鈕。.

若要僅選擇擁有相同顏色的圖像，您可以按一下位於右邊的「按顏色選擇」按鈕。.

若要取消選擇當前選中的所有圖像，您可以按一下位於「快速存取工具列」上的「取消選擇全部」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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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粘帖/剪切工具.
這些工具可以執行如複製選中的圖像，粘帖圖像，或者從視圖中剪切圖像的操作。複製或剪切的圖像會存留在計算機內存的虛擬
剪切板內。剪切板內一次只能有一個項目。這意味著，如果你複製了一個圖像，然後複製另一個，剪切板內只有最近複製的圖像
可以粘帖。可以在編輯菜單的頂部工具欄內找到這些工具；或者右擊圖像，然後使用標準快捷鍵完成操作。.

粘帖複製的圖像時，粘帖圖像會直接複製到原始圖像的右側，方便你查看並發現複製圖像。編輯菜單中還有粘帖到前面選項，可
將粘帖圖像直接放到原始圖像上方，在選中圖像的右擊菜單中，或者使用標準快捷鍵。.

重複
重複選項的功能與複製並粘帖選中的圖像一樣，但是無需使用剪切板，可以一鍵操作。此工具條按鈕位於軟體界面的下方，可在
編輯菜單中選擇，或者右擊選中的圖像。.

刪除
點擊軟體界面下方的刪除按鈕可以從你的工作區刪除選中的圖像，還可以打開編輯菜單並選擇刪除，右擊選中圖像並選擇刪除選
項，或者按計算機鍵盤上的刪除鍵。

還原/重做
.任何採取的操作，包括簡單如移動圖像，都可以還原。還原之前進行的操作，點擊還原按鈕。使用還原按鈕可以還原無限步操
作，包括還原到打開新工作區的初始狀態。.

同樣的，你可點擊重做按鈕以重複進行的操作。你可以繼續使用此按鈕，直至回到最近進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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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屬性.(僅設計師版)
可以將如線條色彩，裁切類型的屬性從一個圖形傳遞到另一個圖形，選擇接受屬性的圖形，然後點擊工作區下方工具欄內的吸管
按鈕，然後點擊目標圖形。.

層.(僅設計師版)
當你想匯入由其他程式創建的帶層項目時，可以在層面板上訪問這些層。還可以使用+/-鍵以添加或移除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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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成組/打散
這兩個操作很常用，是操作和調整圖像的好用工具。為理解這些概念，首先我們必須理解成組圖像和離散圖像的概念。.

以下是一個單一線條的樣例：.

. 雖然圖像有許多部分，但是線條只是有單一起點和終點的一條線。.

以下是一個多個線條的樣例：.

圖像擁有兩個線條集，樹葉和枝幹是一部分，葉片內部組織上另一部分。此圖像已經劃分成組，這樣當你移
動它時，就沒有必要先移動樹葉輪廓再移動中間部分，然後將兩部分對齊。.

雖然沒必要了解圖像有多少個線條組成，但是需要知道的是，單線條圖像沒有與任何項目成組，而多線條圖
像是成組的，或者可以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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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組
任意兩個線條集都可以成組，使用成組選項讓它們的相對位置固定，這樣即使移動圖像，相對位置也不會改變。.

若要使用「分組」選項，同時選擇兩張或者多張圖像，而後按一下位於「快速存取工具列」上的「分組」圖示。也可以選擇對象菜單中的
成組選項，或者右擊多個選中的圖像，然後選擇成組。.

打散
包含兩條及以上的圖像都可以打散，以便單獨處理每個圖像，單獨移除、旋轉、重設大小或者其他操作，而不是整體處理圖像。.

例如，你可能希望將此蛋糕圖像裁出來，但是需要打散圖像以上移除圖像的內部裝飾：

打散後，每個新打散的圖像周圍都會有單獨的選框，可以進行圖像操作：.
.
為選中單獨的打散圖像，可以先取消選擇你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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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複合路徑
複合路徑的概念對於理解為什麼在基本完全相同的情況下應用某些屬性會有差異這一點很重要。複合路徑是兩個或多個線條集的集合，內
部線條嵌入在圖像中。複合路徑和一個成組的線條集有些相似，但是例如在應用填充色彩時會完全不同。

當你在創建打印並裁切圖像時，複合路徑確實需要考慮。.

...........非複合圖像......................................................複合路徑圖像

在以上例子中，最上面兩個圖像看起來完全相同。但是，當你看到它們下方的圖像時，差別就很明顯。從側面看左邊圖像的話，我們看到
了一個灰色的蝴蝶，而白點在蝴蝶上面。這是不帶複合路徑的圖像。從側面看右邊圖像的話，我們看到了一個灰色的蝴蝶，而白點嵌在圖
像之中。.

當然，當我們使用Silhouette裁切或描繪兩張圖像時，裁切的結果完全一樣；但是你必須知道，對於這兩張圖像，當你使用特定效果填充圖
像進行打印並裁切時會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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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這是一個未經填充的相同圖像。所有部分都合成一組。.

如果是不帶複合路徑的圖像，填充色彩後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即使已經合成一組，但是所有線條集都是獨立的，相互疊加；它們都被選中的填充效果填充了。.

如果圖像帶複合路徑，填充色彩後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圖像未經填充的部分不會複合路徑圖像填充，因為這些嵌入區域是負面積。.

也可以打散複合路徑，移動周圍的圖像部分；但是打散操作會立即釋放複合路徑，圖像變成非複合路徑圖像。.

為讓多個選中的圖像變成複合路徑，你可以右擊直至多個部分均被選中，然後選擇生成複合路徑。同樣，你可以
右擊複合圖像，然後選擇釋放複合路徑以進行逆向操作。對象菜單中也可以找到這些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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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移動圖像
選擇圖像，然後使用鼠標將其拖動到想要的位置，這就是移動圖像。也可以使用計算機鍵盤的方向鍵移動選中的圖像。.

你也可以通過移動工具條移動圖像。
.
.

使用移動選項中的任何選項都可以移動選中的圖像。屏幕中的方向箭頭會將圖像稍微向你選擇的方向移動。可以重複此操作，直至你的圖
像位於想要的位置上。

移動量選項則會按輸入的數值從當前位置移動選中的圖像，移動到選項則會將圖像移動到具體指定的位置，不論當前位置在哪；其中.(0,.
0)坐標表示工作區的左上角，從此點向右或向下移動時坐標值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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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旋轉

可以以任何想要的角度旋轉對象。選中的圖像會帶有綠色的旋轉控制柄，可以手動捕獲並使用鼠標旋轉。

旋轉菜單選項還提供其他旋轉選項，可以更精確或具體的進行旋轉。.

.
在旋轉菜單中，你可以選擇以下任意選項：.

旋轉角度
此選項會將選中圖像從當前角度旋轉到選中的常用角度。.

旋轉到
此選項會按照圖像的原始固定零點，以選中的角度旋轉選中的圖像。.

自訂旋轉角度
此選項允許你拖動角度滑標，或者輸入具體角度，並將圖像從當前角度按角度旋轉。

自訂旋轉到
此選項允許你拖動角度滑標，或者輸入具體角度，並將基於圖像的原始零點旋轉選中的圖像。

旋轉中心.(僅設計師版)
為調整圖形的旋轉點，你可以調整旋轉中心。先選擇想要旋轉的圖形，在鍵盤上按下O鍵以在圖形中心顯示一個小的十字圖標。然後，你
可以將此十字圖標移動到想要的新旋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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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調整尺寸
可將對象調整為任意尺寸。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雖然你可以將圖像調整為任意尺寸，但是裁切出的質量會有所不同，特別在裁切較厚的
材質（如卡片紙）的時候。減小複雜圖像的尺寸並使用較厚的材質裁切就會使裁切質量變差。.

繪製或選擇圖像時，你可以在圖像旁邊看見它的尺寸。.

選框上也有控制點，你可以手動調整圖像大小。為手動調整大小，只需要點擊選框上的控制點並使用鼠標向
想要的方向拖動，讓圖像變大或變小。角控制點可以成比例的重設圖像尺寸，保持相對寬高比不變，而側面
的控制點則會沿著鼠標拖動的方向拉伸圖像。.

比例縮放菜單還提供其他縮放選項，可以更加精準的調整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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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縮放菜單中，你可以選擇以下功能。.

成比例縮放
此選項將以當前尺寸的一定百分比重設選中圖像的尺寸。小於100%的數字表示縮小圖像，而大於100%的數字表示放大圖像。例如，選擇
重設圖像尺寸到當前尺寸的50%會讓圖像縮小一半，而重設圖像尺寸到當前尺寸的200%則會將圖像放大兩倍。可以使用任意自訂比例。.

指定尺寸
此選項允許你以具體尺寸重設圖像尺寸。當你只修改一個尺寸而希望保持圖像尺寸比例時，勾選鎖定比例按鈕可以保證成比例的縮放圖
像。例如，如果我們這個樹葉圖像的原始尺寸是高0.5英寸、寬1英寸，然後將高度調整為1英寸，可以看到以下結果：.:

............使用鎖定比例...................................................使用鎖定比例

傾斜.(僅設計師版)
使用切斷以水平或豎直扭轉你的設計。你可以選擇預設的傾斜量，或者指定傾斜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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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格
為了便於測量，你還可以在沒有選中圖像的時候右擊工作區空白處並點擊顯示網格以打開打開網格，或者進入網格菜單。.

網格菜單中，你可以打開或關閉網格，調整任意網格間距，確定網格的分度數。.

單分度 多個子分度

啟用對齊網格選項會迫使圖像與網格線對齊。當繪圖時，可以讓圖像強行對齊到指定的網格線，這十分有用。.

網格類型可以是傳統的方網格或者等軸測網格。再次說明，在軟體內繪圖時，不同的網格類型可以為你的繪圖提供參照，輔助繪圖。.

方網格 等軸測網格

還可以調整網格色彩，軟體提供了一套預設色彩選項，提供了適於工作的網格配色；當然，你也可以自行選擇色彩。.

在設計師版本中，你還可以激活標尺和十字光標以輔助圖像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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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鏡像
某些材質或者情況下，需要以鏡像圖像的方式裁切圖像，或者你可能想要翻轉對象以達到想要的圖像效果。.

為鏡像一個圖像，你可以右擊選中的圖像並選擇水平鏡像或者豎直鏡像選項。.

