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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Cut Pro 10.1.2 具有哪些新功能？
Final Cut Pro 10.1.2 推出了新的功能和增强功能，如下所述。

改进媒体管理

新功能带来了更大的灵活性，您可以控制媒体管理。

 • 优化的媒体、代理媒体和渲染的媒体均可储存在资源库外您所选取的位置。

 • 轻松地从 Final Cut Pro 内删除优化的文件、代理文件和渲染文件。

 • 通过“资源库属性”检查器，可查看和设定媒体、缓存文件和资源库备份文件的储存位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76 页管理储存位置、第 369 页管理优化的媒体文件和代理媒体文件和第 372 页管
理渲染文件。

增强整理功能

Final Cut Pro 10.1.2 提供了简化的整理工具。

 • 现在您可以选择在浏览器中仅显示未使用的媒体。

 • 已使用的媒体指示器现可以与复合片段、多机位片段和同步片段配合使用。

 • 现在您可以将资源库列表中的事件按照日期或名称排序。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62 页在事件中查找片段和项目、第 62 页彩色线条表示事件片段和第 54 页合并、拆
分和排序事件。

支持专业的 4K 相机中动态范围较广的图像
 • 全新的 Apple ProRes 4444 XQ 编解码器是针对 4:4:4:4 图像源的 Apple ProRes 的最高质量版本
（包括 Alpha 通道），数据速率极高，能够保留当今最高质量的数码图像感应器中的每一处细节。请参阅
第 40 页支持的媒体格式和第 350 页支持的导出格式。

 • 您可以将标准的广播颜色空间（Rec. 709）实时外观应用到 ARRI、Blackmagic Design、Canon 和 Sony 
相机上的动态范围较高且色域较宽的视频镜头。请参阅第 340 页打开或关闭日志处理。

改进音频工作流程

使用这些增强功能来加速音频工作流程：

 • 您现在可以通过输入特定的 dB 值来调整片段或范围选择的相对或绝对音量。请参阅第 153 页调整音量。

 • Final Cut Pro 10.1.2 对同步片段时的速度和准确性都进行了改进。请参阅第 179 页同步音频和视频。

 • 全新的实时音频录制功能，能够自动进行倒计时，并将多个镜头自动分组到试演中。请参阅第 146 页录制画
外音和其他音频。

 • 全新的“基本环绕声”预置简化了环绕声音频的移动。请参阅第 157 页设定音频声相。

导入和导出功能

 • 通过 XML 1.4 将整个资源库导出和导入为单个 XML 文件。请参阅第 287 页使用 XML 传输项目和事件。

 • 当您从储存设备中导入媒体时，还可以从 Finder 标记中创建关键词。请参阅第 33 页从硬盘导入和
第 36 页导入时整理文件。

 • 快速导出包含 XDCAM 媒体的纯剪切项目。

Final Cut Pro 具有哪些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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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要功能

 • 现在您可以通过将媒体从 Finder 拖到浏览器来导入（而不是拖到资源库列表中的事件）。请参阅
第 33 页从硬盘导入。

 • 挪动时间线中的片段现在更像是滑动式编辑。请参阅第 102 页在时间线中排列片段。

 • 您现在可以拆开试演。请参阅第 259 页创建试演以测试片段。

Final Cut Pro 10.1 具有哪些新功能？
Final Cut Pro 10.1 推出了许多新功能和增强功能，如下所述。

性能和 Mac Pro 优化
Final Cut Pro 10.1 改进了以下性能：

 • 优化以在新 Mac Pro 上使用多个 GPU

 • HDMI 和 Thunderbolt 输出的帧尺寸高达 4K（UltraHD 和 DCI 4K）

 • 提高回放和渲染性能，以及更快地打开应用程序和项目

 • 改进同时修改大量片段或为其添加关键词的性能

 • 可针对 4K 项目缩放选定的字幕、效果和其他媒体内容

项目和媒体管理

增强了项目和媒体管理工具来提供：

 • 通过推出资源库来改善媒体管理，这是一种在单个容器中整理多个事件和多个项目的新方法

 • 项目快照：让您可快速返回特定项目的早期版本的按需备份

 • Final Cut Pro X 资源库外部的磁盘位置上的媒体文件储存，从而可在许多 SAN 的特定文件夹中访问您的
媒体

 • 直接将 MTS/M2TS 文件导出到 Final Cut Pro

 • 可向您直观显示项目中已有片段的已用片段范围指示器

 • 使用“媒体导入”窗口直接从 iOS 设备导入照片

 • 支持静止图像中的竖排/横排元数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8 页整理资源库概述、第 362 页媒体管理概述和第 75 页编辑概述。

回放和效果

Final Cut Pro 回放界面进行了重大改进，强大的新效果功能驱动您的工作流程。

 • 改进的重新定时让您比以往更轻松地设定自定速度，方法是直接在界面中键入帧速率。您还可以在特定

帧处创建跳跃剪切，一步替换和重新定时，以及重新定时片段且不波动时间线。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264 页重新定时片段概述。

 • 称为惯性相机的新防抖动方法已得到优化，可使包含移动和缩放等摄像机移动的视频素材平滑。“三角架

模式”可以创建静态摄像机的效果，如同摄像机是安装在三角架上。

 • 改进的光流算法使得重新定时和帧速率符合比以往更快。此外，对于配备两个 GPU 的 Mac，光流算法现在
可同时使用两个 GPU，速度相对于单个 GPU 而言提高了不止 2 倍。

 • 您现在可以为 Web 视频、数码标志或其他非标准帧尺寸创建自定项目分辨率。

 • “检视器”菜单中的新控制让您可在更好的回放质量和更高的回放性能之间切换。您还可以使用控制在代理

媒体和原始或优化的媒体之间切换。

 • 您现在可以在配备 Retina 显示屏的 MacBook Pro 上查看 2K 帧的所有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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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改进的编辑工具向您提供了比以往更具创造性的灵活性。

 • 直通编辑现在在所有类型的片段中都受支持。新的“接合片段”命令将从切割的时间线片段中移除剪切。

 • 对于多机位片段，您现在可以在时间线中分离其音频部分，以单独操纵音频和视频。您还可以在多机位片段

作为源时，在时间线中只编辑视频或音频。

 • 您可以在视频中单独在 J 剪切和 L 剪切中切割音频剪切。您现在可以在打开的拆分编辑中卷动音频。

 • 如果未在时间线中选择片段，则播放头上现在会出现一个白色圆点，表示哪个片段的属性显示在检查器中。

 • 现在移动带转场的片段更轻松。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75 页编辑概述。

共享

需要导出项目时，多个新“共享”选项可用：

 • 您可以将制作好的 4K 视频直接共享到 YouTube。

 • 您可以将视频直接共享到中国的视频共享网站：优酷和土豆。

 • 您可以收到有关共享项目的状态的通知。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47 页共享项目概述。

音频

音频渐变控制柄已添加到时间线中的各个音频通道。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55 页使音频淡入或淡出。

第三方支持

Final Cut Pro 10.1 还具有多个新的第三方支持选项：

 • 开发者可利用新的 API 来自定“共享”操作。

 • FXPlug 3 已更新，可以设计自定效果界面。

 • 效果参数、字体和文本大小信息现在保留在 XML 文件中。

通用应用程序

您现在可以隐藏浏览器，以释放更多屏幕区域用于较大视频图像所改进的色彩分级和其他操作。

Final Cut Pro 10.0.6 具有哪些新功能？
Final Cut Pro 10.0.6 包括下面将详细介绍的众多新功能和增强功能。

高级多通道音频编辑

Final Cut Pro 会自动根据片段的通道配置方式，将音频通道分组为音频组件。您现在可以展开片段的音频部
分，以在单个通道层次查看和编辑音频组件。您现在可以采用各种方式编辑音频组件，包括以下任意一种方式：

 • 调整音量或声相。

 • 停用或删除音频组件内的范围，以快速编辑不想要的声音。

 • 应用和调整音频效果。

 • 在多机位片段中添加或移除音频组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49 页音频编辑概述。

简化共享和导出

在 Final Cut Pro 10.0.6 中共享您的已完成作品更轻松、更灵活。目的位置—预先配置的导出设置集—可让您
快速将某个项目或片段发布到共享的网站，将其导出以在 iPad 或 iPhone 上观看，或将其刻录到光盘。Final 
Cut Pro 附带了多种目的位置，您也可以修改目的位置并创建新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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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简化的共享工作流程包括以下这些增强功能： 

 • 简化并整合的菜单，可让您轻松的填充自定目的位置

 • 可重用目的位置捆绑包，可让您一次共享到多个输出格式和位置

 • 自动共享项目和片段元数据，并能够自定已共享的元数据

 • 支持例如 YouTube 视频共享网站的多个帐户

 • 使用 GPU 和后台处理提高共享和导出速度

 • 共享时间线某个项目中或浏览器某个片段中的所选范围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47 页共享项目概述。

统一导入

新的统一“媒体导入”窗口简单易用，提供一个地方来满足所有导入需求。Final Cut Pro 10.0.6 为连接的摄像
机和设备（基于文件和基于像带）提供专用区域，并提供一个新的“个人收藏”部分，在这里您可以添加经常使用

的文件夹以用于从硬盘或外置驱动器导入文件。其他新导入功能包括列表视图，用于查看来自基于文件的摄像

机中的单个片段内的多栏元数据和多个范围选择，以及完整的归档管理工具。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 页导入概述。

双检视器

事件检视器是显示在主检视器旁边的单独视频显示器，以便可比较镜头来匹配操作和颜色。在打开事件检视器

和检视器时，您可以同时显示两个片段：浏览器中的片段和时间线中的片段，其中每个都具有自己的视频范围显

示器。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71 页在事件检视器中回放和浏览媒体。

原生 REDCODE RAW (R3D) 支持
Final Cut Pro 10.0.6 提供对 REDCODE RAW (R3D) 文件的原生支持。您现在可以直接导入 RED 文件、进行
非破坏性 RAW 设置调整以及将此类调整存储为元数据，所有这些全都在 Final Cut Pro 内完成。这可让您利
用 REDCODE RAW 源文件中包含的完整界限和动态范围。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1 页导入和调整 REDCODE RAW 视频文件。

改进范围选择

现在，点按其他位置时，片段的开始点和结束点在浏览器中保持不动。您还可以在一个或多个片段中创建多个

范围选择。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81 页选择一个范围和第 83 页管理事件片段中的多个范围选择。

其他重要功能

 • 章节标记和章节标记缩略图可让您直接在 Final Cut Pro 内准备章节及其表示的标志帧图像，从而输出到 
DVD、Blu-ray 光盘、iTunes、QuickTime Player 和 Apple 设备。

 • 新的“粘贴属性”窗口是功能强大的方法，用于在片段之间传输特定效果和其他设置。

 • 现在，您可以使用单个键盘快捷键轻松快捷地添加静帧。

 • 标题制作得到大幅改进，包括支持 Motion 中的新标题标记功能。

 • 灵活连接点改善了滑移、滑动或移动主要故事情节中的片段时，对连接的片段的手动控制。

 • 新复合片段体系结构使得更易于在多个项中重复使用复合片段，并且提高了性能。

 • 现在可以使用第三方插件来导入和导出 MXF 文件。有关支持的媒体文件列表，请参阅第 40 页支持的媒体
格式。

 • Final Cut Pro 10.0.6 提供了更强的变形媒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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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Cut Pro 10.0.3 具有哪些新功能？
Final Cut Pro 10.0.3 包括下面详细介绍的主要新功能和增强功能。

多机位编辑

您现在可以使用多机位片段实时编辑来自多机位拍摄的素材或其他同步素材。在 Final Cut Pro 中处理多机位片段
是一个灵活和流畅的过程。在检视器中播放活跃角度时，您也可以同时在角度检视器中查看所有正在播放的角度，

然后在其间轻松剪切和切换。您可以根据多种媒体源创建多机位片段，然后在编辑流程中修改现有多机位片段。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88 页多机位编辑概述。

音频/视频输出
您现在可以将电脑连接到外部视频监视器以实现音频和视频 (A/V) 输出。除了向您显示视频和音频 NTSC/PAL 
或 HD 广播监视器上的外观和声音之外，此功能还允许您使用更高级的设备测试输出，如矢量显示器和波形监 
视器。

音频/视频输出仅在 OS X Lion v10.7.2 或更高版本中提供，并且需要兼容的视频接口硬件和软件。 
FireWire DV 设备不受支持。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设备制造商或访问 Final Cut Pro X 资源网页 
http://www.apple.com/cn/finalcutpro/resources。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72 页在外部视频监视器中查看回放。

手动将片段重新链接到媒体文件

您现在可以手到将事件片段和项目片段重新链接到媒体文件。手动重新链接让您可更好地控制后期制作工作流程。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66 页将片段重新链接到媒体文件。