無鏡像效果 水平鏡像

豎直鏡像 水平和豎直鏡像

對象菜單下的變換子菜單中鏡像選項內可以發現更多的鏡像選項。

在此菜單中，你同樣可以使用翻轉菜單選項翻轉圖像（如上圖所示）。.

鏡像菜單選項中，你還可以創建選中圖像的鏡像複本，創建左側鏡像複本，右側鏡像複本，上方鏡像複本，或者下方鏡像複本。.

為鏡像一個圖像，你可以右擊選中的圖像並選擇水平鏡像或者豎直鏡像選項.

原始圖像 向上鏡像複本 向下鏡像複本

向左鏡像複本 向右鏡像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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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排列
多個圖像可能會相互重疊。.可以排列圖像在前還是在後的順序。此操作最常用與填充圖像的打印並裁切，方便你確定哪個圖像應該在其
他圖像之前。.

前置
此選項會將選中的圖像移動到其他所有重疊圖像之前。

原始圖像順序 選中圓並前置

後置
此選項會將選中的圖像移動到其他所有重疊圖像之後。.

原始圖像順序 選中三角形並後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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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這些選項外，你還可以右擊圖像並選擇後移一層以將圖像向後移動一層，而不是移到最後。

原始圖像順序 選中三角形並後移一層

同樣，你也可以右擊圖像並選擇前移一層以將圖像向前移動一層，而不是移到最前。

原始圖像順序 選中圓並前移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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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對齊

多個圖像可以彼此相互對齊。可以使用以下對齊選項：.

居中.(對齊中心模式)..

此選項會將兩個或多個選中對象的中心重合，使對象彼此在中間對齊。.

左對齊..
此選項會將兩個或多個選中對象以左邊界為基準對齊，但保持對象的上下相對距離不變。

.

中心對齊.
此選項會將兩個或多個選中對象的中心點對齊，但保持對象的上下相對距離不變。.

右對齊.
此選項會將兩個或多個選中對象以右邊界為基準對齊，但保持對象的上下相對距離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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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對齊
此選項會將兩個或多個選中對象以上邊界為基準對齊，但保持左右相對距離不變。
.

中間對齊.
此選項會將兩個或多個選中對象以中心點為基準對齊，但保持左右相對距離不變。.

下對齊.
此選項會將兩個或多個選中對象以下邊界為基準對齊，但保持左右相對距離不變。.

水平等距.
當至少選中三個對象時，此選項會將所有對象以水平間距相等的方式排列。.

豎直等距.
當至少選中三個對象時，此選項會將所有對象以豎直間距相等的方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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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重複
重複選項的功能與複製並粘帖圖像有些類似，但它還可以創建任意數量的複本並立即放置這些複本；無需反复複製並粘帖圖像，
再將圖像手動放置在屏幕上。此選項還可以創建彼此間距盡可能緊密的複本，最大化節約你的裁切面積。.

重複選項基本菜單中，你可以發現以下選項。.

向左重複.
此選項會複製選中對象並將複本放置到對象左側，使兩者間距盡可能最小。.

向右重複.
此選項會複製選中對象並將複本放置到對象右側，使兩者間距盡可能最小。.

向上重複
此選項會複製選中對象並將複本放置到對象上方，使兩者間距盡可能最小。.

向下重複
此選項會複製選中對象並將複本放置到對象下方，使兩者間距盡可能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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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一行./.四個一行
這些選項會複製選中對象並生成二到三個排成一行的額外複本，將所有對象水平放置成一行，並使對象之間的距離盡可能
最小。.

三個一列./.四個一列.
這些選項會複製選中對象並生成二到三個排成一列的額外複本，將所有對象水平放置成一列，並使對象之間的距離盡可能
最小。.
.

旋轉一個複本./.兩個複本/.三個複本./.五個複本
這些選項會複製選中對象並生成一到五個旋轉的複本，放置在原始圖像上。.

填充頁面
此選項會複製並生成選中的對象，用盡可能多的複本填充裁切區域。.

在重複菜單中，你還可以打開高級選項菜單。在這裡選擇想要重複生成的複本數量，以及重複圖像之間的距離，還包括選擇自訂
重複方向。選好複本數量和重複方向後，你可以點擊高級選項菜單下面的重複按鈕以應用選中的特性。

物件至路徑
該選項可以讓您選取一個物件，然後將它放到另一個物件的路徑上。物件放在路徑上後，您只需拉動控制手柄就可以拷貝和複製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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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嵌套.(僅設計師版)
為使裁切特定設計所用的區域最小化，可以使用嵌套功能。你可以選擇使用整個材質以嵌套你的圖形或創建特定的嵌套區域。.

使用裁剪區域.
若選擇「使用裁剪區域」，您的整個介質表面都可用於嵌入形狀。.

使用選中.
如果你想要特定區域嵌套你的圖形，首先在工作區內繪製出此區域。然後，在嵌套菜單中點擊使用選中。嵌套將會在指定的區域內完成.
。

全選想要嵌套的圖形。在嵌套菜單中，你可以調整待嵌套圖形的旋轉量和空白區域。增大旋轉量和/或減小空白區域都會生成排列更緊密
的嵌套。.

進行必要的調整後，點擊嵌套，圖形會最大化利用空間地嵌套在一起。如果你選中了較多的圖形進行嵌套，軟體會決定哪個圖形最適合嵌
套確定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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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焊接與修改選項.
可以使用多種方式調整重疊圖像。修改菜單選項提供焊接和其他高級選項以讓你調整重疊的圖像。
.

.
修改菜單內，你可以選擇以下功能。.

焊接
修改菜單中可以找到焊接選項，但也可以使用屏幕下方工具條上的快捷按鈕。焊接選項會將兩個或多個選中的重疊圖像合併成一
個連續的圖像。

帶重疊線條，未經焊接的圖像
........

焊接的圖像，移除重疊線條

焊接選項在裁切時特別有用，可以用它避免裁切線在裁切過程中出現重疊。.

減去所有
此選項會移除前一個圖像後面的所有圖像區域。

原始圖像 應用減去所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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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
此選項會從至多八個選中圖像的交叉線處創建獨立的圖像。

原始圖像 應用分離後

減去
此選項會移除與前一個圖像重疊的所有區域，只有位於後面的圖像才會保留，但重疊區域已經移除。.

原始圖像 應用減去後

交叉
應用此選項後，只會留下選中圖像的重疊區域，或交叉區域。.

原始圖像 應用交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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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合
此選項會只保留至少有兩個圖形重疊的區域。.

原始圖像 應用疊合後

複合路徑.(生成./.釋放)
這些選項就是第6.3節有關複合路徑部分所討論的選項。此工具可將重疊的嵌入圖像生成複合路徑，或者釋放複合路徑。

分離線條
當圖像已填充或定義了粗線時，此選項可用於分離並移除輪廓線，創建出一個只有輪廓線的圖像和一個只有填充效果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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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偏移選項
偏移選項可用於描繪裁切線圖像的輪廓，創建陰影效果。還可用於創建圖像的內輪廓線。.

為應用偏移選項，首先要選擇一個圖像。.

初始圖像

在偏移菜單中，你可以選擇偏移操作。
.
你可以選擇讓偏移圖像帶銳利的尖角，或者帶柔和的圓角。.

點擊偏移選項後會有一個起點，你可以拖動滑柄任意調整偏移量或鍵入具體偏移量，改變偏移效果。.

實現想要的偏移效果後，你可以點擊應用將新創建的圖像特性放置到位。

偏移圖像

相反地，你也可以向內偏移。.
.
通常更合適將此功能與畫筆一起使用，創建內輪廓線。

向內偏移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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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描圖選項
描圖選項可用於自動為匯入的外部圖像描圖，創建裁切線。Silhouette.America無法保證非本公司創建圖像的質量，亦不支持通過
Silhouette線上商店以外渠道提供的第三方圖像。Silhouette.Studio®不得用於描繪非個人所有的授權或版權圖像。.

打開你自己擁有的外部圖像（見第3.4節）後，你可以打開描圖選項並點擊選擇描圖區域。使用選框選擇匯入圖像裡想要描圖的區域。選
中區域描圖完成後，可以像程式中其他對象一樣調整或移動，如拉伸或修飾描圖區域。選擇描圖區域會提供原始圖像的預覽，按照描圖過
濾器的設定用黃色區域覆蓋描圖區域。取決於選中的設定，這些過濾器會提供更精細或更自由的描圖效果。

實現想要的描圖效果後，你可以選擇選擇以下選項其一應用描圖方法。.

描圖
此選項將為黃色預覽區內顯示的所有區域描繪輪廓線。

描繪外邊
此選項將僅為黃色預覽區內顯示的外邊創建描圖線，並忽略在預覽區內顯示有潛在描繪路徑的內部區域。

描圖並分離
此選項將為黃色預覽區內圖像的外邊描圖，並將描圖線與後面的光柵圖像分離。

按顏色描繪（設計師版本）
這會使用純色填充一個區域。勾選「描繪擁有相同顏色的所有區域」會對該顏色出現的所有區域進行描繪。

磁鐵描繪（設計師版本）
這有一個磁鐵工具，在描繪一幅圖像時，它會粘附在圖像上。每按一下鼠標都會為圖像添加一個磁鐵描繪點。圖像描繪完成後，
其餘的背景會被裁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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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收藏與線上商店
Silhouette.Studio®提供了一個可以保存並分類下載和用戶創建圖像，以便於參考的收藏；以及為用戶提供新下載內容的線上商店。.

庫和商店視圖可以在軟體屏幕的頂端索引標籤中找到，並且會顯示「設計」、「商店」、「庫」或者「傳送」面板中的哪一個是當前使用
中的索引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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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收藏

收藏是你存放，分類，排序和訪問的所有預載入和已購內容的功能。

瀏覽
你可以點擊圖標瀏覽選項按圖標瀏覽你的圖像：.

你也可以點擊列表視圖選項以列表視圖瀏覽你的收藏，查看更多資訊：

在列表視圖模式中，你可以點擊列標題按名稱、類型、藝術下載日期或者資料大小排列文檔。

以圖標模式瀏覽收藏 以列表模式瀏覽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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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收藏內容.
為訪問收藏圖像，你可以：.

•.雙擊圖像，將其打開到你的工作區.

•.將圖像從你的收藏拖到你的工作區，只有在顯示工作區的情況下才能這麼做。.

分類與收藏管理.
隨著你的收藏不斷加入新內容，你會發現使用新資料夾自訂你的收藏並按照喜好排列圖像很方便。

您可以按右鍵一下，選擇「新資料夾」來添加新的自訂資料夾。..
.
創建新的未命名資料夾後，你可以立即為資料夾命名。創建新資料夾後，你可以將圖像拖到資料夾之中。右擊資料夾，你可以選擇為選中
的資料夾創建一個子資料夾，刪除資料夾（附帶包含的內容），或者重命名資料夾。.

除自訂資料夾外，你還可以收藏裡的圖像。右擊圖像，你可以選擇刪除圖像，重命名圖像，在當前資料夾中排列圖像，或者顯示/隱藏於
心屬性。圖像屬性會為你提供圖像的描述（下載自線上商店）以及顯示有關關鍵字。.

刪除圖像或資料夾後，它們會移動到收藏的回收站。你還可以將它們拖回收藏以還原圖像或資料夾。但是，從回收站刪除內容後，此內容
將永久的從計算機上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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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Silhouette線上商店
.Silhouette線上商店不僅提供Silhouette.America的額外下載內容，還提供大量獨立藝術家和公司的作品。只能在Silhouette.Studio®軟體內訪
問Silhouette線上商店，需要網絡連接。.

Silhouette的「線上購買」區可全年無休，7x24小時訪問。.

雖然可以單獨購買圖像以自訂你的收藏體驗，但也可以付月費訂閱內容。有關訂閱的更多資訊，請見Silhouette線上商店。.

購買圖像享受以下優惠：.

•.你可以通過主流信用卡，通過下載卡或使用訂閱積分下載圖像.

•.無限制使用.(購買後，無需連接網絡即可使用)

•.可恢復.(計算機崩潰或更換計算機時)

•.按照你的要求重設圖像大小或者自訂.(使用上文討論的Silhouette.Studio®工具)

下載卡
Silhouette.America提供下載卡，卡內含有下載積分，可用於在商店下載你想要購買的內容並添加到你的收藏。你會在每張卡片背後發現兩
個代碼。右下角是卡片的識別碼。銀色安全條背後的是真正的下載碼。它是16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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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商店
按一下「商店」索引標籤訪問.Silhouette.設計商店時，您將前往商店的主頁。.

你可以右上角「你還沒有登入」這個文字連結登入你的賬戶，如果你還沒有賬戶的話，也可以點擊此連結以創建。.

為創建賬戶，需要提供你的姓名、電郵地址(作為登入名)、以及設定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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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賬戶選項.
登入賬戶後，你會在右上角看到一個叫做我的賬戶的連結，點擊以進入你的賬戶管理工具。可以使用以下選項：.

變更我的賬戶資訊 – 允許修改你的電郵地址和密碼。

我的下載記錄 – 允許你查看所有的購買記錄。若下載過程中斷開了網絡，你還可以恢復具體下載內容。 

恢復全部已下載的設計 – 若計算機崩潰或更換新計算機後，此選項允許你將全部已下載的內容恢復到新計算機上。 

將下載卡添加到我的餘額 – 你可以在此輸入下載碼代碼，將可用餘額添加到你的賬戶。 

管理我的信用卡 – 允許你管理用於訂閱內容或購買內容的信用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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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
你可以自由瀏覽所有可提供的Silhouette圖像，無需購買。你會在購物窗口的左側發現一個導航條。選中特定類別或者搜尋圖像時，你還會
看到列出的相關建議。.

尋找具體圖像時，你可以在右上角搜尋具體的圖像名或對象：.

瀏覽不同主題和更新內容，或者搜尋具體內容後，若發現了想要下載的圖像，你可以點擊添加到購物車選項將其添加到你的購物車：

.
設計下方是您也可能感興趣的一系列類似或相關的形狀。.

請注意，已購買的圖像無法添加到購物車，並且會顯示你已經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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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
你可以繼續瀏覽並添加更多圖像，直到你心滿意足去結帳。挑選好後，你可以在迷你購物車預覽中點擊我的購物車連結，或者點
擊購物窗口右上角的購物車圖標。.

當你準備好下載時，只需點擊結帳按鈕。如果你的賬戶上有下載卡或訂閱積分的餘額，程式會自動從你的餘額中扣除費用。如果你沒有餘
額，或者帳戶餘額小於慾購買圖像的費用總額，程式會提示你提供信用卡資訊，或者添加下載卡。..

完成後，程式會要求你輸入密碼以授權購買。輸入密碼並確認購買後，收藏面板會出現在商店窗口上，圖像下載到收藏的過程中，你可以
瀏覽圖像。.
.

然後，你可以繼續瀏覽線上商店，或者把它關閉。圖像全部下載完成後，你可以將它們拖出最近下載資料夾，並歸類到你的收藏資料夾
內。歸類前，已下載圖像會一直保留在最近下載資料夾內。.

你會注意到，所有購買的圖像會存放在你的收藏內，而購買的字體仍然會以"我的字體"資料夾顯示在收藏內。你可以在收藏內雙擊這些字
體，通過線上商店訪問已購買的字體，這會在工作區內創建一個準備輸入的文本光標；或者按照上文第5節的方法訪問你的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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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圖像
Silhouette.America保留了所有Silhouette用戶的數據庫以及下載記錄。若遇到計算機崩潰或者更換計算機時，為新計算機裝載軟體後，你可
以使用電郵地址和密碼登入Silhouette用戶賬戶。.登入賬戶後，你可以進入我的賬戶選項並選擇恢復所有已下載的設計。.

若你擁有多台計算機（如桌面計算機和膝上計算機），並且希望將最近購買的圖像恢復到次要計算機上，請不要使用恢復全部選項，你可
以在賬戶選項內查看我的下載記錄以查看歷史購買記錄。在這裡，你可以點擊歷史訂單號並恢復你的訂單。再次提醒，你只能有次數限制
的為自己所有的計算機執行單個訂單恢復。.

當然，使用恢復功能不會恢復你已創建的用戶設計。只能恢復通過線上商店購買的下載圖像。你只需找到用戶創建文檔的存儲地址並將文
檔保存到磁盤或其他存儲裝置以備份你的用戶創建設計。.

Silhouette.America會限制你登入不同計算機的數量，並保留凍結或移除涉嫌或確定公開分享文檔的Silhouette註冊用戶之賬戶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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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houette.Cloud
Silhouette.Cloud搭配Silhouette.Studio®.Mobile使用，隨時同步您在多個裝置上的全部設計檔案。您至多可以用5個裝置與您的Cloud賬號同
步。如果您沒有使用多個裝置，Silhouette.Cloud可以方便的備份您的設計作品，從此無需恢復。.

在Silhouette.Cloud裡，存儲Silhouette.Design.Store下載內容的空間是無限制的。對於自訂內容，空間限制為1GB。Club.Silhouette會員可享受
5GB的自訂內容儲存空間。.

若要同步您的檔案，請將它們拖
曳到收藏資料夾內的雲圖示中。
軟體會彈出以提示您使用您的
Silhouette賬號登入Cloud。登入
後，您的Cloud就會開始同步您
的設計。.

“您的Cloud.Library會在您的收藏內保留自己的資料夾。您可以將
作品儲存在您的本機使用者資料夾內，或者儲存在以您的Silhouette
賬號電郵命名的Cloud.Library內。儲存在本機使用者資料夾內的檔
案僅限該裝置使用。

若要管理您的Cloud裝置，請去往Silhouette設計商店內的賬號選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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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保存
創建圖像或文檔佈局後，你有多種選項以保存你的圖像。

保存
.保存選項是基本保存功能，允許你創建一個STUDIO文檔並保存到你計算機的任意位置上。可以使用移動式存儲裝置備份這些文檔。.

保存為.
文檔菜單中此選項允許你在保存圖像時為其命名。可將文檔保存到你計算機的任意位置上。可以使用移動式存儲裝置備份這些文檔。.
.

保存選中內容
文檔菜單中此選項允許你只將文檔中選中的活動圖像保存為一個STUDIO文檔。可將文檔保存到你計算機的任意位置上。可以使用移
動式存儲裝置備份這些文檔。.
.
保存到收藏.
文檔菜單中此選項會將你的文檔保存到Silhouette.Studio®收藏中。保存圖像到收藏後，文檔會添加到收藏中我的設計資料夾下。無法瀏覽
計算機手動備份這些圖像，因此強烈建議你使用常規保存選項保存一份圖像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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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裁切/描繪.
9.1.傳送
當您的工作區上準備好了所有您想要進行裁剪或者繪圖的圖像和/或文字時，您就可以選擇「傳送」索引標籤。.

材質類型.
在材質類型菜單中，軟體提供了Silhouette可以裁切的常用材質列表，以及Silhouette.America提供的特殊
材質。在列表中點擊材質以選中它。

你右擊材質列表中的加號向列表內添加用戶定義材質類型；同樣，也可以按減號移除不需要的材質類型。..

從列表中選擇了一種材料類別（或者創建您自己的）後，「動作」面板上會出現推薦裁剪設定。如果需
要調整具體材質的設定，可以這麼做。你的修改會保存下來，因此通常來說，創建自訂設定比修改現有
設定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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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動作：簡單.
在「簡單裁剪模式」中，所有線條會被同時裁剪。可以單獨打開或關閉裁切線，但是無法以特定順序裁切。.

標準模式中，你可以調整項目中每個線條的裁切類型。當點擊此選項時，工作區內會自動選中所有線條及其選中屬性，以便於參考。為修
改線條的裁切類型，只需想要的圖像並從列表中選擇想要的裁切線類型。可以選擇以下裁切線類型：.

不裁切.–.此選項將阻止線條送入Silhouette。雖然你仍舊可以在屏幕上看到它，但是不會被裁切。.

裁切邊線.–.此選項會裁切重疊線條的外邊線，並忽視帶有相同屬性的線條（如果線條被包含在較大圖像內）。此選項最適於創建
打印並裁切圖像。.

裁切.–.此選項會裁切選中的線條，不論線條位置如何，不論其是否重疊或被包含。帶屬性的線條也會被裁切，即使它們包含在定
義為「裁切邊線」或「打孔邊線」裁切線型的線條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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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動作：線條顏色，填充顏色，或者圖層
在高級裁切模式中，你可以將項目劃分為多個階段。如果項目需要以多種色彩裁切或者項目需要先描繪後裁切，該選項非常好用。你可以
按線條色彩，按填充色彩，或按層（僅設計師版）進行裁切。.