其他重要功能

 • 现在可编辑分层图形文件（如 Adobe Photoshop (PSD) 文件），以便在时间线中每个层都显示为连接的片段。

 • 高级抠像器控制现在可用。

 • 设置关键帧控制在视频和音频动画编辑器中得到改进。

Final Cut Pro 10.0.1 具有哪些新功能？
Final Cut Pro 10.0.1 包括众多新功能、增强功能和更改。下面将介绍最重要的功能。

角色

您可以使用新角色元数据标签整理事件和项目中的片段，控制时间线的外观，以及导出单独视频或音频文件 
（也称为媒体符干），供广播传送、音频混音或后期制作。例如，您可以将角色导出作为组合多轨道 QuickTime  
文件中的媒体符干，或作为单独的音频或视频文件。在导出期间，可以针对音频通道分配单声道、立体声或环绕声

输出。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79 页角色概述和第 386 页“目的位置”偏好设置。

储存区域网络 (SAN) 位置
您现在可以添加网络宗卷作为事件和项目的储存位置。在 Final Cut Pro 中移除 SAN 位置时，网络上的其他用户
可以处理储存在这些位置的事件和项目。

XML 导出和导入
Final Cut Pro 现在支持 XML 导入和导出，以便与不识别 Final Cut Pro 项目和事件的系统和第三方应用程序互
传项目和事件信息。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87 页使用 XML 传输项目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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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Final Cut Pro？

Final Cut Pro X 是革命性的应用程序，可用于创建、编辑和制作最高品质的视频。Final Cut Pro 将高性能数
码编辑和对几乎任何视频格式的原生支持与易于使用且节省时间的功能相结合，从而让您重点关注故事情节。

在 Final Cut Pro 中，您可以：

 • 从未压缩的标准清晰度视频到 HDV、DVCPRO HD 和 未压缩的高清晰度视频，以及基于文件的格式
（如 AVC-Intra、AVCHD 和 XDCAM HD），这些内容您都可以编辑。

 • 回放和浏览分辨率独立媒体，多达 1920 x 1080、2K、4K 甚至 5K 分辨率。您也可以用全屏幕播放视频或在
第二台显示器上播放视频。

 • 使用磁性时间线轻松编排片段，磁性时间线可以流畅地调整您所拖移片段周围的片段以消除空隙、冲突和同

步问题。

 • 使用整套专业的编辑和修剪工具快速编辑。使用内嵌的“精确度编辑器”对编辑进行精确调整。

 • 让 Final Cut Pro 分析您的视频并非破坏性地修复常见问题，如摄像机摇晃、嗡嗡声过多或响度问题。您还
可以让 Final Cut Pro 检测人物存在与否或拍摄类型，并自动应用关键词，如“一个人物”或“宽镜头”。

 • 使用“关键词精选”（会基于关键词自动将片段分组）和“智能精选”（会基于您指定的条件自动将片段分组）

来整理您的媒体。

 • 使用试演来尝试您项目中的片段（试演是交替镜头、效果或文本处理的集合），然后选取适用于编辑的最佳

片段。

 • 创建复合片段，使任何片段组合分组在一起，以及将片段嵌套在其他片段中。 

 • 使用连接的片段和故事情节来将转移镜头、叠加字幕和声音效果添加到您的项目。连接的片段和故事情节

始终会保持同步。

 • 给视频、音频和照片添加特殊效果，并使用关键帧和屏幕控制调整它们。您还可以更改片段速度来创建快动

作或慢动作效果。

Final Cut Pro 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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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动平衡并匹配颜色，或使用颜色校正工具来精确地控制您项目中任何片段的外观。

 • 将您的项目直接发布到网站，如 YouTube 和 Facebook，或者将您的项目发送到 iTunes 以与 Apple 设备
（如 iPhone、iPad 和 Apple TV）同步。

什么是资源库？
在 Final Cut Pro 10.1 或更高版本中，您可以在资源库中整理您的作品。资源库在同一位置包含多个事件和 
项目。首次打开 Final Cut Pro 10.1 时，它会在“影片”文件夹中创建一个资源库文件。当您创建新的项目或事
件时，项目或事件会自动包括在活跃的资源库中。资源库记录着您的所有媒体文件、编辑决定以及相关联的元

数据。

LibraryLibrary Library Library

Clip Clip Clip

Event Event

Clip Clip Project Project Project Project

Event

您可以同时打开多个资源库，并轻松地在资源库之间拷贝事件和项目。这使得将媒体、元数据以及具有创意的

作品移动到其他系统以在移动设备上进行处理、协同编辑或归档变得简单而迅速。您可以根据需要打开和关闭

资源库，这样就不必同时打开太多的资源库。

以下概念对于理解处理资源库十分重要。

被管理的媒体和外部媒体

导入到特定资源库中的媒体储存在资源库内部，这种媒体称为被管理的媒体。媒体也可被导入或拷贝到连接的

宗卷上的任何位置，并与资源库链接，这种媒体称为外部媒体。多个用户可以即时访问共享储存设备上的此外

部媒体。

如果想要共享访问权限，您可以随时将被管理的媒体变成外部媒体；同样为了方便传输或归档，您也可以将外

部媒体归整为被管理的媒体。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68 页整合项目、事件和资源库。

生成的媒体

渲染文件、优化的文件、代理文件以及分析文件统统视为生成的媒体，因为在导入原始媒体后，系统会在后台

创建这些文件。您可以将生成的媒体储存在 Final Cut Pro 资源库内，或储存在资源库检查器中定义的外部位
置。例如，若要更有效地管理大型设备中的媒体，您可以将生成的媒体放在 SAN 上，或放在资源库外部的储存
设备上。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76 页管理储存位置。

若要缩小资源库的大小，以及更加快速地移动、拷贝或归档资源库，您可以通过一步操作来删除生成的所有媒

体（代理文件、优化文件的或渲染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69 页管理优化的媒体文件和代理媒体文
件和第 372 页管理渲染文件。

【注】默认情况下，在资源库之间拷贝项目不会拷贝相关的代理文件、优化的文件或渲染文件，因为系统可以很

快地重新生成这些文件。然而，在将项目拷贝到其他资源库时，您可以选择将代理或优化媒体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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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Cut Pro 工作流程概述
为了帮助您了解各种可能性，下面说明了使用 Final Cut Pro 来合成影片的整个过程。您不必执行每个步骤， 
但是可能需要执行一些未列出的操作。工作流程也不一定是线性的。例如，您可以完整执行编辑和添加效果 
操作，然后再为您的项目导入更多新媒体。

将媒体导入 Final Cut Pro
若要使用 Final Cut Pro，您需要将您的媒体（视频、音频和静止图像）从录制设备传输到您的电脑或外置磁
盘。您可以从多种摄像机和其他设备或其他应用程序（如 iMovie）导入媒体。

整理媒体

Final Cut Pro 会自动将您导入的媒体整理进事件中。事件与可存放数十、数百甚至数千的视频片段、音频片段
和静止图像以及项目的文件夹类似。在 Final Cut Pro 中，您的媒体会显示为片段，它会链接到储存在磁盘上的
媒体文件。您可以重新整理片段，方法是创建事件或给事件重新命名，以及在事件间移动片段。例如，您可以将

为某个特定客户拍摄的所有媒体创建为一个事件。

检查素材时，可轻松将片段评分为“个人收藏”或“已拒绝的”。这些评分便于重点关注最佳素材。Final Cut Pro 
还提供其他实用管理工具，如关键词精选和智能精选。

创建项目并将片段添加到其中。

项目是您使用事件和 Final Cut Pro 媒体浏览器中的片段所创建的影片。通过将片段添加到时间线上，就可以
开始创建您的影片了。所有编辑都在项目中进行；原始媒体文件保持不变（这称为非破坏性编辑）。

排列和编辑片段

现在您的影片才真正开始成形。若要编排粗剪，可重新排列和修剪时间线中的片段。您也可以使用试演来尝试

不同片段。使用连接的片段和故事情节来将转移镜头、字幕、背景音乐和声音效果添加到项目中。创建复合片

段，使任何片段组合分组在一起，以及将片段嵌套在其他片段中。通过为每个主要部分创建独立的复合片段，可

以简化复杂的项目。 

添加效果和转场

从 Final Cut Pro 媒体浏览器中的大量精选视频和音频效果中添加特殊效果。为电影提供字幕和摄制人员名
单，并应用视频或音频转场。调整片段速度设置来创建快动作或慢动作效果。 

若要进一步润饰您的项目，可以用“精确度编辑器”微调剪切和转场，对视频和音频效果设定关键帧，校正颜色

以及合成运动图形。

共享您的影片

项目完成后，您可以直接从 Final Cut Pro 将影片发布到网上，或将其发送到 iTunes、iPhone、iPad、iPod 或 
Apple TV。您也可以刻录光盘分发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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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Cut Pro 界面概述
Final Cut Pro 窗口有三个主区域：

Viewer: Play back 
clips and projects.

Browser: Access all 
the source media you import.

Magnetic Timeline: Edit your 
movie in this area.

在资源库列表和浏览器中整理媒体

您导入的媒体在资源库的事件中可用。（事件就像包含片段和项目的文件夹。）

在资源库中选择事件时，它的片段和项目会显示在右边的浏览器中。

Browser: View and sort clips 
and projects in the selected event.

Libraries list: Select an event 
to view its media on the right.

您可以随时随意重新整理您的媒体，并且可以使用资源库列表和浏览器来管理和评分导入的媒体，给它们排序，

以及给它们添加关键词。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8 页整理资源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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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视器中回放片段和项目

检视器是您回放视频（包括具有高达 1920 x 1080、2K、4K 甚至 5K 分辨率的片段和项目）的地方。您可以在
全屏幕视图中或在第二台显示器上回放事件、项目或单个片段。借助事件检视器（显示在主检视器旁边的单独

视频显示），您可以同时显示两个片段：一个位于浏览器，一个位于时间线。有关媒体的播放方法的信息，请参阅

第 67 页回放媒体。

Resolution-independent playback: 
Play back video files up to 5K.

Full-screen playback: 
Play your video full screen, 

or on a second display.

Onscreen controls: 
Adjust effects such as 

Transform, Crop, and Distort.

Dual viewers: Display event clips 
and project clips side by side.

您也可以使用屏幕控制（在检视器中叠加在视频上）来调整各式效果和转场的设置。

在磁性时间线中编辑项目

Final Cut Pro 窗口的底部部分包含时间线，通过添加和排列片段并进行所有编辑，可在其中创建影片。 
Final Cut Pro 中的时间线会以“磁性”方式调整片段，以使其与被拖到位置周围的片段相适合。如果您将片段
拖出某个位置，则紧邻的周围片段会填充出现的空隙。

Final Cut Pro 项目会存放您最终影片的全部信息，包括您的编辑决定以及到所有源片段和事件的链接。有关
编辑项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85 页添加片段概述和第 102 页在时间线中排列片段。

Toolbar: Perform 
common tasks by 
clicking a button.

Connected clips: Add titles and 
cutaway shots. In the Magnetic 
Timeline, everything stays in sync.

Audio clips: Add music 
and sound effects as 
connected clips.

Primary storyline: Add and 
arrange clips to construct 
your mo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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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文件和片段
将媒体导入 Final Cut Pro 资源库后，代表源媒体文件的片段显示在浏览器中。较大的事件可能容纳了多个 
片段。

媒体文件是用于创建项目的原始素材。媒体文件是硬盘上的视频、音频、静止图像或图形文件，它包含了从摄 
录机或录制设备传输的素材，或在电脑上原创的素材。媒体文件可以包含多个视频和音频组件。因为媒体文件 
（尤其是视频文件）通常较大，所以使用大量素材的项目需要用一个或多个高容量的硬盘。

片段表示您的媒体，但是片段本身不是媒体文件。项目中的片段仅指向（链接到）硬盘上的源媒体文件。修改片

段时，不是修改媒体文件，而只是修改项目中的片段信息。这称为非破坏性编辑，因为您在 Final Cut Pro 中应
用到片段的所有更改和效果永远不会影响到媒体本身。修剪或删除的部分片段仅从项目移除，而不从资源库中

的源片段或硬盘上的源媒体文件中移除。

Project 2

Toy1

Browser clips

Media files on your hard disk

Project 3Project 1

Toy1.mov

Toy1

Toy1To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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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概述
将媒体导入 Final Cut Pro 是制作影片的第一步。

 在 Final Cut Pro 中，您可以：

 • 从基于文件（无像带）的摄像机或设备导入

 • 从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导入

 • 从基于像带的摄录机或设备导入

 • 从 iMovie 导入

 • 从 iPhoto 和 Aperture 导入

 • 从 iTunes 导入

 • 从硬盘导入

 • 从摄像机归档导入

导入期间，将媒体分配给事件。您还可以针对各种问题进行媒体转码和媒体分析，如颜色平衡、存在人物和镜头

类型以及音频问题。

导入片段（视频、音频或静止图像）时，Final Cut Pro 会将五个默认角色之一分配给每个片段的视频和音频组
件：“视频”、“字幕”、“对话”、“音乐”和“效果”。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80 页查看和重新分配角色。

如果您想要快速备份媒体（而不是花时间导入），则可以创建归档。

导入媒体

67% resize factor



 第 3 章：导入媒体 22

如果是首次导入
首次打开 Final Cut Pro 时，它不包含任何媒体，而是包含一个带单个事件的资源库。您可以使用事件快速从硬
盘或直接从连接的摄像机导入媒体，然后创建项目以开始编辑。

将媒体导入空事件

 m 若要从连接的摄像机或硬盘导入文件：点按“导入媒体”按钮，然后遵循以下说明：从连接的基于文件的摄像机

导入文件、从硬盘导入文件、从基于像带的摄像机导入文件或者从摄像机归档导入文件。

 m 若要创建新项目：选取“文件”>“新建”>“项目”，然后按照循创建新项目的说明进行操作。

从连接的摄像机导入

从基于文件的摄像机导入
基于文件的摄录机和摄像机可录制视频、音频和静止图像。这类设备将录制到基于闪存的储存介质、硬盘驱动

器 (HDD) 等，通常通过 Thunderbolt 或 USB 电缆连接到电脑。部分设备具有可插入电脑的可移动内存卡。

如果基于文件的设备提供片段跨区功能，则可将所有媒体导入为一个跨区片段。

若要检查您的摄像机是否兼容 Final Cut Pro，请转至 Final Cut Pro X 支持的摄像机网页 
http://help.apple.com/finalcutpro/cameras。

从基于文件的摄录机、摄像机或设备导入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使用设备附带的电缆将摄录机、摄像机或设备连接到电脑，然后将其开启。

如果使用的是摄录机，请将摄录机设定为“PC 连接”模式。（您设备上的此传输模式可能具有不同的名称。）
如果在摄录机连接到电脑时以回放模式开启摄录机，则摄录机可能会自动进入“连接”模式。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摄录机附带的文稿。

【注】将 DVD 摄录机连接到 Mac 可能会使“DVD 播放程序”应用程序打开。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只需关
闭“DVD 播放程序”即可。

 • 从摄录机或设备中取出内存卡，然后将其插入 Mac 上的卡插槽（如果有）或插入外部读卡器。

有关内存卡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9 页关于内存卡和电缆。

【注】部分摄像机需要您下载和安装额外的软件插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摄像机随附的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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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若要打开“媒体导入”窗口，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导入”>“媒体”（或按下 Command-I）。

 • 点按工具栏左侧的“导入媒体”按钮。

 3 如果需要，从左侧的“摄像机”部分中选择摄录机、摄像机或设备。

“媒体导入”窗口显示设备上的所有媒体。在此窗口中，通过使用回放控制播放或通过在连续画面上向前或向

后移动指针来浏览，可预览媒体。 

Change the way clips appear 
using these controls.

The media on the 
device appears here.

Playback controls

【注】大多数现代数码摄像机都可交替拍摄静止图像和视频。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摄像机中的视频片段和静止

图像会在“媒体导入”窗口中并排显示。

 4 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更改要从中导入的设备：点按“摄像机”部分中的设备。

 • 若要更改片段显示方式：点按“媒体导入”窗口右下角的“片段外观”按钮。

 • 若要在连续画面视图和列表视图之间切换：点按“媒体导入”窗口底部的“列表视图”按钮和“连续画面视

图”按钮。（仅限连接的基于文件的摄像机和摄像机归档。）

【注】在列表视图中选择一个片段时，所选片段的连续画面将显示在浏览器顶部。连续画面完全交互，因此

可用于访问开始点和结束点、标记和关键词。

 • 若要按数据对列表视图中的片段进行排序，如时间长度、创建日期、评分、关键词等：点按列表视图顶部的栏

标题。有关列表视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3 页从硬盘导入。

 • 若要将常用媒体文件夹添加到“个人收藏”部分：从列表视图中拖移它们。

若要从“个人收藏”部分移除文件夹，请按住 Control 键点按该文件夹，然后在快捷菜单中选取“从边栏中 
移除”。

 • 若要在导入开始后自动关闭“媒体导入”窗口：选择“开始导入后关闭窗口”复选框。

 • 若要通过拖移将文件夹添加到列表视图：将文件夹从 Finder 拖到列表视图，并在列表视图中浏览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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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导入所有片段：点按“全部导入”。

 • 若要仅导入部分片段：通过按住 Command 键点按每个片段，选择要导入的每个片段，然后点按“导入所选
项”（“导入”按钮将变成其名称）。

【提示】若要选择几个相邻的片段，可以在这些片段周围拖移，以将它们框在选择矩形中。

 • 若要导入片段部分：在该连续画面内拖移以选择您想要的范围，然后点按“导入所选项”。您还可以在每个片

段中选择多个范围。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81 页选择一个范围。

【提示】您还可以选择一个片段，按下空格键以播放片段，然后按下 I 键以设定开始点，或者按下 O 键以设定
结束点。

 6 在出现的窗口中，选取要在资源库中整理导入的媒体的方式：

 • 若要将导入的片段添加到现有事件：选择“添加到现有事件”，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该事件。

 • 若要创建新事件：选择“创建新事件，位于：”，并使用弹出式菜单选取要在其中创建事件的资源库，然后在文

本栏中键入名称（例如，“克里斯和金的婚礼”）。

若要了解有关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8 页整理资源库概述。

【注】您可以通过“资源库属性”检查器为每个资源库设定储存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76 页管理储存
位置。

 7 如果您想要创建优化的媒体或代理媒体、分析视频或者分析音频，请在“转码”、“关键词”、“视频”和“音频” 
部分中选择相关的复选框。

如果未将 Final Cut Pro 设定为在导入过程中分析媒体，则可以在浏览器中稍后分析媒体（如果需要）。

【注】部分导入选项仅在您从储存设备中导入文件时可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6 页导入时整理文件和
第 33 页从硬盘导入。

 8 点按“导入”。

默认情况下，点按“导入”时，将关闭“媒体导入”窗口。您可以开始在浏览器中处理片段。Final Cut Pro 将在后台
导入媒体。

如果在上一步中选择了选项，Final Cut Pro 将在完成导入过程后进行文件转码和优化。您可以在“后台任务” 
窗口中查看导入和其他后台任务的进度。 

 9 后台任务完成时，断开摄录机、摄像机或设备。

您可以从基于文件或基于像带的摄像机或设备中创建归档。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77 页创建和管理摄像机
归档。

重新导入片段

两种情况需要重新导入片段。

 • 如果未完全导入片段：如果在完成导入前取消或退出 Final Cut Pro，片段左下角将显示“摄像机”图标。此图
标表示 Final Cut Pro 正在使用摄像机上的媒体进行回放（而不是使用导入期间创建的 QuickTime 文件）。

Camera icon

若要播放含“摄像机”图标的片段，Final Cut Pro 将在连接的摄像机上或连接的可用摄像机归档中查找媒体。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5 页访问归档或磁盘映像上的媒体。）如果 Final Cut Pro 不能在其中一个位置
找到媒体，片段将离线并显示“缺少摄像机”警告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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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片段的源媒体文件不可用：如果移动或删除片段的源媒体文件，或者从电脑断开所在的宗卷，片段上将显

示“缺少文件”图标。若要恢复片段，可以重新导入它。

有关警告图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80 页提醒图标。

重新导入片段时，Final Cut Pro 将自动连接到所需的摄像机或摄像机归档。重新导入前，无需手动装载摄像机
归档。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将包含片段的摄像机连接到电脑，然后开启它。这将使片段上线，但片段仍将在左下角显示“摄像机”图标。

 • 将包含片段的内存卡插入电脑或连接的读卡器。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9 页关于内存卡和电缆。

 • 确定包含片段的摄像机归档位于其中一个 Final Cut Pro 摄像机归档中。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77 页创建和管理摄像机归档。

 2 在 Final Cut Pro 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重新导入一个片段：在浏览器中选择片段。

 • 若要重新导入事件中的所有片段：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该事件。

 3 选取“文件”>“导入”>“从摄像机/归档重新导入”。

这将重新导入片段。

导入跨区片段
部分具有多个内存卡插槽的基于文件的摄录机或设备可将一个镜头录制到多个内存卡上。产生的结果称为跨区

片段。

将跨区片段导入 Final Cut Pro 的较好方法是将摄像机或读卡器连接到本地系统，然后针对每个存储卡创建一
个摄像机归档。在准备好导入跨区片段之前，可以将摄像机归档储存在本地系统或外部储存设备上。（即使要立

即导入跨区片段，制作摄像机归档也很有用，以便具有组成跨区片段的素材备份。）然后，在准备好导入时，可以

装载所有摄像机归档并导入跨区片段。

针对每个内存卡创建一个摄像机归档

 1 将摄录机或摄像机连接到电脑并将其开启，或者将读卡器和内存卡连接到电脑。如果要将摄像机归档存储到外
部储存设备，另请连接该设备。

【注】部分摄像机需要您下载和安装额外的软件插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摄像机随附的文稿。

 2 在 Final Cut Pro 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导入”>“媒体”（或按下 Command-I）。

 • 点按工具栏左侧的“导入媒体”按钮。

这将出现“媒体导入”窗口。 

 3 从左侧的摄像机列表中选择要归档的内存卡。

 4 点按窗口左下角的“创建归档”按钮。

 5 在“将摄像机归档创建为”栏中，键入归档的名称。

 6 从“目的位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用来存储归档的位置，然后点按“好”。

【注】若要保护媒体，建议您将归档存储到 Final Cut Pro 所使用媒体文件的储存磁盘或分区之外的磁盘或 
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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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重复步骤 3-6，以为每个包含跨区片段的一部分的内存卡创建摄像机归档。

有关创建摄像机归档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77 页创建和管理摄像机归档。

导入跨区片段

 1 如果您想要导入的媒体位于外部储存设备或内存卡上，请将设备连接到电脑并打开设备。

 2 若要打开“媒体导入”窗口，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导入”>“媒体”（或按下 Command-I）。

 • 点按工具栏左侧的“导入媒体”按钮。

 3 在“媒体导入”窗口左侧的“设备”部分中，选择包含跨区片段摄像机归档的电脑硬盘、连接的外部储存设备或内
存卡。

 4 使用窗口底部的列表视图导航到并打开摄像机归档。

【重要事项】如果组成跨区片段的摄像机归档不是全都可用，则可以单独导入每个摄像机归档。跨区片段的每

个部分都将作为单独片段导入 Final Cut Pro。

如果跨区片段的所有部分均可用，则所有装载的摄像机归档都将显示一个时间长度相同的片段。一个指明跨区

片段已完成的图标会显示在跨区片段上。

如果缺少一个或多个摄像机归档，一个图标将显示在跨区片段上，指示跨区片段的哪个部分可用：是开头、中间

还是结尾。您可以选择每个摄像机归档以查看不同图标。

Indicates that all 
portions of the spanned 
clip are available.

Indicates that the end 
portion of the spanned 
clip is available.

Indicates that the 
beginning portion of the 
spanned clip is available.

Indicates that the middle 
portion of the spanned 
clip is available.