按線條色彩.-.裁切菜單中會顯示項目中所有線條的色彩。按照線條色彩，你可以打開或關閉裁切線，激活或取消自動焊接，以及
排列裁切順序。.

按填充色彩.-.裁切菜單中會顯示項目中所有填充的色彩。按照填充色彩，你可以打開或關閉裁切線，激活或取消自動焊接，以及
排列裁切順序。

按層.(僅設計師版).-.裁切菜單中會顯示項目中所有層。按照層，你可以打開或關閉裁切線，激活或取消自動焊接，以及排列裁切
順序。

打開或關閉裁切線.-.你可以勾選（或取消勾選）裁切色彩或層旁邊的選框打開或關閉裁切線。.

打開或關閉自動焊接.-.你可以勾選（或取消勾選）裁切色彩或層旁邊的選框打開或關閉裁切線。.
激活自動焊接後，同一色彩或同一層的重疊圖形將被焊接到一起。.

排列裁切順序.-.為排列不同色彩或層的裁切順序，只需在裁切順序中點擊並拖動想要的色彩或層並向上或向下移動。.

添加暫停.-.暫停在描繪項目中需要換筆或裁刀的時候非常有用。為在一種色彩或一層後設定暫停，右擊.(Mac上按控件單擊).色彩或層並選
擇「添加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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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刀設定建議.–.雖然軟體和Silhouette裝置並不知曉你實際使用的裁刀等級，但是會根據裁切工具模型所用的裁刀類型以可視提示的方式
建議你此種材質應該使用什麼裁刀設定。.繪筆選擇參考了Silhouette裝置直接安裝的繪筆，而裁刀通常需要載入；繪筆常用於描繪，而非
裁切。.

速度.–.速度以厘米/秒x.10為單位測量。換言之，Silhouette的裁切速度可以從10厘米/秒提高到100厘米/秒。為獲得最佳效果，建議對較厚
材質或者較精細的設計使用較低速度裁切。.

厚度.–.厚度以每級約7克力測量，共33級。換言之，Silhouette的裁切能力可以從7克力提高到230克力。材質越厚，需要的厚度等級越高。

雙重裁剪..–.勾選此選項，Silhouette將沿著裁切區域內顯示的線條裁切兩次。當裁切較厚材質並希望獲得乾淨的切邊時，需要這一功能。

裁切墊.–.此選框會告訴程式你是否在使用Silhouette的裁切墊.(粘性裁切墊)。當材質尺寸不超過裝置載入材質到裁切墊的能力時，方可選
擇此選項。許多由Silhouette.America提供的特殊材質有自己的背板，因此無需使用裁切墊。但是，如果材質過窄，滾輪難以加持，或者材
質沒有自己的背板，則必須勾選此選項。.

強化痕跡.–.此選項會告訴程式你想要啟用強化痕跡功能，裁切前，材質會反复送入並送出Silhouette幾次，以便形成一條滾輪可以加持的
痕跡，確保裁切過程中材質可以保持原位。如果材質類型中已經預設了此選項，或者裁切過程中具體材質有些滑動，導致裁切效果不齊整
時方可使用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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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段超裁
選中材質後，你會發現可以點擊想要的選項以打開或關閉線段超裁選項：

選擇「關閉」選項，所有線段會按正常裁切。選擇「打開」選項，所有尖角都會有輕微的過度裁切。以下情況下，此選項有助於裁切出較
齊整的作品：.

•.裁切較厚/較緻密的材質類型（如硬紙板）.

•.裁切小塊字體，或者各種材質上的尖角圖像.

此選項對於圓角邊線無影響。僅對包含銳利邊線的圖像有效，以在上述情況下提供最佳的裁切效果。

高級裁切設定.
「高級傳送」功能表提供多個使用您的.Silhouette.進行專業剪切的選項。

饋送選項..-.返回原點選項會在工作完成後將材質退回到原點。送入選項則會越過初始原
點繼續將材質送入機器。.

層排列.-.不排列選項將保持圖像的原始排列順序，而按條件分組層選項則會按照文檔中
包含的層排列你的圖像。.

裁剪順序排序.-.這些選項允許你控制工作的裁切順序。不排列選項則不進行排列，僅按
照線條的佈局裁切圖像。最快速選項會設定能盡快完成工作的裁切順序。最小滾輪運動
選項會以讓滾輪來回運動最少為標準進行裁切，以便裁切需要減少滾輪運動的精細材
質。.優先排列內部輪廓選框允許你控制是優先裁切圖像內部（勾選），或者內部線條與
圖像其他部分同時裁切（取消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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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進行測試裁切.
當要裁切之前未曾試過的材質時，不論是想要找到正確裁切設定的預定義材質類型設定或者新的用戶定義材質類型，我們都建議進行測試
裁切以保證設定正確，獲得齊整的裁切效果。你可以在裁切設定菜單中打開測試裁切選項。.

為進行測試裁切，點擊裁刀位置箭頭以移動裁刀，將其放在Silhouette裝置內載入的材質上。.

.
裁刀在你想要試裁的位置就位後，你可以點擊測試裁切按鈕。然後，Silhouette會裁切一個內嵌三角形的小方形，方便你估計裁切效果並確
定是否需要調整設定。你可以繼續進行測試裁切，直至結果滿意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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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裁切./.繪圖
選擇正確的設定並準備將活動工作區發送到Silhouette後，你會想要確定材質已正確裝載，已選擇合適的裁刀或者裁切設定，或者已裝載繪
筆（繪圖時）。

請參考隨Silhouette附送的「Silhouette快速使用指南」以獲取有關正確的裁刀和使用Silhouette電動裁切工具準備裁切墊的更詳細說明。

使用CAMEO型號時，你還會想要確定自己已按照是否使用裁切墊，或者按照使用的材質尺寸將滾輪調整為適宜的距離。準備裁切時，發
送到Silhouette頁面會告訴你使用哪個滾輪設定（如果你不確定的話）。再次說明，如果必要，請參考「Silhouette快速使用指南」了解如何
調整CAMEO滾輪的更多資訊。.

進行裁切.
當材質已載入Silhouette，並且已選中正確的裁切設定後，你就可以將工作發送到Silhouette。只需按下發送到Silhouette圖標或按鈕以
開始。.

完成後，你可以手動旋轉送入按鈕（原始Silhouette型號）以卸載裁切墊和/或材質，或者按下Silhouette上的輸入鍵(Silhouette.SD和CAMEO
型號)，或者Portrait型號上的卸載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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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打印並裁切.
Silhouette電動裁切工具擁有讀取發送自Silhouette.Studio®已打印工作的特殊能力，按照圖像的輪廓打印資訊裁切工作區內定義的輪廓線。
換言之，你可以使用常規家用打印機打印添加色彩或效果的圖像，然後將打印圖像送入Silhouette以裁出打印的圖像。.

10.1.登記符.
原版Silhouette，Silhouette.SD，CAMEO.CurioPortrait型號擁有讀取Silhouette.Studio®可打印符號的光學掃描儀。這些符號會打印在工作區邊
緣，裁切前可由Silhouette的光學掃描儀讀取，以便Silhouette根據符號的位置進行三角法測量，並準確知曉打印圖像周圍裁切線的位置。登
記符只可用於打印圖像供打印並裁切工作。.

若要訪問這些標記，按一下「頁面」面板中的「註冊標記」圖示。.
.

您可以選擇「註冊標記」圖示中的類別1和類別2來啓用註冊標記。根據所進行的工作，你可以對這些登記符進行調整。請注意，雖然你可
以讓登記符變小，但是若Silhouette無法定位登記符，你需要調整登記符的大小，確保光學掃描儀能夠成功定位登記符。.

. 你會注意到，登記符周圍有交叉線記號。.

.
交叉線說明打印資訊無法包含到此區域內，光學掃描儀無法正常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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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裁切打印的圖像.
顯示了登記符，你就可以執行打印並裁切工作。再次提醒，這並不意味著Silhouette會掃描並裁出打印圖像。而是Silhouette要使用登記符以
確定打印圖像周圍裁切線的位置。你的圖像周圍必須有定義作裁切用的線條（見第28頁線條類型）。

以下是打印並裁切工作的一個例子。.

在此案例中，你的打印機會看到以下打印內容：.

.

而Silhouette會看到以下裁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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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就緒後，你可以點擊打印選項把它打印出來。.

打印後，請記住不要對屏幕上顯示的文檔再進一步調整，這很重要。若移動了任何對象，打印位置或裁切資訊都會改變，你需要重新打印
文檔。.

為使用Silhouette的登記符自動讀取功能，請按照上一部分內容建立你的工作。若您的設計屏中的頁面上有註冊標記，那麼，您的機器就會
知道在您將您的作業傳送去裁剪時對它們進行偵測。選擇此選項以繼續進入自動探測。Silhouette的光學掃描儀會為你定位登記符。成功探
測到所有登記符後，你就可以選擇裁切；Silhouette會沿著你打印的圖像裁切已定義的線條。.

如上所述，Silhouette.Studio®允許你使用色彩，漸變和樣式填充圖像。雖然Silhouette.America提供內含打印資訊以及圖像周圍裁切邊線的
現成特殊打印並裁切圖像，但實際上使用Silhouette.Studio®提供的工具，為圖像設定裁切輪廓，或者精確的將圖像嵌套到異形材質內，或
者以原始尺寸重複樣式，任何圖像都可以變成打印並裁切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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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PixScan

PixScan功能需要使用PixScan墊.(PixScan墊需單獨購買)。

此功能允許你使用並非Silhouette.Studio軟體創建的已打印圖像。使用PixScan墊可以為圖像設定裁切輪廓，或者精確的將圖像嵌套到異形材
質內，或者以原始尺寸重複樣式，按照圖像的實際尺寸進行裁切。

11.1.匯入自掃描儀.
直接從掃描儀匯入時，可執行以下步驟：.

1..將目標已打印圖像放在想要裁切的PixScan墊上。.

重要：確保圖像在墊子黑線邊框所示的裁切區域內。.

2..點擊Silhouette.Studio軟體上的PixScan圖標。
3..選擇匯入自掃描儀。.
4..將圖像面朝掃描儀放在PixScan墊上。.
5..在來源下拉列表中選擇你的掃描儀並點擊從掃描儀匯入PixScan圖像選項。.