 5 点按“全部导入”以导入跨区片段。

 6 选取在资源库中整理导入的媒体的方式：

 • 若要将导入的媒体添加到现有事件：选择“添加到现有事件”，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该事件。

 • 若要创建新事件：选择“创建新事件，位于：”，并使用弹出式菜单选取要在其中创建事件的资源库，然后在文

本栏中键入名称（例如，“克里斯和金的婚礼”）。

若要了解有关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8 页整理资源库概述。

【注】您可以通过“资源库属性”检查器为每个资源库设定储存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76 页管理储
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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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如果您想要创建优化的媒体或代理媒体、分析视频或者分析音频，请在“转码”、“关键词”、“视频”和“音频”
部分中选择相关的复选框。

如果未将 Final Cut Pro 设定为在导入过程中分析媒体，则可以在浏览器中稍后分析媒体（如果需要）。

【注】部分导入选项仅在您从储存设备中导入文件时可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6 页导入时整理文件和
第 33 页从硬盘导入。

 8 点按“导入”。

默认情况下，点按“导入”时，将关闭“媒体导入”窗口。您可以开始在浏览器中处理片段。Final Cut Pro 将在后
台导入媒体。

如果在上一步中选择了选项，Final Cut Pro 将在完成导入过程后进行文件转码和优化。您可以在“后台任务”
窗口中查看导入和其他后台任务的进度。 

从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导入
从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导入媒体与从基于文件的摄录机、摄像机或设备导入媒体相同。

从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导入
 1 使用附带的基座接口转 USB 电缆将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连接到电脑。（如果打开了其他应用程序，

请关闭它。）然后打开并解锁设备。

 2 在 Final Cut Pro 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导入”>“媒体”（或按下 Command-I）。

 • 点按工具栏左侧的“导入媒体”按钮。

这将出现“媒体导入”窗口。

 3 如果需要，从左侧的“摄像机”部分中选择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媒体导入”窗口显示设备上的所有媒体。在此窗口中，通过使用回放控制播放或通过在连续画面上向前或向

后移动指针来浏览，可预览媒体。 

您也可以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更改要从中导入的设备：点按“摄像机”部分中的设备。

 • 若要更改片段显示方式：点按“媒体导入”窗口右下角的“片段外观”按钮。

 • 若要在连续画面视图和列表视图之间切换：点按“媒体导入”窗口底部的“列表视图”按钮和“连续画面视

图”按钮。（仅限连接的基于文件的摄像机和摄像机归档。）

【注】在列表视图中选择一个片段时，所选片段的连续画面将显示在浏览器顶部。连续画面完全交互，因此

可用于访问开始点和结束点、标记和关键词。

 • 若要按数据对列表视图中的片段进行排序，如时间长度、创建日期、评分、关键词等：点按列表视图顶部的栏

标题。有关列表视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3 页从硬盘导入。

【提示】如果 iPhone、iPad 或 iPod 同时包含视频片段和静止图像，并且您想要查看一种或另一种，请点
按“文件类型”栏标题，以分开视频片段和静止图像。

 • 若要将常用媒体文件夹添加到“个人收藏”部分：从列表视图中拖移它们。

若要从“个人收藏”部分移除文件夹，请按住 Control 键点按该文件夹，然后在快捷菜单中选取“从边栏中 
移除”。

 • 若要在导入开始后自动关闭“媒体导入”窗口：选择“开始导入后关闭窗口”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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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通过拖移将文件夹添加到列表视图：将文件夹从 Finder 拖到列表视图，并在列表视图中浏览其内容。

 4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导入所有片段：点按“全部导入”。

 • 若要仅导入部分片段：通过按住 Command 键点按每个片段，选择要导入的每个片段，然后点按“导入所选
项”（“导入”按钮将变成其名称）。

【提示】若要选择几个相邻的片段，可以在这些片段周围拖移，以将它们框在选择矩形中。

 • 若要导入片段部分：在该连续画面内拖移以选择您想要的范围，然后点按“导入所选项”。您还可以在每个片

段中选择多个范围。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81 页选择一个范围。

【提示】您还可以选择一个片段，按下空格键以播放片段，然后按下 I 键以设定开始点，或者按下 O 键以设
定结束点。

 5 在出现的窗口中，选取要在资源库中整理导入的媒体的方式：

 • 若要将导入的片段添加到现有事件：选择“添加到现有事件”，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该事件。

 • 若要创建新事件：选择“创建新事件，位于：”，并使用弹出式菜单选取要在其中创建事件的资源库，然后在文

本栏中键入名称（例如，“克里斯和金的婚礼”）。

若要了解有关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8 页整理资源库概述。

【注】您可以通过“资源库属性”检查器为每个资源库设定储存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76 页管理储
存位置。

 6 如果您想要创建优化的媒体或代理媒体、分析视频或者分析音频，请在“转码”、“关键词”、“视频”和“音频”
部分中选择相关的复选框。

如果未将 Final Cut Pro 设定为在导入过程中分析媒体，则可以在浏览器中稍后分析媒体（如果需要）。

【注】部分导入选项仅在您从储存设备中导入文件时可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6 页导入时整理文件和
第 33 页从硬盘导入。

 7 点按“导入”。

默认情况下，点按“导入”时，将关闭“媒体导入”窗口。您可以开始在浏览器中处理片段。Final Cut Pro 将在后
台导入媒体。

如果在上一步中选择了选项，Final Cut Pro 将在完成导入过程后进行文件转码和优化。您可以在“后台任务”
窗口中查看导入和其他后台任务的进度。 

 8 后台任务完成时，断开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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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码静态相机导入
您可以从数码静态相机导入视频和静止图像。以下步骤介绍如何将视频和静止图像直接导入 Final Cut Pro。
您还可以将照片导入 Aperture 或 iPhoto，然后通过 Final Cut Pro 中的照片浏览器访问照片。

若要检查您的摄像机是否兼容 Final Cut Pro，请转至 Final Cut Pro X 支持的摄像机网页 
http://help.apple.com/finalcutpro/cameras。

从数码静态相机导入静止图像片段和视频片段

 1 使用相机附带的电缆将相机连接到电脑，然后将其开启。

如果摄像机未显示在“媒体导入”窗口左侧（“摄像机”或“设备”部分）中，请取出摄像机的内存卡，然后将其插

入 Mac 上的卡插槽（如果有）或插入外部读卡器。

 2 在 Finder 中，在相机文件夹中找到 DCIM 文件夹，然后找到静止图像或视频文件。这些文件可能位于 DCIM 
文件夹中，或者位于下一层或下两层的文件夹中。设备和文件结构会因型号和制造商而异。

 3 在 Final Cut Pro 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导入”>“媒体”（或按下 Command-I）并遵循第 33 页从硬盘导入中的说明。

 • 将文件从 Finder 拖到 “Final Cut Pro” 中的事件或时间线中。这些文件将使用您在“导入”偏好设置中配
置的导入设置导入。请参阅第 33 页从硬盘导入。

导入后，可能具有您想要用于替换视频的音轨的单独音频文件。为此，可以自动同步视频和音频片段。

从基于像带的摄像机导入
您可以从基于像带的摄录机或基于像带的设备导入媒体。若要确定要导入的片段（而不是全部导入），可以在导

入前使用 Final Cut Pro 查看。

Final Cut Pro 支持从基于像带的设备导入以下格式：DV（包括 DVCAM、DVCPRO 和 DVCPRO50）、 
DVCPRO HD 以及 HDV。

若要检查您的摄像机是否兼容 Final Cut Pro，请转至 Final Cut Pro X 支持的摄像机网页 
http://help.apple.com/finalcutpro/cameras。

从基于像带的摄录机或设备导入媒体

 1 使用附带的电缆将摄录机连接到电脑，然后将设备配置为通过 FireWire 遥控（如果需要）。 

如果您的电脑没有 FireWire 端口但有 Thunderbolt 端口，您可以使用 Apple Thunderbolt 至 FireWire 转
换器或 Apple ThunderBolt Display 显示器（也有 FireWire 端口）来连接 FireWire 线缆。

【注】若要在从基于像带的摄录机导入时实现最佳效果，建议使用用于录制的同一摄录机导入视频。

 2 开启摄录机并将其设定为 VTR 或 VCR 模式。（此模式在摄像机上具有不同的名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摄
录机附带的文稿。）

 3 在 Final Cut Pro 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导入”>“媒体”（或按下 Command-I）。

 • 点按工具栏左侧的“导入媒体”按钮。

这将出现“媒体导入”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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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如果多个设备连接到电脑，请从左侧的摄像机列表中选取要从中导入的设备。

“媒体导入”窗口将显示像带当前位置的图像。

 5 使用回放控制（或使用 J 键、K 键和 L 键）将像带设定到要开始导入的点，然后点按“导入”。

 6 在出现的窗口中，选取要在资源库中整理导入的媒体的方式：

 • 若要将导入的片段添加到现有事件：选择“添加到现有事件”，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该事件。

 • 若要创建新事件：选择“创建新事件，位于：”，并使用弹出式菜单选取要在其中创建事件的资源库，然后在文

本栏中键入名称（例如，“克里斯和金的婚礼”）。

若要了解有关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8 页整理资源库概述。

【注】您可以通过“资源库属性”检查器为每个资源库设定储存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76 页管理储
存位置。

 7 如果您想要创建优化的媒体或代理媒体、分析视频或者分析音频，请在“转码”、“关键词”、“视频”和“音频”
部分中选择相关的复选框。

如果未将 Final Cut Pro 设定为在导入过程中分析媒体，则可以在浏览器中稍后分析媒体（如果需要）。

【注】部分导入选项仅在您从储存设备中导入文件时可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6 页导入时整理文件和
第 33 页从硬盘导入。

 8 点按“导入”。

Final Cut Pro 开始直接从像带上的当前位置导入。它将继续导入（并将产生的媒体文件存储到指定的事件），
直至发生以下情况之一：

 • 到达像带结尾。

 • 要导入的硬盘已满。

 • 通过点按“停止导入”或“关闭”（以关闭“媒体导入”窗口）或者按下 Escape 键，可停止导入会话。

视频将在导入时播放。导入视频所需的时间长度与其正常速度观看所需的时间相同。

 9 导入要导入的视频部分后，点按“停止导入”（或按下 Escape 键）。 

如果在步骤 8 中选择了选项，Final Cut Pro 将在完成导入过程后进行文件转码和优化。您可以在“后台任务”
窗口中查看后台任务的进度。

 10 使用导入控制将视频设定为要重新开始导入的点，然后重复步骤 5-10。 

 11 完成导入后，点按“关闭”以关闭“媒体导入”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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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从基于像带的设备创建归档，从而将任何内容都从头到尾录制在像带上并将采集的片段存储为归档。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77 页创建和管理摄像机归档。

如果无法识别您的摄像机或设备
如果已将摄像机或设备连接到电脑，但“媒体导入”窗口未打开，或 Final Cut Pro 不能控制您的设备，则可执行
多项操作来尝试建立连接。

检查设备和系统

 1 确定使用的设备配置正确：

 • 您的摄录机或摄像机必须与 Final Cut Pro 兼容。有关兼容设备的列表，请转至 Final Cut Pro X 支持的摄
像机网页 http://help.apple.com/finalcutpro/cameras。

 • 您的设备必须正确连接到您的电脑。

 • 您的摄录机必须设定为正确的输出模式。在部分摄录机上，这称为 VTR 或 VCR 模式，但并非所有摄录机都
使用相同术语，因此请检查设备附带的文稿。在部分摄录机上，必须将输出设定为 DV 模式或 HDV 模式， 
具体取决于内容是标准清晰度 (DV) 还是高清晰度 (HDV)。

 • 如果要将基于像带的摄录机连接到电脑，应该使用 FireWire 电缆（也称为 IEEE 1394 或 i.LINK），而不使
用 USB 电缆。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9 页关于内存卡和电缆。

 • 如果要从相机或其他闪存设备导入视频片段，确定视频的文件格式是 MPEG-2、MPEG-4 或 AVCHD，这些
格式均与 Final Cut Pro 兼容。

 • 如果 Final Cut Pro 不支持相机，请尝试使用 Mac 电脑上的卡插槽或外部读卡器将媒体作为文件导入。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3 页从硬盘导入。

 • 如果启用了“快速用户切换”，确定无人同时在从其他帐户使用摄录机。

 2 如果在导入上述项后仍不能导入媒体，请尝试以下操作：

 • 关闭并再次开启设备。

 • 同时从设备和电脑断开电缆，然后重新连接电缆。

 • 退出然后重新打开 Final Cut Pro。

 • 重新启动电脑。

 • 尝试使用不同的电缆。

 • 尝试使用其他安装了 Final Cut Pro 的电脑。

 • 如果使用的是基于文件的摄录机，请使用 Finder 将装载的宗卷拷贝到本地磁盘。然后在 Final Cut Pro 中
打开文件，方法与打开归档相同。

【注】当您在时间线或事件中看到红色的帧和黄色的提醒三角形时，Final Cut Pro 提醒您项目或事件的一部
分已丢失。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80 页提醒图标。

从其他应用程序导入

从 iMovie 导入
您可以将一个 iMovie 项目发送到 Final Cut Pro。您可从 iMovie 内部启动此过程。项目中使用的项目文件和
媒体将拷贝到 Final Cut Pro 资源库中。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Movie 帮助”位于 http://help.apple.com/imovie/mac/。

【注】如果您想要发送 iMovie 预告片项目，则需要先将其转换为影片项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Movie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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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果将影片项目从 iMovie 发送到 Final Cut Pro 且项目包含带“调低其他片段的音量”音频调整的 
片段，则该调整在 Final Cut Pro 中将显示为“增益”过滤器。有关在 Final Cut Pro 中调整音频效果的信息，
请参阅第 168 页调整音频效果。

从 iPhoto 和 Aperture 导入
将照片和视频片段从 iPhoto 或 Aperture 导入 Final Cut Pro 时，将使用您在“导入”偏好设置中定义的导入
设置来导入媒体。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3 页从硬盘导入。

从 iPhoto 或 Aperture 导入照片和视频片段
 1 在 Final Cut Pro 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窗口”>“媒体浏览器”>“照片”。

 • 点按工具栏中的“照片”按钮。

 2 如果需要，导航到照片浏览器的 iPhoto 或 Aperture 部分。

 3 若要使用项目中的一个或多个照片或视频片段，请将这些项从照片浏览器拖到资源库列表中的事件图标或时
间线中的项目。若要选择多个片段，可以按住 Command 键点按片段或在片段周围拖移选择矩形。

您还可以将照片和视频片段从 iPhoto 或 Aperture 直接拖到资源库列表中的事件或时间线中的项目，而不使
用照片浏览器。

从 iTunes 导入
您可以将音乐和声音从现有 iTunes 资料库导入 Final Cut Pro。

从 iTunes 导入音乐和声音
 1 在 Final Cut Pro 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窗口”>“媒体浏览器”>“音乐和声音”。

 • 点按工具栏中的“音乐和声音”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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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音乐和声音浏览器中，从顶部弹出式菜单中选取 iTunes。

【提示】如果要查找的文件夹未显示，则可以通过将其从 Finder 或桌面拖到音乐和声音浏览器，将其添加到
来源列表中。

 3 在出现的列表中，查找您想要的音乐或声音：

 • 若要搜索某项：在搜索栏中键入文本。若要过滤搜索，请点按“过滤器”按钮 ，然后选取一个过滤器。

 • 若要试听某项：连按该项，或选择该项并点按“播放”按钮 。

 • 若要选择多项：按住 Command 键点按每个项。

 4 将声音文件拖到时间线。

【注】为了实现更好的导入和回放性能，Final Cut Pro 会自动将所有 MP3 音频文件转码为 WAV 音频文
件，并保留原始的 MP3 文件以备将来使用。有关从哪里找到原始文件和已转码的媒体文件的信息，请参阅
第 365 页定位源媒体文件。

从 Motion 导入
您可以在 Motion 5 中构建和修改视频效果、字幕、转场和发生器，以供在 Final Cut Pro 中使用。在 Motion 
中存储模板时，它将在 Final Cut Pro 中“发布”并在相应的媒体浏览器中可用。

请参阅“Motion 帮助”位于 http://help.apple.com/motion/。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内容： 

 • 第 193 页在 Motion 中创建转场的专用版本

 • 第 219 页在 Motion 中创建视频效果的专用版本

 • 第 222 页在 Motion 中创建发生器的专用版本

从设备导入

从硬盘导入
您可以从电脑的硬盘、连接的外部储存设备、插入电脑卡插槽或读卡器的内存卡或者网络连接宗卷导入媒体， 
包括视频、音频、静止图像和图形文件。您可以使用“媒体导入”窗口或通过从 Finder 拖移文件来导入媒体。

将媒体从 Finder 拖到 Final Cut Pro 时，将使用 Final Cut Pro 偏好设置的导入设置来导入媒体。如果您不
想使用“媒体导入”窗口来管理导入，但想要始终使用相同的文件储存、转码、关键词和分析设置，将文件拖到 
Final Cut Pro 来导入是个不错的选择。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85 页“导入”偏好设置。

【注】部分基于文本的设备让您可通过 Finder 将录制的媒体（含其原始目录结构）拷贝到电脑硬盘上的某个文
件夹中。若要导入采用这种方式拷贝的媒体，请参阅第 35 页访问归档或磁盘映像上的媒体。

使用“媒体导入”窗口从硬盘导入媒体

 1 如果您想要导入的媒体位于外部储存设备或内存卡上，请将设备连接到电脑并打开设备。

 2 若要打开“媒体导入”窗口，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导入”>“媒体”（或按下 Command-I）。

 • 点按工具栏左侧的“导入媒体”按钮。

 3 在“媒体导入”窗口左侧的“设备”部分中，选择您要从中导入媒体的电脑硬盘、连接的外部储存设备或内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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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使用窗口底部的列表视图导航到文件或文件夹并选择它。（从硬盘导入时，连续画面仅对单个选定片段可见。）

【提示】按住 Command 键点按以选择要导入的多个文件或文件夹。

Add favorite import folders.

Navigate to the files and folders.

Play back the 
selected clip.

Skim the 
selected clip.

Click a column 
heading to sort 
items by that 
category.

 5 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预览所选片段：使用回放控制播放或通过在连续画面上向前或向后移动指针来浏览。

 • 若要更改要从中导入的硬盘：选择“设备”部分中的硬盘或选择“个人收藏”部分中的位置。

 • 若要按数据对列表视图中的片段进行排序，如时间长度、创建日期、评分、关键词等：点按列表视图顶部的栏

标题。

 • 若要将常用媒体文件夹添加到“个人收藏”部分：将文件夹从右侧列表拖到左侧“个人收藏”部分。

若要从“个人收藏”部分移除文件夹，请按住 Control 键点按该文件夹，然后在快捷菜单中选取“从边栏中 
移除”。

 • 若要在导入开始后自动关闭“媒体导入”窗口：选择“开始导入后关闭窗口”复选框。

 • 若要通过拖移将文件夹添加到列表视图：将文件夹从 Finder 拖到列表视图，并在列表视图中浏览其内容。

 6 准备好导入后，点按“导入所选项”。

 7 在出现的窗口中，选取要在资源库中整理导入的媒体的方式：

 • 若要将导入的片段添加到现有事件：选择“添加到现有事件”，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该事件。

 • 若要创建新事件：选择“创建新事件，位于：”并使用弹出式菜单选取要在其中创建事件的资源库；然后在文

本栏中键入名称（例如，“克里斯和金的婚礼”）。

若要了解有关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8 页整理资源库概述。

 8 选取媒体文件的储存位置：

 • 若要将文件拷贝到当前资源库：选择“拷贝到资源库”来复制文件并将副本放在当前资源库储存位置。您可

以通过“资源库属性”检查器为资源库设定储存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76 页管理储存位置。

【注】在当前资源库设定到外部储存位置时，此选项的名称将更改为“拷贝到资源库储存位置：位置名称”。

 • 若要将文件链接到其当前位置：请选择“让文件保留在原位”。

【注】如果您选择此选项，Final Cut Pro 将创建符号链接（也称为符链），这是指向媒体文件的特殊文件。
如果您稍后在事件之间拷贝或移动片段时，Final Cut Pro 仅拷贝或移动符号链接（而非源媒体文件）。若要
将符号链接替换为实际的源媒体文件，请选择事件并选取“文件”>“整合事件文件”。有关文件和片段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第 20 页媒体文件和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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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如果您想要整理媒体、创建优化的媒体或代理媒体、分析视频或分析音频，请在“转码”、“关键词”、“视频”
和“音频”部分中选择相关的复选框。

如果未将 Final Cut Pro 设定为在导入过程中分析媒体，则可以在浏览器中稍后分析媒体（如果需要）。

 10 点按“导入”。

默认情况下，点按“导入”时，将关闭“媒体导入”窗口。您可以开始在浏览器中处理片段。Final Cut Pro 将在后
台导入媒体。

如果在上一步中选择了选项，Final Cut Pro 将在完成导入过程后进行文件转码和优化。您可以在“后台任务”
窗口中查看导入和其他后台任务的进度。 

如果从外部设备导入了媒体且选取了让 Final Cut Pro 将媒体文件拷贝到资源库文件（而不是将其链接到其原
始位置），则可以在完成后台任务时断开设备的连接。 

通过从 Finder 拖移导入媒体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择一个文件，按住 Command 键点按以选择多个文件，或者选择一个文件夹中的文件，然后将文件从 Finder 
拖到事件。

相应片段将显示在事件中。

 m 选择一个文件，按住 Command 键点按以选择多个文件，或者选择一个文件夹中的文件，然后将文件从 Finder 
拖到关键词精选。

相应片段将显示在事件中，且关键词将自动添加到相应片段。

【重要事项】如果您在 Final Cut Pro 的“导入”偏好设置的“关键词”部分中选择了“从 Finder 标记”和 
“从文件夹”，则将为每个文件夹名称和每个标记创建“关键词精选”，并将相应的文件分配给该关键词。

 m 选择一个文件或按住 Command 键点按以选择多个文件，然后将文件拖到时间线中的项目。

相应片段会显示在时间线和对应的事件中。

相应文件将使用默认导入设置导入。

访问归档或磁盘映像上的媒体
如果已创建摄像机归档，则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使用归档中的媒体：

 • 您可以连接到摄像机归档，从而向 Final Cut Pro 提供媒体。

 • 您可以从归档导入媒体，或从以前使用 Final Cut Pro 的“记录和传输”窗口归档的磁盘映像导入媒体
（Final Cut Pro 7 或更低版本）。执行此操作时，将在本地磁盘上创建媒体副本。

部分基于文本的设备让您可通过 Finder 将录制的媒体（含其原始目录结构）拷贝到电脑硬盘上的某个文件夹
中。若要导入采用此方法拷贝的媒体（或者若要从之前使用 Final Cut Pro 7 或更低版本中 Final Cut Pro 的 
“记录和传输”窗口归档的磁盘映像中导入），请按照下面的“从磁盘映像导入媒体”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从摄像机归档导入媒体

 1 若要打开“媒体导入”窗口，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导入”>“媒体”（或按下 Command-I）。

 • 点按工具栏左侧的“导入媒体”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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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媒体导入”窗口左侧的“设备”部分中，选择您要从中导入媒体的电脑硬盘、连接的外部储存设备或内存卡，
然后使用窗口底部的列表导航到摄像机归档。

归档将连接到 Final Cut Pro，且其媒体显示在“媒体导入”窗口中。

 3 点按摄像机归档图标左侧的显示三角形，以显示归档中的片段列表，或者连按以打开摄像机归档。

 4 若要导入媒体，请参阅第 22 页从基于文件的摄像机导入。

从磁盘映像导入媒体

 1 在 Finder 中，连按以打开磁盘映像 (.dmg) 文件。

 2 若要在 Final Cut Pro 中打开“媒体导入”窗口，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导入”>“媒体”（或按下 Command-I）。

 • 点按工具栏左侧的“导入媒体”按钮。

 3 在“媒体导入”窗口左侧的“摄像机”部分中选择磁盘映像。

【注】如果磁盘映像中没有典型的摄像机结构文件，则它将出现在“设备”部分中。

打开的磁盘映像将连接到 Final Cut Pro，且其媒体显示在“媒体导入”窗口中。

 4 若要导入媒体，请参阅第 22 页从基于文件的摄像机导入。

导入时整理文件
当您将媒体导入到 Final Cut Pro 中时，您可以选取整理它的方式。

您可以将源文件拷贝到资源库，或将它们链接到其当前位置。如果源文件具有 Finder 标记，或文件夹包含的文
件名称具有意义，您可以选取让标记和文件夹名称在导入过程中作为关键词应用到文件。

如果源素材包含人物的镜头，您可以让 Final Cut Pro 在导入过程中分析素材，并将关键词应用于每个镜头中
的人物和镜头类型。

导入过程中片段每添加一个关键词，都会创建关键词精选。选择资源库列表中的关键词精选来查看所有应用了

关键词的片段。

导入期间整理文件

 1 若要导入文件，请选取“文件”>“导入”>“媒体”，导航到您想要导入的文件，选择该文件，然后点按“导入”。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 页导入概述。

 2 在出现的窗口中，选取要在资源库中整理导入的媒体的方式：

 • 若要将导入的媒体添加到现有事件：选择“添加到现有事件”，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该事件。

 • 若要创建新事件：选择“创建新事件，位于：”，并使用弹出式菜单选取要在其中创建事件的资源库，然后在文

本栏中键入名称（例如，“克里斯和金的婚礼”）。

若要了解有关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8 页整理资源库概述。

 3 在“文件”部分中，选择文件储存选项：

 • 拷贝到资源库：此选项将复制媒体文件并将副本放在当前资源库储存位置。 

【注】在当前资源库设定到外部储存位置时，此选项的名称将更改为“拷贝到资源库储存位置：位置名称”。

您可以通过“资源库属性”检查器为资源库设定储存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76 页管理储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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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让文件保留在原位：此选项会将源媒体文件链接到其当前位置。如果在选择此选项的情况下导入文件， 
Final Cut Pro 将创建符号链接（也称为符链），这是指向但不拷贝媒体文件的特殊文件。移动、拷贝或备份
使用这些文件的事件和项目时，Final Cut Pro 仅移动或拷贝符号链接（而非源媒体文件）。如果您想要在
移动或拷贝项目或事件后，将符号链接替换为实际源媒体文件，请选择该事件并选取“文件”>“整合事件
文件”。有关文件和片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0 页媒体文件和片段。

 4 在“关键词”部分中，选择以下任一选项：

 • 从 Finder 标记：为每个您所导入的文件中的 Finder 标记创建一个关键词。此外，还将针对每个关键词创建
关键词精选。有关 Finder 标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OS X　帮助（Finder　处于活跃状态时，在“帮助”菜单
中可用）。

 • 从文件夹：将针对每个文件夹名称创建关键词，然后在导入期间将该关键词应用于该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

此外，还将针对每个关键词创建关键词精选。 

After import, these clips 
will have “B-roll” and 
“Callaway” keywords.

After import, these clips 
will have “Interviews” and 
“Callaway” keywords.