重要：若PixScan墊的尺寸比掃描儀大，你可以掃描兩次。你需要確保沿圖像掃描後，PixScan墊上的所有標記都被掃描儀捕獲。若要多次
掃描，請不要擔心掃描圖像會覆蓋。軟體會正確拼合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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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匯入自照相機.
從照相機或照相手機匯入圖像時，你可以執行以下步驟：.
1..將目標已打印圖像放在想要裁切的PixScan墊上。.
2..使用你的照相機照一張PixScan墊的照片。.

注意：為獲得最優拍照效果，請確保：.
•.不要使用縮放.
•.照明平均.
•.照片上整個PixScan墊清晰可見.
•.PixScan墊是平的.
•.裁切材質包含在黑色裁切邊框內.

3..將圖像傳輸至你的計算機。.
4..點擊Silhouette.Studio軟體上的PixScan圖標。
5..選擇匯入自文檔選項。.

6..在彈窗內瀏覽並選中你的圖像。.
7..選中圖像後點擊打開。.

注意：若對於你的照相機型號，已經沒有校準設定檔可選，你需要校準PixScan功能。每個照相機，只需要進行一次PixScan校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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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準你的照相機.
可以執行以下步驟創建PixScan照相機校準設定檔：.

1..點擊PixScan圖標.
2..選擇照相機校準

3..點擊顯示校準測試卡選項.
..4..轉到文檔.>.打印並打印此頁.

注意：若沒有完全顯示此頁，或者有些點缺失了，這也是可以的

5..以鳥瞰視角為打印的校準頁拍一張照片，確保校準點佔滿整個圖像.

注意：為拍照校準圖像時獲得最後結果，請確保：.

•.不要使用縮放.
•.照明均勻.
•.照片清晰銳利.

. . . .•.校準圖像放置在平面上.

. . . .•.照相機與校準圖像平行，且對齊.

. . . .•.照片內只有校準點.

6..照片保存到你的計算機後，在PixScan面板上點擊照相機校準部分的加號圖標
7..在彈窗內瀏覽並選中你的校準圖像.
8..選中圖像後點擊打開

照相機的PixScan校準就已經設定好，可以使用了。再次提醒，只有使用新照相機時才需要進行此步驟。根據你拍攝圖像所使用的照相
機，你可以隨時為之前已校準的照相機選擇PixScan照相機校準設定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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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使用PixScan圖像
載入PixScan圖像後，你就可以創建或佈置裁切線了。.

輪廓裁切.
有關如何創建圍繞圖像的裁切線的更多資訊，請見第.6.14節描圖。描圖後，你會發現最好要添加一個輕微的向內偏斜.(如0.2mm)，以便避
開已描圖PixScan圖像的白色邊界。

材質嵌套.
如果使用已掃描或已在PixScan墊上拍照的異形材質，你可以使用描圖功能(見第6.14節)以找到材質的輪廓。然後，你可以使用嵌套功能(見
第6.11節)以設定選中圖像為邊界並將圖像嵌套到圖像邊界之內。這能夠讓你想要裁切的圖像精確放置到異形材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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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Curio功能
Silhouette.Studio中的某些功能只有在連接Curio時方可使用。Curio能提供其他Silhouette工具無法執行的選擇選項。.

12.1.浮雕
使用Curio的浮雕墊時，Silhouette.Curio™可以進行浮雕。浮雕墊設定完成可以使用後，你就可以轉到浮雕圖標。.

在浮雕菜單頂部，你會發現選擇沉雕或浮雕的選項。此選項會應用到整個文檔，而不是具體對象。.

當選中沉雕時，程式會如屏幕上所示處理你的工件。浮雕工具會下壓你的材質，創建出凹陷，或者沉雕效果。.

當選中浮雕時，雖然你會繼續看到你的工件如屏幕上所示；但在處理時，你的工件會被水平翻轉，整個頁面都是鏡
像過的。浮雕工具會下壓圖像的鏡像，在工作完成後將材質翻過來，你就會看到浮起的圖像，或者浮雕效果。.

重要：當選擇浮雕時，確保將你的材質正面朝下放在浮雕墊上。.

在軟體中選擇以下任一浮雕選項可創建想要的浮雕或沉雕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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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雕/沉雕
使用Silhouette.Curio™浮雕墊和浮雕工具時，就可以應用浮雕/沉雕效果。如果沒有在此面板上設定特殊效果，Silhouette.Curio™則只
會浮雕/沉雕出圖像的外輪廓。使用浮雕工具時，浮雕/沉雕部分的效果與選項提供了豐富的選擇。.

可用浮雕樣式填充圖像。為應用浮雕效果，選擇你的圖像並點擊想要的效果。.

間距選項則會控制應用效果的疏密程度。.

角度選項會控制選中效果的應用角度。.

間距和角度選項是動態變化的，會跟著圖像的大小和調整而自動調整。但是，如果你希望按照自己喜好創建效果後將這些選項設定為靜態
不變的，可以點擊釋放浮雕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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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線並浮雕.
劃線並浮雕選項是一種特殊動作，程式會首先用裁刀為圖像邊線劃線，然後使用浮雕工具在劃線內下壓。這會創造出更加生動的
沉雕效果或浮雕效果。.

重要：此選項需要使用Silhouette牌的「劃線並浮雕紙」。Silhouette無法保證使用其他材質能夠獲得效果。更多說明參見Silhouette牌「劃線
並浮雕紙」的使用說明。

劃線並浮雕圖像時，請選擇浮雕提示類型以開始。.

選擇精細浮雕工具會產生更加明顯的浮雕/沉雕效果，並且浮雕線更靠近劃線。選擇粗糙浮
雕工具則會產生更加柔和的浮雕/沉雕效果，並且浮雕線較遠離劃線。.

重要：請確保軟體中選中的浮雕提示與Silhouette.Curio™中實際使用的浮雕工具相匹配。.

如果你願意，還可以調整劃線並浮雕選項中的額外設定。這些選項會控制圖像被劃線後或進行幾次浮雕。.

默認情況下，程式只會靠近劃線對圖像浮雕一次。.

增加次數選項允許你在劃線內再進行更多次數的浮雕。.

填充選項會讓一系列浮雕線完全填充選中的圖像。.

按照喜好完成所有設定後，你就可以選擇圖像並點擊應用劃線並浮雕線選項。.

準備好後，你可以點擊調整裁切設定按鈕以調整你的設定(若需要的話)。應用劃線並浮雕線選項會自動建立待劃線的工作，然後按照選中
的選項浮雕。.

重要：請確保你的裁刀放置在Curio的左手工具夾具(有紅色圓圈可以分辨)上，將裁刀設定為「1」，並將想要的浮雕工具放在右手工具夾
具上(有藍色圓圈可以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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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並浮雕
打印並浮雕選項與打印並裁切選項很類似，都是使用登記符以提供對齊打印圖像的資訊。打印並浮雕選項允許你在材質表明打印
圖像，然後使用浮雕工具下壓打印表面的反面。效果就是一個浮起的打印圖像。按照事先選擇的浮雕/沉雕選項，可以沿著邊線浮
雕或者使用浮雕填充。.

將你的打印圖像放在屏幕上以開始，然後沿著打印圖像創建想要的浮雕線或浮雕填充。.

提示：如果使用已經在圖像周圍創建好裁切線的打印並裁切圖像，而且圖像周圍有空白區域，你可以選擇圖像並進入修改選項以選擇交叉
區域。這會減去裁切輪廓線外的所有空白區域。如果你想要設定浮雕填充類型，可以右鍵點擊複製，然後右鍵點擊粘帖到前面。然後可以
選擇圖像，並應用浮雕填充類型。.

然後，你可以轉到浮雕工具面板上的打印並浮雕部分，點擊第1步下的「打印」按鈕。這會將你的圖像連帶生成的登記符發送到打印機。.

重要：將打印圖像放到浮雕墊之前，請等待充足時間，以便墨水風乾。未完全風乾的模式會印在浮雕墊上。雖然對浮雕墊沒有損害或影
響，但這也是不必要的。.

從.Curio裁切墊上移除帶裁切登記符的打印圖像。將打印圖像翻到背面(沒打印的一面)並將其面朝浮雕墊放上去。然後，你可以將隨Curio
附帶的三個黑色小方塊放在裁切登記符之下，完全遮蓋住登記符。.

重要：建議將打印圖像扣在浮雕墊上之前，先讓墨水風乾。有些墨水可能會印在浮雕墊上。這很正
常，不會影響浮雕墊的使用。.

將Curio左手工具夾具(標有紅色圓圈)上的浮雕工具替換成裁刀，在第3步下點擊「浮雕」按鈕。頁面
背面會沿著浮雕線，這樣當從正面看此頁時，就會看到浮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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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點刻
點刻是在材質表面上刻出無數小點，以產生樣式的過程。Silhouette.Curio™可以將線條轉換成點刻點，或者將匯入的打印圖像轉換
成點刻樣式。.

點刻選項會假設你正在使用點刻工具(單獨出售)，或者氈尖筆。

點刻
點刻部分允許你將線條轉化為點刻樣式，或者使用各種點刻樣式填充圖像。.

為將線條轉化成點刻點，在點刻菜單下勾選點刻邊線選項。這樣，你可以調整間距選項以控制點刻點的間距。.

選擇其中一種點刻填充類型(樣式或形狀)則會使用想要的樣式或形狀填充選中的圖像。一次只能選擇一種樣式或形狀。按照你選擇的樣式
或形狀，可以調整以下設定：.

網格間距：縮小或放大選中的點刻圖形

點刻間距：控制點刻點的間距，可增大或減小間距.

角度：控制點刻填充的角度.

偏移：控制點刻填充距離填充圖形邊線的遠近.

點刻大小選項會調整屏幕上點刻點的顯示大小。這並不會控制所創建點刻點的實際大小。此選項僅供調整顯示使用。.

勾選打印點刻選項後，你的圖像就可以發送到打印機以打印選中點刻設定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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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刻描圖
點刻描圖部分允許你將匯入的光柵圖像如JPG，PNG和其他支持的位圖轉化成點刻樣式。.