 • 查找人物：分析视频片段和静止图像，以了解存在人数和镜头类型。分析之后，以下关键词中的任何一个会被

添加到片段：“单人”、“两人”、“组”、“特写镜头”、“中等镜头”和“宽镜头”。此外，还将针对每个关键词创

建关键词精选。“合并人物查找结果”复选框简化并汇总了所有“查找人物”关键词。如果您要分析以查找人

物，建议您也选择“在分析后创建智能精选”复选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3 页分析媒体概述。

 5 如果您想要创建优化的媒体或代理媒体、分析视频或者分析音频，请在“转码”、“视频”和“音频”部分中选择
相关的复选框。

如果未将 Final Cut Pro 设定为在导入过程中分析媒体，则可以在浏览器中稍后分析媒体（如果需要）。

 6 点按“导入”。

默认情况下，点按“导入”时，将关闭“媒体导入”窗口。您可以开始在浏览器中处理片段。Final Cut Pro 将在后
台导入媒体。

如果在上一步中选择了选项，Final Cut Pro 将在完成导入过程后进行文件转码和优化。您可以在“后台任务”
窗口中查看导入和其他后台任务的进度。 

录制时导入
您可以使用电脑的内建摄像头或外部 iSight 摄像头直接将视频录制到 Final Cut Pro。

将现场视频和音频录制到 Final Cut Pro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使用内建摄像头录制：点按工具栏中的“导入媒体”按钮。

 • 若要使用外部 iSight 摄像头录制：请使用 FireWire 电缆将 iSight 摄像头与您的电脑相连，然后点按工具
栏中的“导入媒体”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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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媒体导入”窗口左侧的“摄像机”列表中，选择要从中导入的摄像机。

摄像机中的现场视频图像将显示在“媒体导入”窗口中。

 3 点按“导入”。

 4 在出现的窗口中，选取要在资源库中整理导入的媒体的方式：

 • 若要将导入的片段添加到现有事件：选择“添加到现有事件”，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该事件。

 • 若要创建新事件：选择“创建新事件，位于：”并使用弹出式菜单选取要在其中创建事件的资源库，然后在文

本栏中键入名称（例如，“克里斯和金的婚礼”）。

若要了解有关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8 页整理资源库概述。

【注】您可以通过“资源库属性”检查器为每个资源库设定储存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76 页管理储
存位置。

 5 如果您想要创建优化的媒体或代理媒体、分析视频或者分析音频，请在“转码”、“关键词”、“视频”和“音频”
部分中选择相关的复选框。

如果未将 Final Cut Pro 设定为在导入过程中分析媒体，则可以在浏览器中稍后分析媒体（如果需要）。

【注】部分导入选项仅在您从储存设备中导入文件时可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6 页导入时整理文件和
第 33 页从硬盘导入。

 6 准备好开始录制后，点按“导入”。

摄像机将立即开始录制。

 7 在您想要停止录制时，点按“停止导入”。

这将创建新视频片段。您可以点按“导入”以重新开始录制。您可以根据需要重复此过程任意多次。

【提示】您还可以使用 QuickTime X 通过 FireWire 电缆连接到某些视频摄像机，从而拍摄实时视频。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 QuickTime Player 帮助（QuickTime Player 打开时，在“帮助”菜单中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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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存卡和电缆
若要将媒体从录制设备导入电脑，需要从设备上取出内存卡，然后将其插入电脑或内存读卡器。您还可以使用相

应电缆将设备直接连接到电脑。然后，就可以使用“媒体导入”窗口导入内存卡或设备上的媒体。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第 33 页从硬盘导入和第 22 页从基于文件的摄像机导入。

 • 内存卡：许多基于文件的摄录机和设备都将媒体录制到可移动内存卡上。您可以将读卡器连接到电脑并将其

用于将内存卡的内容传输到电脑。部分 Mac 电脑具有 SD（安全数码）或 SDXC（SD 扩展容量）卡插槽，从
而让这些电脑可在插入插槽中的 SD 介质上进行数据读写。如果 Mac 具有卡插槽，则可以从摄像机中取出
该卡，将卡插入 Mac，然后导入文件。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upport.apple.com/kb/ht3553?viewlocale=zh_CN。

您还可以使用 FireWire 或 USB 电缆将设备连接到电脑。需要的电缆类型取决于使用的设备种类：

 • USB 设备：您可将 USB 电缆用于基于文件的摄录机、用于录制视频的数码静态相机以及 iPhone、iPad 和 
iPod touch。USB 电缆至少应有一个插入 Mac 的接头（位于下面插图的顶部）。插入录制设备的 USB 电缆
的另一端可能看起来不同（位于下方插图的底部）。

 • FireWire 设备：对于大多数录制到像带的摄录机，可使用 FireWire 电缆，其中一端是插入 Mac 的 6 针接头
（位于下方插图的顶部），而另一端是插入摄录机的 4 针接头（位于下方插图的底部）。

或者，您可能具有 FireWire 800 电缆，其中插入摄录机或电脑的端不同。

 • Thunderbolt 设备：使用 Thunderbolt I/O 技术的设备使用插入 Mac 上微型显示端口的接头，且外观如
下面的接头。

如果设备未附带电缆且您不确定您的设备是哪种类型，则可以检查设备上电缆端口附近的标志，以查看是否与 
USB 或 FireWire 标志（如上所示）匹配。否则，请参阅设备附带的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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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并不是所有 Mac 电脑都包括 FireWire 端口。请在尝试连接标准 (DV) 或 HDV 摄录机前，检查系统配置
以确认 Mac 包括 FireWire 支持。

若要检查您的摄像机是否兼容 Final Cut Pro，请转至 Final Cut Pro X 支持的摄像机网页 
http://help.apple.com/finalcutpro/cameras。

支持的媒体格式
您可以在 Final Cut Pro 中导入和处理以下视频、音频和静止图像格式：

视频格式

 • Apple Animation Codec

 • Apple Intermediate Codec

 • Apple ProRes（所有版本）

 • AVC-Intra

 • AVCHD（包括 AVCCAM、AVCHD Lite 和 NXCAM）

 • DV（包括 DVCAM、DVCPRO 和 DVCPRO50）

 • DVCPRO HD

 • H.264

 • HDV

 • iFrame

 • Motion JPEG（仅限 OpenDML）

 • MPEG IMX (D-10)

 • REDCODE RAW (R3D)

 • 未压缩的 10 位 4:2:2

 • 未压缩的 8 位 4:2:2

 • XAVC

 • XDCAM HD/EX/HD422

 • QuickTime 格式

音频格式

 • AAC

 • AIFF

 • BWF

 • CAF

 • MP3

 • MP4

 • WAV

静止图像格式

 • BMP

 • GIF

 • JPEG

 • PNG

 • PSD（静态和分层）

 • 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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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GA

 • TIFF

容器格式

 • 3GP

 • AVI

 • MP4

 • MTS/M2TS

 • MXF（需要第三方插件）

 • QuickTime
有关您可以将影片导出为何种格式的信息，请参阅第 350 页支持的导出格式。

导入和调整 REDCODE RAW 视频文件
您可以在 Final Cut Pro 中导入和处理 REDCODE RAW (R3D) 文件。

RAW 格式视频文件在导入前后需要某些附加步骤。

导入 R3D RAW 文件后，可以直接在 Final Cut Pro 内进行非破坏性颜色校正调整。

导入 REDCODE RAW (R3D) 文件
 1 安装相应插件。

若要让 Final Cut Pro 识别 R3D RAW 文件，必须下载并安装相应插件。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red.com。

 2 导入媒体。

【重要事项】导入该媒体时，请确定取消选择“创建优化的媒体”和“创建代理媒体”选项，因为如果在下一步中

调整 RAW 设置，在导入过程中所做的任何转码工作都会被丢弃。

有关导入媒体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2 页从基于文件的摄像机导入和第 33 页从硬盘导入。有关转码媒体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第 369 页管理优化的媒体文件和代理媒体文件。

【注】如果从 RED ONE 摄像机导入文件，建议您仅导入 R3D RAW 文件。RED ONE 摄像机通常为每个 R3D 
RAW 文件生成一组多达四个 QuickTime 参考影片 (.mov) 文件。如果在导入过程中同时选择 R3D 文件和参
考影片，Final Cut Pro 仅导入 R3D 文件。如果需要导入参考影片，请仅选择参考影片，而不是选择 R3D 文件。

 3 调整 RAW 设置（使用 Final Cut Pro 或使用 REDCINE–X PRO 等外部应用程序）。

您可以在导入后立即将非破坏性“单光”颜色校正应用到 R3D RAW 片段，以使素材更具成品外观以供编辑和
试演。 

如果您的专业制作包含复杂的颜色校正需求，您可以在完成阶段重新访问这些 RAW 设置。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下面的“调整 RED RAW 设置”。

 4 如果您喜欢，可从 R3D RAW 文件生成优化的媒体或代理媒体。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69 页管理优化的媒体文件和代理媒体文件中的“在导入后对片段进行转码”。

若要控制 Final Cut Pro 是否在检视器中显示优化、代理或原始的媒体，以及是否优化视频回放的质量或性能，
请从检视器右上角的“检视器选项”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对应的选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74 页控制回放质
量和性能。

 5 将 R3D RAW 片段添加到项目并像编辑其他任何片段那样编辑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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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RED RAW 设置
可以使用“RED RAW 设置”窗口来调整 REDCODE RAW (R3D) 文件。

有关 REDCODE RAW (R3D) 文件的元数据可以储存在两个位置：

 • 内部（嵌入式）设置：此元数据信息由摄像机录制且嵌入 R3D RAW 文件中。它始终随文件保留。外部 
RMD 文件中的设置可取代这些摄像机设置，但从不会覆盖它们。您可以通过删除任何现有的 RMD 文件或
从“RED RAW 设置”窗口的“复原到”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初始摄像机设置”来复原到这些摄像机设置。

 • 外部 RMD 文件：这是文件扩展名为 .RMD 的外部元数据文件。此文件由 Final Cut Pro、REDCINE-X PRO 
或类似软件应用程序创建。如果在 Final Cut Pro 中调整 RED RAW 设置，且 RMD 文件已存在，则存储更
改将覆盖该现有文件。嵌入式摄像机设置保持不变。

 1 安装相应插件。

若要让 Final Cut Pro 识别 R3D RAW 文件，必须下载并安装相应插件。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red.com。

 2 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选择要调整的片段。 

【注】复合片段不能被调整。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窗口”>“显示检查器”（或按下 Command-4）。

 • 点按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

 4 点按出现的面板顶部的“信息”按钮。

 5 在“信息”检查器中，点按“修改 RED RAW 设置”按钮。

 6 在“RED RAW 设置”窗口中，调整该设置。

您的更改将以非破坏性方式存储到文件扩展名为 .RMD 的外部元数据文件中，覆盖任何现有的 RMD 元数据
文件。与应用到片段的视频效果不同，这些调整与文件关联（通过 RMD 元数据文件）。您对这些设置所做的任
何更改都将应用到所选片段的所有副本。

【注】Final Cut Pro 支持 RED ROCKET 卡，这是可大幅提高性能的 PCI 卡。

有关 REDCODE RAW (R3D) 文件和 RED ROCKET 卡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r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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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媒体概述
您可以让 Final Cut Pro 分析媒体并自动校正在视频、静止图像和音频中发现的常见问题。例如，您可以平衡 
颜色，并移除过多的嗡嗡声或高声。

您还可以分析片段以标识其内容。分析可以检测镜头中的人数并标识镜头是特写镜头、中景还是宽镜头。如果

需要在查看素材或编辑项目时快速找到某种类型的片段，这将很有用。有关视频和音频分析选项的完整列表，

请参阅第 43 页视频和静止图像分析选项和第 44 页音频分析选项。

您可以在导入过程中或将媒体导入 Final Cut Pro 后对其进行分析。您还可以将 Final Cut Pro 设定为自动分
析您直接从 Finder 拖到 Final Cut Pro 的时间线的片段。

在执行某些分析后，基于分析结果，它会自动将关键词添加到片段或片段范围。例如，显示多个人物的片段可能

被分配了“群组”和“中景”关键词。在浏览器中，含有分析关键词的片段的顶部会显示一条紫线。（其关键词为

手动添加或导入自 Finder 标记或文件夹名称的片段顶部会显示一条蓝线。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7 页将关
键词添加到片段。）

A blue line indicates manually 
applied keywords or keywords 
imported with the media files.

A purple line indicates 
analysis keywords.

Keyword 
Collection

【注】本部分仅涵盖了事件片段的分析和自动校正选项。有关校正时间线的片段中抖动的视频和卷帘快门变形

的信息，请参阅第 135 页校正过度摇动和卷帘快门问题。

视频和静止图像分析选项
Final Cut Pro 提供的视频和静止图像分析选项可自动平衡视频中的颜色，以及检测视频或静止图像中的人物
和镜头角度。您可以在导入期间分析视频，也可以在导入之后，在浏览器中分析视频片段。分析关键词会根据分

析结果添加到片段或片段范围中。

分析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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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Cut Pro 提供下列视频和静止图像分析选项：

 • 针对颜色平衡进行分析：分析视频片段以检测颜色平衡和对比度。将片段添加到时间线时，颜色将自动平衡。

您可以随时打开和关闭自动颜色调整。

 • 移除下拉：分析视频片段并移除下拉方式。

【重要事项】仅当从基于像带的摄像机或设备导入时，此选项才可用。

 • 查找人物：分析视频片段和静止图像，以了解存在人数和镜头类型。分析后，会将下列任意关键词添加到片段

或片段范围：“单人”、“两人”、“组”、“特写镜头”、“中等镜头”和“宽镜头”。

【注】如果要分析以查找人物，建议同时选择“在分析后创建智能精选”复选框，以便轻松找到含“查找 
人物”分析关键词的片段。

 • 合并人物查找结果：针对视频的每个两分钟分段，将所有“查找人物”分析关键词整合为一个镜头类型关键

词和一个人物关键词。所选取的镜头类型关键词代表最宽镜头类型，所选取的人物关键词代表大多数人物。

例如，如果一个视频分段包含“中景”、“宽镜头”、“单人”和“群组”关键词，那么该分段的分析关键词会在

整合期间简化为“宽镜头”和“群组”。

 • 在分析后创建智能精选：针对是否存在人物分析视频片段和静止图像时，为每个应用的关键词创建一个智能

精选。智能精选在资源库列表中事件内部的“人物”文件夹中按字母顺序列出。

将媒体文件从 Finder 拖到 Final Cut Pro 的事件或时间线时，导入将自动开始，而不显示导入选项窗口。您可
以在 “Final Cut Pro” 的“导入偏好设置”面板中设定自动导入选项。

音频分析选项
Final Cut Pro 提供的自动分析选项可修复常见音频问题、进行音频通道分析和分组以及移除静音通道。您可
以在导入期间分析音频，也可以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分析存在音频问题的视频片段。 

Final Cut Pro 提供下列音频分析选项：

 • 分析并修正音频问题：分析音频是否存在嗡嗡声、噪声和高声。Final Cut Pro 将自动修复被视为严重（标记为
红色）的问题，并给被视为适度（标记为黄色）的问题打上旗标。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77 页增强音频。

 • 将单声道隔开并对立体声音频进行分组：分析音频通道并将其按双单声道或立体声进行分组，具体取决于分

析结果。自动校正的音频通道将标记为“自动选定”。有关音频通道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50 页配置音频
通道。

 • 移除静音通道：音频通道将得到分析，且静音通道会被自动移除。已移除通道的片段将标记为“自动选定”。

有关音频通道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50 页配置音频通道。

将媒体文件从 Finder 拖到 Final Cut Pro 的事件或时间线时，导入将自动开始，而不显示导入选项窗口。您可
以在 “Final Cut Pro” 的“导入偏好设置”面板中设定自动导入选项。

分析媒体
您可以在导入期间分析片段，或在导入后在浏览器中分析片段，也可以将 Final Cut Pro 设定为在您将片段拖到 
Final Cut Pro 事件或时间线时自动分析。

导入期间分析片段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从兼容的摄录机或摄像机、iPad、iPhone、iPod 或其他设备导入文件：将设备连接到电脑，打开设备，
然后选取“文件”>“导入”>“媒体”（或按下 Command-I）。在出现的窗口中，选择要导入的文件，然后点
按“导入”按钮。

 • 若要从基于像带的摄录机导入文件：将摄录机连接到电脑，打开摄录机，然后将其设定为 VTR 或 VCR  
模式。然后选取“文件”>“导入”>“媒体”（或按下 Command-I）并点按“导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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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从内存卡导入文件：将内存卡插入 Mac 上的卡插槽或连接到电脑的读卡器，然后选取“文件”> 
“导入”>“媒体”（或按下 Command-I）。在出现的窗口中，选择要导入的文件，然后点按“导入”按钮。

 • 若要导入位于硬盘或连接的外部储存设备的文件：选取“文件”>“导入”>“媒体”（或按下 Command-I）。
在出现的窗口中，选择要导入的文件，然后点按“导入”按钮。

 • 若要从归档导入：选取“文件”>“导入”>“媒体”（或按下 Command-I）。在出现的窗口中，选择要从中导入
的归档，选择归档中要导入的文件，然后点按“导入”按钮。

 2 在出现的窗口中，选取要在资源库中整理导入的媒体的方式：

 • 若要将导入的媒体添加到现有事件：选择“添加到现有事件”，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该事件。

 • 若要创建新事件：选择“创建新事件”并在文本栏中键入名称（如“克里斯和金的婚礼”）。使用“存储到” 
弹出式菜单选取要储存事件的磁盘。

若要了解有关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8 页整理资源库概述。

 3 选择要应用的任何视频和音频分析选项。

有关视频和音频分析选项的描述，请参阅第 43 页视频和静止图像分析选项和第 44 页音频分析选项。

Final Cut Pro 将在导入过程完成后在后台分析文件。

 4 点按“导入”。

导入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取决于您在步骤 3 中选择的选项。您可以查看当前在“后台任务”窗口中运行的所有后
台进程的状态。

导入后分析片段

 1 若要选择要分析的片段，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浏览器中点按片段。（若要选择多个片段，可以按住 Command 键点按片段或在片段周围拖移选择 
矩形。）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时间线中的片段，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在浏览器中显示”。

 2 在浏览器中，按住 Control 键点按一个或多个片段，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分析并修正”。

 3 在出现的窗口中，选择要应用的任何或所有视频分析和音频分析选项，然后点按“好”。

转码过程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您选择的分析选项。您可以查看当前在“后台任务”窗口中运行的所有

后台进程的状态。

自动分析被拖到事件或时间线的媒体文件

 1 选取“Final Cut Pro”>“偏好设置”。

 2 在“偏好设置”窗口中，点按“导入”并选择要应用的每个视频和音频分析选项。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85 页“导入”偏好设置。

完成后，关闭“偏好设置”窗口。

 3 若要导入一个或多个文件，请在 Finder 中选择文件（或按住 Command 键点按多个文件），然后将所选文件拖
到某个事件或时间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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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片段上的分析关键词
如果分析媒体时发现人物，则“单人”、“特写镜头”等分析关键词会自动添加到相关片段或片段范围。含有分析

关键词的片段或范围在浏览器中标记有紫线。 

A clip with a purple 
line has one or more 
analysis keywords.

您可以在 Final Cut Pro 的多个位置查看片段的分析关键词。

在“浏览条信息”窗口中查看关键词

 1 选取“显示”>“显示浏览条信息”（或按下 Control-Y）。

 2 在浏览器中浏览片段。

当您将指针放在片段上时，关键词（包括分析关键词）会显示在“浏览条信息”窗口中。

若要关闭“浏览条信息”窗口，请选取“显示”>“隐藏浏览条信息”（或按下 Control-Y）。 

在浏览器的列表视图中查看关键词

 1 点按“列表视图”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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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若要查看某个片段的关键词，请点按片段旁边的显示三角形。

The analysis keywords are 
listed next to the purple gear.

查看智能精选的内容

如果选取在分析后创建智能精选，则具有分析关键词的片段会自动在资源库列表中事件内部的智能精选中分

组。每个分析关键词会创建一个智能精选，被放置在事件中的“人物”文件夹中。 

 m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某个事件中的分析关键词智能精选。

包含该分析关键词的片段会显示在浏览器中。例如，如果选择“中景”智能精选，那么事件中含有“中景”关键词

的所有片段都会显示在浏览器中。

Medium Shot Smart Collection

These clips contain the 
Medium Shot analysis 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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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资源库概述
资源库在同一位置包含多个事件和项目。导入视频、音频和静止图像或直接录制到 Final Cut Pro 时，源媒体文
件（原始素材）将显示为资源库中一个或多个事件中的片段。事件与可存放项目以及数十、数百甚至数千的视频

片段、音频片段和静止图像的文件夹类似。资源库中的每个事件都引用硬盘上的媒体，数据库文件会记录任何

内容的位置。

随着资源库增长，您可以根据需要给片段、事件和项目重新命名，以及拷贝、移动和删除它们。您可以同时打开

多个资源库，而且可以轻松地在这些资源库之间拷贝事件和项目。您可以根据需要打开和关闭资源库。有关管

理多个资源库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74 页管理资源库概述。

在资源库中选择事件时，其中包含的媒体将在浏览器中显示为片段。您可以在浏览器中选择片段或部分片段以

进行处理。您可以按创建日期、导入日期、卷、场景、片段时间长度和文件类型对浏览器中的片段进行排序。

Select an event 
in the Libraries list.

The Browser displays clips and 
projects in the selected event.

Click the disclosure 
triangle for a library to 
show or hide its events.

将视频导入新事件时，将给事件命名。通过向事件提供有意义的名称，如“史密斯 2013 年婚礼”，可以整理所有
媒体，以便可供访问。您可以采用其他方式整理资源库，还可以隐藏资源库列表以腾出更多处理空间。资源库列

表还是 Final Cut Pro 关键词精选和智能精选的主目录，其中提供了使用关键词和永久搜索过滤器整理视频编
辑项目的强大方法。

整理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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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项目、事件和媒体

创建新事件
将源媒体文件导入 Final Cut Pro 后，可能会发现需要创建附加事件来整理媒体。例如，因制作导入媒体镜 
头后，您可能会决定将媒体拆分为按实用类别定义的事件，如拍摄地点、场景、单集等。

在资源库中创建新事件

 1 如果未看到资源库列表，请点按浏览器左下角的按钮。

 2 如果您拥有多个资源库，请选择要在其中创建新事件的资源库 。

 3 选取“文件”>“新事件”（或按下 Option-N）。

 4 在出现的窗口中，键入事件的名称，使用“资源库”弹出式菜单选取一个资源库，以存放事件，然后点按“好” 
（或按下 Return 键）。

如果想要包括一个全新且未命名的项目，您可以选择“创建新项目”复选框。若要自定新项目的设置，请点按 
“使用自定设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77 页修改项目的设置。

新事件将显示在所选资源库中。

 5 根据需要从其他事件移动片段到新事件。

给片段、事件和项目重新命名
您可以随时给浏览器、时间线索引或“信息”检查器中的片段重新命名。您可以在浏览器和项目设置中给项目重

新命名。 

给片段重新命名仅影响片段的该实例。例如，如果将浏览器中的片段添加到时间线，将拷贝事件之间的片段， 
或拷贝时间线内的片段，其中每个片段实例（副本）都互相独立，且可以有其自己的名称。

随着项目演变，您不妨给事件重新命名，以便更准确地反映其中包含的片段。您可以给资源库列表中的事件重

新命名。 

【重要事项】在 Final Cut Pro 中给片段重新命名不会给磁盘上片段的源媒体文件重新命名。

给浏览器中的片段或项目重新命名

 m 若要给连续画面视图中的片段或项目重新命名：点按片段或项目的名称，然后键入新名称。

 m 若要给列表视图中的片段或项目重新命名：点按片段或项目的名称，按下 Return 键，然后键入新名称。

您还可以在项目设置中给项目重新命名。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77 页修改项目的设置。

给事件重新命名

 1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要更改名称的事件。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点按事件名称并键入新名称。

 • 按下 Return 键并键入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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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时间线索引中的片段重新命名

 1 若要打开时间线索引，请点按 Final Cut Pro 主窗口左下角的“时间线索引”按钮（或按下 Shift-Command-2）。

 2 点按时间线索引顶部的“片段”按钮。 

Clips button

 3 点按片段的“名称”栏并键入新名称。

给“信息”检查器的片段重新命名

 1 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选择一个片段。

 2 若要打开“信息”检查器，请点按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如下所示），然后点按出现的面板顶部的“信息”按钮。

 3 在“信息”检查器的“名称”部分中，点按“名称”栏并键入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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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和排序片段和项目
您可以采用两个视图显示浏览器中的片段和项目：

 • 连续画面视图：将选定事件中的片段显示为连接的缩略图图像系列。项目将显示为缩略图图像，其中采用叠

加音影对号板设计。在您想要直观地找到片段和项目时，连续画面视图将很有用。 

 • 列表视图：显示片段和项目列表及其关联文件和设置信息。在您想要按数据查看或排序片段和项目时，如时

间长度、创建日期、评分、关键词等，请使用此视图。在列表视图中选择一个片段时，所选片段的连续画面将

显示在浏览器顶部。片段连续画面完全交互，因此可用于访问开始点和结束点、标记和关键词。

在连续画面视图和列表视图之间切换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点按浏览器左下角的“连续画面视图”按钮。

 m 点按浏览器左下角的“列表视图”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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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连续画面视图

 m 若要调整片段的连续画面中的每个缩略图表示的时间：在浏览器的右下角，拖移“时间长度”滑块。

Slider set to 5 seconds

Slider set to 30 seconds

调整“时间长度”滑块将伸长和缩短每个片段的连续画面中显示的详细信息量。每个缩略图的时间长度越长，

每个片段显示的缩略图就越少，因此浏览器中显示的片段就越多。

 m 若要调整连续画面高度：在浏览器的右下角，点按“片段外观”按钮并拖移“片段高度”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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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若要打开和关闭音频波形：在浏览器右下角，点按“片段外观”按钮并取消选择“显示波形”复选框。