打開你擁有的外部圖像後(見第3.4節)，可以點擊選擇點刻區域按鈕。你可以拖出選框選擇匯入圖像的目標區域，以便創建點刻樣式。如果
你需要拉伸或修整點刻描圖區域，可以和軟體中其他對象一樣調整或移動選中的區域。點刻描圖區域選擇選項會顯示出帶黑點的圖像預
覽，告訴你將如何創建點刻點。.

選擇了所有想要的點刻選項後(如下文所述)，點刻樣式如你所想，就可以點擊創建點刻按鈕以創建點刻樣式。.

點刻類型：各種點刻樣式，以及可以調整點刻效果的設定。.

反轉：勾選反轉則會為選擇以外的圖像創建點刻。

密度：一般來說，圖像中較淺色部分需要較疏的點刻點，而較深色部分需要較密的點刻點。密度設定會影響點刻點數，或者此區域的點
刻密度，以放大區域的暗度。.

修整：在不可見的細微方網格的交點處調整點刻點，方網格的間距定義為「網格間距」。有些點刻類型選項允許調整此設定，讓點刻點
填充半個網格、1/3網格或1/4網格；因此修整值越高，點刻點的則看起來越隨機，越自然，越不整齊。.

網格間距：指定定位點刻點的方網格行與列之間的距離。數值越低，定位點刻點的網格越精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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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點刻工具.
想要點刻時，你可以使用氈尖筆或者Silhouette點刻與浮雕工具。執行點刻工作時，你就會想要在裁切設定面板下為材質類型選擇點刻工
具。.

為選擇點刻工具，在裁切設定面板下選擇你的材質，然後點擊工具類型的下拉列表。.

你可以向下滾動選擇點刻工具。選擇後，你可以使用兩種新的工具設定選項。.

雖然點刻一般只是點刻工具的上下運動，但點刻大小選項則會讓你創建尺寸更大的點刻點，點刻工具會向下運動，以圓形運動創建的點刻
點，從而使點刻點更大。默認設定0.00.mm只會使用工具的實際尖端直徑創建點刻點。.

使用點刻工具點刻金屬表面如Silhouette牌金屬點刻紙時，你可以勾選增大點刻力選框以更大力衝擊創建點刻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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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運用Curio操作多種工具
Silhouette.Curio™.和.Silhouette.CAMEO®.3.擁有兩個工具置放點，因此，可以同時使用多個工具。.

當檢測到Silhouette.Curio後，Silhouette.Studio會在裁切設定中提供一個選項，允許你為不同的工具夾具指定不同的線條集。.

在標準裁切模式中，你可以在工作區內選擇想要的對象，然後點擊你想使用的相關工具夾具。.

這會為選中的線條分配Curio上相關工具夾具上的工具。.

在高級模式中，你可以在工具欄下點擊相應的選項，為線條指定工具夾具。可以按照線條色彩
或填充色彩分配工具；如果使用設計師版的話，還可以按照層為分配工具，建立工作。.

點擊左側的紅色圓圈會為選中行分配Curio的左手工具，而點擊右側的藍色圓圈則會為選中行分配Curio的右手工具。

如果你想在同一個工作中使用兩種以上工具類型，你可以右擊以添加暫停，以便在一項操作後
停止Curio，然後更換相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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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設計師進階版的功能
Silhouette.Studio®設計師進階版有兩項額外功能：刺繡和進階水鑽。.

13.1.刺繡
Silhouette.Studio®設計師進階版允許您匯入刺繡檔案。若您的刺繡檔案有一層針刺層，您就可以使用Silhouette裁切機在上面做出刺繡圖
形。..

若要這樣做，請將您的刺繡檔案上傳到Silhouette.Studio®。您可以將以下刺繡檔案格式匯入設計師進階版：
PES.(Brother，Babylock，Deco，Singer)
DST.(Tajima，Barudan，Toyota)
EXP.(Stellar，Melco)
JEF.(Janome)
XXX.(Singer)

在設計介面上打開您的檔案。刪除多餘的刺繡圖形，只保留刺繡針腳線。.

將您的圖形傳送到Silhouette，在織物上繡出您的圖形。現在，您就獲得了一張完美的刺繡貼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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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刺繡檔案草繪..
“您可以使用Silhouette草繪筆將刺繡設計轉換成草繪作品。

將您的檔案上傳到Silhouette.Studio®。為每一層指定一個顏色。將圖像傳送到Silhouette，每一層著色層代表一種彩色草繪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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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進階水鑽
Silhouette.Studio設計師進階版的進階水鑽功能為您提供了更多自訂選項，讓您可以透過逼真的呈現效果瀏覽您的設計。..

自訂水鑽.
您可以在Silhouette.Studio內繪製您的自訂水鑽圖形，或者使用PixScan™墊匯入您的自訂水鑽圖像（如需更多資訊，請查看PixScan™章節。.

當您繪製好圖形，或者已將您的自訂水鑽圖像放在紙面上後，請選擇此圖像。然後，點擊「將選中的圖形
加入水鑽庫」按鈕。這會將您的圖形添加到預載水鑽庫下的「使用者水鑽」部分內。水鑽圖形將保留在您
的庫內，以便今後使用。.

將水鑽調整為非標準大小
在您的偏好設定中，圓形水鑽的大小可以用「ss」或尺寸單位（「毫米」或「英寸」）定義。在您的偏好設
定中，非圓形水鑽的寬度/高度可以用尺寸單位（「毫米」或「英寸」）定義。您可以點擊水鑽庫內的滑動
軸，以此調整自訂水鑽的大小。.

放置單個水鑽
若要在您的設計中放置單個水鑽，您可以選擇您想要的水鑽，然後拖放到位。或者您可以選擇進階水鑽選單內的「一下一個」。否則，在
設計內放置水鑽的方式就會有兩種：一個和多個。.

「一下一個」模式下，在繪圖區域會出現一個水鑽游標，您可以用游標在繪圖區域放置從水鑽庫中選中
的水鑽，允許您快速放置重複的水鑽。

當您處於「一下多個」模式中時，水鑽游標會按照您的「使用者水鑽」清單中定義的水鑽順序輪換選擇水鑽，允許您快速放置一系列不同
類型的水鑽。

點擊繪圖區域內已放置的水鑽上的水鑽游標，這樣就可以用新水鑽替換目前的水鑽，並且將新水鑽放置在同一個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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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水鑽進行描邊或填充.
您可以使用單個水鑽樣式或者多個水鑽樣式創建描邊效果或填充效果。
.
若要使用單個水鑽樣式，您可以選擇一個水鑽，然後使用它描邊或填充您的設計。首先，選擇您的圖像。
其次，在「水鑽模式」下選擇「單個」。再次，選擇您想要對您的設計使用的水鑽。

這裡有三個調整選項：角度，間隔和角度偏移。.

在「角度」下拉選單中有以下選項。.

標準：水鑽都指向一個方向。

中心：水鑽都指向邊界圖形的中心。

垂直：水鑽都垂直於所在的輪廓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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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隔」選項可調整每個水鑽之間的距離。...

. 「角度偏移」選項可調整水鑽放置的角度。.

“
不帶角度偏移的心形和帶45°角度偏移的心形。.

選擇好您的角度，間隔和角度偏移後，請點擊「應用到邊線」。.

填充表單
填充您的設計時有兩種填充選項。.

「徑向填充內部」選項會將水鑽放置在路徑邊線上和內部的同心輪
廓線上。

「線性填充內部」選項會在內部以類似網格的形式放置水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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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水鑽
“多個水鑽模式的功能與單個水鑽模式類似，但使用多個水鑽樣式進行描邊或填充時則有所不同。.

在「多個水鑽」模式時，您可以為您的設計製作一種水鑽樣式。若要製作樣式，請點擊您想要的水鑽，把它拖到「使用者水鑽」下。回到
您的水鑽庫，點擊下一個您想要的水鑽，把它拖到第一個水鑽旁邊。您可以隨意拖動任意數量的水鑽，創建您的樣式。每個水鑽都會自動
依次排放在樣式末尾，但是您可以點擊並拖動水鑽，重新排列順序以創建出您想要的樣式。.“

總計（全部圖形）

在進階水鑽選單底部是水鑽的統計數量。它會記錄您設計中每種大小的水鑽的使用數量。.



102Silhouette Studio® V4...|...Chapter.13.-.商業版功能.

13.-.商業版功能.
Silhouette.Studio®商業版擁有多種實用工具，有助於製作大型、複雜或批量化項目。.

13.1.多裁刀支持.
Silhouette.Studio®商業版提供多裁刀支持。這意味著當使用商業版時，你可以同時將裁切工作發送到與計算機相連的多個Silhouette裁切裝
置。

為實現將工作發送到與計算機相連的多個Silhouette裝置，你只需進入發送到Silhouette面板並選擇想要接收工作的Silhouette裝置並按下開始
按鈕。.

你可以使用此功能裁切同一工作或不同工作，而不管在開始工作時哪個文檔標籤頁是選中並活動的。

商業版還提供在程式內為使用的多台Silhouette裝置命名的功能。這樣你就可以確定將哪個工作發送到哪台裝置。為重命名一台連接的
Silhouette，只需點擊發送到Silhouette界面的Silhouette型號名稱.(如下以灰色顯示的文字)：

點擊型號名稱後，你可以為具體Silhouette裝置鍵入想要的新名稱。以後不管何時使用這台創建名稱的
計算機時，此命名都會保留，即使在拔下裝置後再插入時也會保留命名。但是請注意，此命名僅對當
前計算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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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Ai/EPS/CDR文檔兼容性.
Silhouette.Studio®商業版可以直接打開由其他主流矢量繪圖軟體如Adobe.Illustrator®或CorelDraw®創建的Ai，EPS和CDR文檔。.

為在商業版中使用此功能，請轉到文檔菜單並選擇打開。如果使用PC，你需要選擇想要打開的文檔類型並選擇Ai，EPS或CDR選項。
你可以選擇按層裁切，或直接啟用想要的層；或者選擇按線條色彩裁切，這可以通過啟用待裁切的「無色彩」線條或者使用線條色彩工
具重新設定線條顏色實現。.

另外，你還可以使用Silhouette.Connect™程式裁切來自源軟體程式的文檔。

13.3.設計視圖與材質佈局視圖
Silhouette.Studio®商業版可提供兩種不同的視圖選項，一種是可從設計的角度查看圖像佈局的初始設計視圖，另一種是可以查看
裁切完成工作中的線條是如何處理的材質佈局視圖。使用商業版時，可以使用傳統的「所見即所得」設計視圖，並且工作也是以

這種方式進行的，但是你也可以切換到材質佈局視圖以實現在常用商業特殊材質上裁切的佈局圖像效率最大化。.

這種並排式的視圖有助於使用更多商業版功能，如陣列複製選項、材質佈局嵌套和拼圖。.

運行商業版時，你會在屏幕右上角找到兩種佈局模式：.....

設計視圖.
選擇此選項會將軟體設定為傳統的單窗格視圖，對象按照其在原始設計中的放置位置裁切。.

材質佈局視圖.
選擇此選項會將初始佈局(設計視圖在屏幕左側)和顯示待裁切圖像處理方式的視圖(材質佈局視圖在屏幕右側)並排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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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拼圖功能
Silhouette.Studio®商業版提供自動拼圖功能。.

拼圖功能可將較大的圖像分割成一系列較小的拼圖，裁切完成後拼合圖像以創建較大型的圖像。.

例如，拼圖功能允許用戶設計尺寸達高24英寸x寬24英寸的大型圖像，並分幾次裁切。由於Silhouette的最大裁切寬度限制是12英寸，這種
尺寸的材質無法一次裁切完成，但拼圖功能會自動將圖像分割成一系列可以裁切的小圖像並拼合起來，最終實現24英寸x24英寸的圖像。.

只有在商業版的材質佈局模式下才能使用拼合功能。..

雖然原始設計可以保留自己的設計佈局，但是拼圖選項會將待裁切設計分割後重新排列；這樣，就可以通過創建一系列小項目後拼合起來
的方式創建大於材質尺寸的目標項目。

拼圖拼板中可以設定以下選項：.

激活拼圖.
此選項可打開或關閉拼圖功能。可將此選項與商業版中的其他功能如材質佈局嵌套和陣列複製連用。(注意：若圖像超過了可用的裁切區
域，材質佈局視圖中顯示的已處理圖像將只會進行分割。)

激活拼圖功能時，設計視圖會顯示出一系列帶有編號的拼圖，告訴你要如何將項目分割成進行裁切
的工作。.

拼圖面板中以下工具可控制拼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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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位置與尺寸.-.此選項允許你調整程式會如何生成分割裁切工作的拼圖尺寸和位置。

保持寬高比.-.此選項會保持控制拼圖的寬高比。.

自動.-.此選項按照待裁切項目的尺寸重新設定拼圖的尺寸。程式會按照定義的材質尺寸自動劃定拼圖分割線。.

自訂.-.此選項允許你拖動分割線和結點以編輯拼圖。.

規則分割.-.此選項會重新設定拼圖以保持個別拼圖的寬高尺寸，而不是按照具體材質尺寸調整拼圖的尺寸。

邊界.-.此選項會為生成的分割圖像創建重疊區域，最後生成分割圖像時可能需要此重疊區域。.

顯示尺寸.-.此選項可打開和關閉顯示拼圖的尺寸。.

全選拼圖.-.此選項可選中所有待裁切的拼圖。.

僅選中的拼圖.-.此選項會只裁切選中的拼圖。此外，你可以在設計視圖中點擊拼圖以裁切或取消裁切拼圖。.

分離.-.此選項可打開和關閉顯示拼圖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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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自動嵌套預覽.
Silhouette.Studio®商業版提供自動嵌套預覽模式，圖形會在材質佈局視圖中自動嵌套，以有效使用待裁切的材質；但保持圖像在
設計視圖中的原始位置，允許用戶繼續編輯並修整圖像設計。.

在商業版的材質佈局模式下方可使用材質佈局嵌套選項。.

雖然原始設計可保持原始設計的佈局，但材質佈局嵌套選項可重新排列待裁切的對象，最有效的使用你的材質。.

材質佈局嵌套面板中可以使用以下選項：.

激活嵌套.-.此選項可打開或關閉嵌套功能。此選項可與商業版中的其他功能如拼圖和陣列複製連用。.

聯鎖圖形.-.此選項將以更有效地方式將凹形嵌套到一起並聯鎖起來，以節約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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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紋理.-.啟用時，嵌套功能只能不旋轉圖像，或者180度旋轉圖像。當使用帶有紋理的特殊材質時，此選項尤為有用，可保證裁出圖像
上的紋理走向如你所願。.

對齊.-.啟用後，當在設計視圖中以不規則角度旋轉圖像時，在確定最佳的圖形嵌套角度之前，對齊選項會保持圖像直立。

整個單詞.-.此選項可將文本工具創建的單詞作為一個整體嵌套，而不是分別嵌套每個字母。.

保持組.-.此選項可將原始組中的成組對象一起嵌套，而不是分別嵌套每個對象。.

旋轉.-.旋轉選項可設定或限制圖像的旋轉角度數量。例如，旋轉設定為「0」會保持圖像的原始旋轉角度不變；而旋轉設定為「2」會允許
圖像旋轉0®.和.180®。旋轉設定為「4」則允許圖像旋轉.0®，90®，180®和270®。隨著旋轉設定值的增大，圖像的旋轉角度數量也會
增加。此設定會因不同項目而有所差異，因為雖然設定為最高值可以讓程式最有效地利用材質，但也會出現圖像角度很重要，最好保持圖
像角度的情況。

留白.-.此選項可控制兩個相互靠近圖形在嵌套後兩者之間的最小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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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陣列複製功能.
Silhouette.Studio®商業版提供陣列複製功能。此功能可在進行裁切時創建項目的複本陣列，但不會實際修改或影響你的原始設
計。.

在商業版的材質佈局模式下方可使用複製功能。.

雖然原始設計可以保留項目的原始設計佈局，但複製面板可為你提供重複設計用以裁切多個副本的方法。.

複製面板中可以使用以下選項：.

行.-.此選項可定義圖像陣列的行數。

列.-.此選項可定義圖像陣列的列數。.

適合材質.-.按下此按鈕則會鍵入規定的行數和列數，移除超過材質允許使用尺寸的複本。.

距離.-.水平選項可確定複本間的水平間距，而豎直選項可確定複本間的豎直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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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自動雜草線功能.
Silhouette.Studio®商業版提供雜草線設定工具。此功能可在開放的線條路徑內創建雜草線，以便去除如乙烯基傳熱材質的材質。
選項包括環繞的雜草邊界以及圖像開放區域(如字母內部)的內部雜草線，以便在完成裁切工作後輕鬆去除多餘的材質。.

商業版中，可在屏幕右上角找到雜草線設定面板。.

雜草線設定面板中可以使用以下設定：.

顯示雜草邊界.-.此選項可在整個裁切項目周圍創建一條自動雜草邊界。.

留白.-.此選項會調整以增加或移除圖像邊界與所含雜草邊界之間的留白寬度。.

雜草線.-.雜草線選項提供了一種包含內部雜草線的選項，因為雜草線也可能在圖像之內。.

調整工作區內對象的位置與尺寸時，所有雜草邊界和內部雜草線也會隨之自動生成並調整。.

所有的雜草邊界和雜草線都會顯示為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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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疑難排除.
如果你遇到了問題，可在下文找到常見疑難問題說明的列表和進一步支援信息。

14.1.常見疑難問題說明
裁刀無法裁透材質.
如果使用原始Silhouette型號，請確保裁刀上的刻槽(裁刀基部黑色的「翼片」)朝向右側，面朝3點鐘方向的藍色電源燈光。當刻槽朝向此
方向並且鎖定後，裁刀會輕微下降，這樣會產生更大的裁切力。再次提醒，此操作僅限原始Silhouette版本。

不論使用哪種Silhouette型號，如果最近曾經移除裁刀以更換裁刀頭，或者調整過裁刀高度(取決於使用的裁刀類型)，都有可能是裁刀定位
造成的問題。裁刀沒有牢固地安裝在夾具上，因此在裁切時無法獲得整齊的裁切效果。為檢查此問題，解鎖裁刀但保持鎖定桿在原位，旋
轉並向下按壓裁刀，確保裁刀牢固地坐在夾具上。.

你還可以檢查Silhouette裁切設定。如果裁切深度太淺，你可能需要根據裁紙類型或者要裁切的材質調整裁切設定或者裁刀頭/裁刀設定。
進行整個裁切工作之前，請使用測試裁切按鈕以保證你對此種材質的裁切設定是正確的。如果測試裁切不滿意，你很可能需要重新調整設
定。如果測試裁切滿意，則實際裁切工作也沒問題。.

如果發現某些區域的裁切效果不整齊，你可能會希望選擇Silhouette裁切設定中的二次裁切選項以確保裁切時對問題區域在進行一次裁切。.

裁切時圖像沒有對齊.
當裁切沒有粘膠背面的常規紙張或者卡片紙時，請確保將紙張放在裁切墊上。如果你沒有正確使用裁切墊或者該材質需要使用裁切墊，但
你沒有使用，就會遇到這種問題。.

如果你使用了裁切墊，.你一定要去除裁切墊的外膜，露出粘性的表面，這樣在裁切過程中，材質就會被牢固地固定住。如果裁切墊失去
了粘性，無法牢固地固定紙張，這就會造成紙張在裁切時產生漂移。.
如果你使用了裁切墊，紙張正確地放在了裁切墊上並牢固固定，但如果你將裁切墊或者材質對齊機器的左側送入Silhouette，卻沒有使用導
邊對齊裁切墊或者材質，則也會遇到此問題。如果沒有將裁切墊或者待裁切材質對齊此導邊，且在最開始沒有被兩個白色滾輪夾緊，裁切
時就可能遇到裁切墊或材質漂移，圖像沒有對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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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打開Silhouette時都會出現新硬件安裝助手
當你打開Silhouette時，或者拔下USB隨後又插入時，很可能會出現計算機詢問你安裝軟體(即使已經安裝過)的問題。你的計算機只是認為
這有一個未識別的新硬件裝置。你可以安全執行自動推薦的安裝步驟，這一般都與驅動有關。驅動包含在你的安裝CD之中，或者如果是
下載軟體，則可以通過www.silhouetteamerica.com的支援區獲得。實際上，正常使用本軟體並不需要驅動，但也用於讓Windows即插即用功
能不再打擾你；因為每當連接新裝置時，此功能都會嘗試尋找硬件驅動。重新安裝驅動後，你應該不會再看到安裝驅動的彈窗提示。.

注意：安裝驅動時，你可能會看到來自Microsoft的威脅提示，聲稱此驅動有潛在風險或沒有通過Windows徽標測試。請您知道，此驅動已
經過廣泛測試，可在Windows.XP，Windows.Vista和Windows.7上安全工作。點擊「忽略」按鈕並繼續安裝驅動。.

載入材質後立即出現卸載材質選項.(僅限SD和CAMEO型號)
這並不是一個故障。在你選擇了其中一個載入選項後，不論你是否將任何東西載入了機器，Silhouette都會認為已經載入了材質並等待進一
步操作，裁切來自計算機或者SD卡的文檔。等待裁切過程中，首先出現的選項就是卸載材質。若你錯誤地載入了材質或者就沒有載入材
質，此選項就會很有用。裁切過程結束後，你同樣會看到此選項，讓你卸載材質。.

如果實際上並沒有載入材質，而意外按下了輸入鍵，你只需按下卸載材質按鈕，並向上滾動Silhouette.SD的LCD屏幕以找到載入選項，將
材質正確載入機器。.

裁切墊卡在Silhouette裡.(僅限SD型號)
打開Silhouette.SD，按下Silhouette.LCD屏幕上的方向鍵直至出現卸載材質選項。顯示此選項後，按下輸入鍵。如果裁切墊未能完全退出，
請再次執行此操作，直至裁切墊完全退出。另外，你還可以關閉Silhouette.SD並手動將裁切墊拉出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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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行時Silhouette噪音很大.
請提起Silhouette的蓋子，確保連接電機與裝置一側的膠帶已經完全去除。如果事先沒有去除，打開機器時可能會產生噪音。如果仍有膠帶
存留，應該不會對機器造成損害，但是會產生不正常的噪音。請去除膠帶，然後再打開Silhouette。.

另外請您知悉，Silhouette並非是一台輕聲細語般安靜的裝置。你聽到的聲音可能是正常的。.

錯誤：無法連接到Silhouette
在發送到Silhouette界面將工作發送到Silhouette時，如果出現此訊息，你需要檢查USB連接，確保計算機與Silhouette的連接順暢。你可能希
望關閉Silhouette，然後拔下USB線的兩端。然後，你可以重新打開Silhouette，將USB線插回計算機和Silhouette。如果問題仍然存在，請關
閉Silhouette.Studio®並重新啟動你的計算機。.

錯誤：監測登記符失敗.
當在打印並裁切工作中讀取登記符時，如果出現此訊息，請將你的材質或裁切墊移出Silhouette並重新載入。最常見的是，如果載入的材質
或裁切墊沒有對準載入引導標記，或者選擇了錯誤的載入方式(「載入材質」與「帶載體載入」)，就會遇到這個錯誤。.

下載進度停止或者下載時間持續增長.
如果下載進度停止和/或預計的下載時間持續增長，但剩餘待下載圖像的進度保持不變，你可以轉到偏好界面並選擇高級。在此界面內，
提高HTTP.Sockets設定，直至剩餘下載數量開始變少，顯示下載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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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校準
調整裁切的對齊情況時才需要進行工具校準，因為這與打印資訊的打印並裁切工作和裁切的對齊有關。只有當你使用登記符進行打印並裁
切工作時，遇到裁切線與打印圖像的輪廓線無法對其的情況下，才能執行此操作。在發送到Silhouette菜單中的任意地方右擊，即可選擇校
準。.

對於此操作，建議你使用繪筆進行校準，這樣可以更加清晰地查看結果並進行相應的調整。.

為開始，首先你需要選擇打印校準測試頁，使用你的家庭打印機打印測試頁。不要在計算機屏幕上對校準測試頁進行任何調整。打印後，
你需要按屏幕上所示將打印好的測試頁放在裁切墊上。使用Silhouette.SD型號時，你需要選擇裝置上的帶載體載入選項；對於CAMEO或
Portrait型號，需要選擇載入裁切墊選項。.

載入後，使用屏幕上的方向鍵將裁刀對準計算機屏幕上顯示為綠色區域內的第一個十字標記，或者換言之，第一個標記的左上
角。.

.
裁刀就位後，點擊校準選項。這會讓Silhouette嘗試讀取此標記並沿著十字線繪圖/裁切。.

如果十字線中一條線沒有對準，你會按照繪圖線或裁切線比十字線偏上、偏下、偏左或偏右的距離相應的進行調整。為進行調整，可以測
量原始打印標記和實際創建標記之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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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創建的水平標記在打印標記之上或之下，你需要按照打印標記與實際標記之間的準確距離調整豎直滑桿。.
.
如果創建的豎直標記在打印標記之上或之下，你需要按照打印標記與實際標記之間的準確距離調整水平滑桿。.
.
然後，你可以按需要重複此操作，使用屏幕上的方向鍵將裁刀對準上述屏幕綠色區域的下一個十字標記並點擊校準按鈕，然後觀察結果並
繼續按需要進行校準，直至實際標記與打印標記已經對齊。.

在發送到Silhouette菜單任意位置右擊可找到一個距離調整工具，請選擇距離調整。如果圖像在屏幕上的測量尺寸與實際測量
尺寸不符，才可以使用此工具。.基本上不會需要調整。.

為使用此工具，請在你的家庭打印機上打印校準測試頁，並按屏幕上所示將打印好的測試頁放在裁切墊上。使用
Silhouette.SD型號時，你需要選擇裝置上的帶載體載入選項；對於CAMEO或Portrait型號，需要選擇載入裁切墊選項。.
載入後，點擊此選項以裁切距離調整測試線。.

頁面上標記為1和2的位置會裁切兩條線。然後，你需要測量兩條線之間的準確距離並在距離調整部分下調整水平滑桿，用以匹配準確測量
的距離。調整過測量值後，距離校準值就會生效。你可以關閉校準界面並繼續隨意裁切。並不需要更多測試結果，因為更多的測試裁切也
一樣會在測試頁上產生相同的結果，測量結果與新調整的數值一致。此測試進行一次就可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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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進一步支援連絡資訊.
可通過以下途徑獲取進一步支援資訊：.

網站：www.silhouetteamerica.com
電郵：support@silhouetteamerica.com
電話：800.859.8243.(僅美國與加拿大免費)

Silhouette.America公司位於猶他州利海市，工作時間週一到週五，上午.
8時到下午5時.(山區時區.)。

本手冊中說明等可隨時變更，無需事先通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uly.2017,.11th.edition
Silhouette.America公司



Silhouette.Studio.Shortcuts

Paste in Front ctrl + f cmd + f

Duplicate ctrl + d cmd + d

Select All ctrl + a cmd + a

Deselect All ctrl + shift + a cmd + shift + a

Spelling F7 fn + F7

Preferences ctrl + k cmd + k

Save as ctrl + shift + s cmd + shift + s

Save to Library ctrl + alt + r ctrl + cmd + r

Close Document ctrl + w cmd + w

Quit ctrl + q cmd + q

Group ctrl + g cmd + g

Ungroup ctrl + shift + g cmd 
+ shift + g

Make 
Compound Path ctrl + e cmd + e

Release 
Compound Path ctrl + shift + e cmd + shift + e

Select v v

Edit Points a a

Line \ \

Rectangle r r

Rounded Rectangle shift + r shift + r

Ellipse e e

Polygon p p

Curve c c

Freehand f f

Smooth Freehand shift + f shift + f

Arc shift + a shift + a

Regular Polygon shift + p shift + p

Text t t

Eraser shift + e shift + e

Knife k k

Eyedropper i i

Eyedropper ctrl + click cmd + click

New Document ctrl + n cmd + n

Open Document ctrl + o cmd + o

Save Document ctrl + s cmd + s

Print ctrl + p cmd + p

Copy ctrl + c cmd + c

Paste ctrl + v cmd + v

Cut ctrl + x cmd + x

Undo ctrl + z cmd + z

Redo ctrl + shift + z cmd + shift + z

Pan Tool spacebar spacebar

Drag-zoom Tool z z

Fit to window ctrl + 1 cmd + 1

Duplicate Left ctrl + ! cmd + !

Duplicate Right ctrl + " cmd + "

Duplicate Above ctrl + # cmd + #

Duplicate Below ctrl + $ cmd + $

Mirror Left alt + shift + ! alt + shift + !

Mirror Right alt + shift + " alt + shift + "

Mirror Above alt + shift + # alt + shift + #

Mirror Below alt + shift + $ alt + shift + $

Rotate 1 Copy ctrl + shift + F1 cmd + 
shift + fn + F1

Rotate 2 Copies ctrl + shift + F2 cmd + 
shift + fn + F2

Rotate 3 Copies ctrl + shift + F3 cmd + 
shift + fn + F3

Rotate 5 Copies ctrl + shift + F5 cmd + 
shift + fn + F5

Row of 3 ctrl + shift + " cmd 
+ shift + "

Row of 4 ctrl + alt + " cmd + alt + "

Column of 3 ctrl + shift + $ cmd + shift + $

Column of 4 ctrl + alt + $ cmd + alt + $

Fill Page ctrl + shift + f cmd + shift + f

Show 
Design Page ctrl + shift + d cmd 

+ shift + d

Show Store ctrl + alt + s cmd + alt + s

Show Library ctrl + alt + l cmd + alt + l

Show Send Page ctrl + F2 cmd + fn + F2

Show Grid g g

Grid Panel ctrl + F4 cmd + fn + F4

Page Panel ctrl + F1 cmd + fn + F1

Print Border ctrl + shift + p cmd 
+ shift + p

Cut Border ctrl + shift + l cmd + shift + l

Center 
of Rotation o o

Registration 
Marks Window ctrl + F3 cmd + fn + F3

Media 
Layout View ctrl + shift + v cmd + shift + v

Registration Marks m m

Cut Style = Cut ctrl + t cmd + t

Cut 
Style = No Cut ctrl + shift + t cmd + shift + t

Ruler ctrl + r cmd + r

Crosshairs ctrl + h cmd + h

Edit Object Double Click Double Click

Scroll Left/Right ctrl + 
scroll wheel

cmd + 
scroll wheel

Zoom In/Out alt + 
scroll wheel

alt + 
scroll wheel

Bring to Front ctrl + shift + ] cmd + shift + ]

Send to Back ctrl + shift + [ cmd + shift + [

Bring Forward ctrl + ] cmd + ]

Send Backward ctrl + [ cmd + [

Weld ctrl + shift + w cmd 
+ shift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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