音频波形处于打开状态时，它们将显示在每个片段的连续画面底部，从而增加浏览器中所有片段的高度。

自定列表视图

 m 若要选取列表视图列中显示的信息类型以及自定列本身：在浏览器中，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栏标题，然后从快
捷菜单中选取一个类别选项。

 m 若要重新排列列表视图中的栏：在浏览器中，拖移栏标题，以将栏移到新位置。

 m 若要按类别对列表视图中的片段进行排序：在浏览器中点按一个栏标题以按该类别进行片段排序。

 m 若要查看列表视图中的项目关键词或评分：点按片段名称左侧的显示三角形。

Keyword

Rating

如果显示三角形显示在列表视图中的片段左侧，表示已将关键词和/或评分应用到该项目。

在浏览器中进行片段和项目排序和分组

您可以按更便于直观找到的顺序对浏览器中的片段和项目进行排序。

 1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要进行项目排序的事件。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或同时执行以下两项操作：

 • 若要按类别进行片段分组：从资源库列表下方的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片段分组方式”，然后从子菜
单中选取一个类别。从同一子菜单中选取将排序顺序设定为“升序”或“排序”。

 • 若要设定事件中片段和项目的排序顺序而不进行分组：从资源库列表下方的操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排序 
方式”，然后从子菜单中选取一个类别。

【注】您可以同时进行片段分组并独立设定其排序顺序（排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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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浏览器中的排序顺序还原为其默认状态

 1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该事件（包含要重设排序顺序的项目）。

 2 从资源库列表下方的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片段分组方式”>“无”和“片段分组方式”>“升序”。

合并、拆分和排序事件
您可以合并资源库中的两个或多个事件（例如，如果其包含的媒体和项目相关性很高）。如果某个事件太大而无法

管理，您可以将其拆分为多个事件。

您还可以在资源库列表中将事件按照名称或日期排序。

合并多个事件

 1 在资源库列表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将要合并的一个或多个事件拖到新事件。

 • 选择要合并的事件，然后选取“文件”>“合并事件”。

Final Cut Pro 会将选定事件合并为资源库中的单个事件。对应源媒体文件保留在原始位置：资源库文件中或链接
自的外部文件夹。

 2 选择合并事件，然后键入新名称。

将一个事件拆分为多个事件

 1 创建所需的新事件。

 2 将要重新放置的片段和项目从原始事件拖到新事件。

对应源媒体文件保留在原始位置：资源库文件中或链接自的外部文件夹。

按照名称或日期排序事件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按照名称排序事件：请选取“显示”>“事件排序方式”>“名称”。

 • 若要按照日期排序事件：请选取“显示”>“事件排序方式”>“日期”。

 2 若要更改排列顺序，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设定按升序排列：请选取“显示”>“事件排序方式”>“升序”。

此选项会将事件按字母或时间顺序排列。 

 • 若要设定降序排列：请选取“显示”>“事件排序方式”>“降序”。

此选项会将事件按字母或时间的反向顺序排列。

在同一资源库中的事件之间拷贝或移动片段和项目
您可以将片段和项目从一个事件拷贝和移到另一个事件。 

有关将片段、项目和事件拷贝和移动到其他资源库的信息，请参阅第 375 页在资源库和硬盘之间拷贝或移动项目。

在同一资源库中的不同事件之间拷贝或移动片段或项目

 1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该事件（包含要拷贝的片段或项目）。

 2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拷贝或移动的片段或项目。

【注】您不能同时选择片段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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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拷贝项目：按住 Option 键将项目从一个事件拖到另一个事件，方法是首先开始拖移，然后在拖移时按
住 Option 键。

 • 若要移动项目：将项目从一个事件拖到另一个事件。 

要将片段拷贝或移到的事件可能会在资源库中重新排序。

复制项目和片段
复制项目和片段是编辑工作流程中的基本技巧。例如，只需复制项目即可处理其新版本。 

复制包含复合片段或多机位片段的项目可能需要使用“复制为快照”命令。“复制为快照”命令允许您快速返回

项目的之前版本，从而有效创建包括引用的复合片段或多机位“父”片段的自包含备份版本。您对复合片段或多

机位片段的其他实例所做的更改不会影响快照中的版本，因此可防止项目被意外更改。有关复合片段和多机位

片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37 页复合片段概述和第 288 页多机位编辑概述。

复制项目和片段

 1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该事件（包含要拷贝的片段或项目）。

 2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拷贝的片段或项目。

【注】您不能同时选择片段和项目。

 3 选取“编辑”>“复制”（或按下 Command-D）。

复制项目将显示在原始项目旁边的浏览器中。

将项目复制为快照

“复制为快照”命令将创建包含复合片段或多机位片段的项目的自包含副本。具体而言，将项目复制为快照将 
制作复合或多机位“父”片段的副本并将其嵌入项目中，以便对片段的其他实例所做的任何更改均不影响快照。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37 页复合片段概述和第 288 页多机位编辑概述。

 1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该事件（包含要复制为快照的项目）。

 2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拷贝的项目。

 3 选取“编辑”>“将项目复制为快照”（或按下 Shift-Command-D）。

复制项目将显示在浏览器中，其中项目名称之后会含有字词“Snapshot”以及日期和时间。

删除片段、事件和项目
您可以删除不想要的片段和项目。您还可以从资源库中删除整个事件，以便释放储存空间。从事件中删除片段

或项目或者删除整个事件时，Final Cut Pro 会将源媒体文件移到废纸篓。一种情况除外：资源库中的其他项目
使用的媒体将始终保留在资源库中。 

【注】资源库必须至少包含一个事件。

从事件中删除片段或项目或者删除整个事件

 1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要删除或从中删除项目的事件。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从事件中删除项目：选择要移除的片段或项目，然后选取“文件”>“移到废纸篓”（或按下 Command-
Delete）。

【注】您不能同时选择片段和项目。

 • 若要删除整个事件：选取“文件”>“将事件移到废纸篓”（或按下 Command-Delete）。

所选项目将被删除。若要永久从硬盘中删除源媒体文件，请清倒废纸篓。

【警告】清倒废纸篓后，将不能恢复删除的片段以及所有关联的源媒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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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片段

将片段评分为“个人收藏”或“已拒绝的”
如果片段包含您不喜欢或您可能再也不想在项目中使用的部分（因为它们模糊），则可以将其标记为“已拒 
绝的”。在检查时，您可以轻松地给您喜欢的片段和不喜欢的片段评分。准备好给客户制作项目或播放片段时，

通过选取仅显示标记为“个人收藏”的片段，可关注最佳素材。您还可以删除已拒绝片段的源媒体文件，以释放

硬盘上的空间。

Favorite Rejected

给片段评分

 1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评分的范围、一个片段或多个片段。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如果您喜欢选择：按下 F 键或点按工具栏中的“个人收藏”按钮。

在浏览器中，绿线将显示在标记为“个人收藏”的帧顶部。

 • 如果您不喜欢选择：按下 Delete 键或点按工具栏中的“拒绝”按钮。

红线将显示在标记为“已拒绝的”帧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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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果从浏览器顶部的“过滤器”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隐藏被拒绝的项目”，标记为“已拒绝的”片段将从

视图中消失。

从片段中移除评分

 1 确定要处理的片段显示在浏览器中。

您可能需要从浏览器左上角的“过滤器”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新选项，如“所有片段”，以便需要访问的所有片段

均可见。

Choose All Clips to 
show all the clips in 
the event regardless 
of rating.

 2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移除评分的片段，然后按下 U 键或点按工具栏中的“清除评分”按钮。

片段顶部的绿线或红线将消失。

Clips with all 
ratings removed

【注】事件片段底部的橙线表示片段正用于当前项目（在时间线中打开）。若要打开或关闭此视图，请选取 
“显示”>“显示已使用的媒体范围”。

将关键词添加到片段
可以将关键词应用于片段，以帮助您快速找到制作影片所需的片段。将关键词应用到片段或片段范围后，片段或

范围在浏览器中标记有一条蓝线。（具有分析关键词的片段标记有一条紫线，这些分析关键词是在执行某些分

析后自动应用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3 页分析媒体概述。）

67% resize factor



 第 5 章：整理资源库 58

此外，将关键词应用到片段或片段范围时，关键词精选将显示在资源库列表中。关键词精选包含标记有特定关

键词的片段的指针（替身）。例如，如果将关键词“Nicholas”应用到所有包含 Nicholas 的片段，则可以在资源
库列表中选择“Nicholas”关键词精选，以查看浏览器中所有包含“Nicholas”这个关键词的片段。 

Keyword 
Collections

A blue line indicates that 
a clip has keywords.

您可以将一个或多个关键词应用于片段内的某个范围、整个片段或事件中的片段组。

【注】如果使用了之前版本的 Final Cut Pro X 的项目资源库中的项目文件夹并将这些项目更新到 Final Cut 
Pro 10.1，这些项目将具有反映项目文件夹名称的关键词。

使用关键词编辑器应用关键词

 1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添加关键词的一个范围或一个或多个片段。

 2 若要打开关键词编辑器，请点按工具栏中的“关键词”按钮。

 3 在关键词编辑器的顶部，键入要应用于选择的关键词或关键词短语，然后按下 Return 键。

Type a keyword 
or keyword phrase, 
and press Return.

 4 针对要添加到选择的每个关键词或关键词短语重复步骤 3。

蓝线将显示在浏览器中的选择顶部，从而指明已应用关键词。

 5 完成关键词添加后，关闭关键词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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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键盘快捷键分配关键词

若要使用键盘快捷键将关键词短语添加到片段，必须先将关键词和关键词短语分配给键盘快捷键。

 1 如果关键词编辑器未打开，请点按工具栏中的“关键词”按钮。

 2 在关键词编辑器中，点按“关键词快捷键”左侧的显示三角形。

 3 在每个快捷键栏中键入关键词或短语，然后按下 Return 键。

若要重新分配键盘快捷键，请选择栏中的快捷键文本，然后键入新关键词。

Enter keywords 
or a keyword phrase 
here to assign them 
to keyboard shortcuts.

 4 若要使用键盘快捷键，请选择要添加关键词的一个范围或一个或多个片段，然后按下 Control 键和对应的数字
键（1 至 9）。

查看应用于片段的关键词

 m 若要快速识别带有关键词的片段：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一个事件。 

具有一个或多个关键词的片段在浏览器中会在顶部标记有一条蓝线。

 m 若要查看应用于片段的所有关键词：选取“显示”>“显示浏览条信息”（或按下 Control-Y），然后在浏览器中浏
览片段。

您也可以查看片段的关键词，方法是在浏览器中选择该片段，然后点按工具栏中的“关键词”按钮。应用于片段

的关键词显示在关键词编辑器中。

 m 若要查看具有某个特定关键词的所有片段：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关键词精选。 

包含该关键词的片段会显示在浏览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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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选部分中移除所有关键词

 1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移除关键词的一个范围或一个或多个片段。

片段顶部的蓝线表示此片段部分应用了关键词。

 2 选取“标记”>“移除所有关键词”（或按下 Control-0）。

从所选部分中移除所有关键词子集

 1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移除特定关键词的一个范围或一个或多个片段。

片段顶部的蓝线表示此片段部分应用了关键词。每个分配给片段的关键词还将显示在列表视图中。

 2 点按工具栏中的“关键词”按钮，以打开关键词编辑器，选择要移除的关键词，然后按下 Delete 键。

Select the keyword 
or keywords that you 
want to remove from 
the selection, and 
press Delete.

添加或编辑片段和项目备注
在您检查片段和项目时，您可以在浏览器（或者，如果是时间线片段，则在时间线索引中）中添加和编辑其相关

备注。通过在浏览器或时间线索引的搜索栏中或者在“过滤器”窗口的文本栏中输入备注文本，以后可快速找到

这些项目。有关文本搜索的信息，请参阅第 62 页在事件中查找片段和项目。

【注】您可以在片段或项目的每个实例中添加备注。例如，如果在事件或资源库之间拷贝片段或项目，将片段从

浏览器拷贝到时间线，或者在时间线内拷贝片段，则其中每个片段或项目实例（副本）都相互独立。

在浏览器中添加或编辑片段和项目备注

 1 点按浏览器左下角的“列表视图”按钮。

 2 选择要添加或编辑备注的片段或项目。

【注】备注将应用到整个片段和项目，而非所选范围。

 3 点按片段的“备注”栏，然后键入或编辑该片段的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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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线索引中添加或编辑片段备注

 1 若要打开时间线索引，请点按 Final Cut Pro 主窗口左下角的“时间线索引”按钮（或按下 Shift-Command-2）。

 2 若要打开“片段”面板，请点按时间线索引顶部的“片段”按钮。 

Clips button

 3 如果“备注”栏在“片段”面板中不可见，请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栏标题，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备注”。

 4 点按片段的“备注”栏，然后键入或编辑该片段的备注。

Enter notes 
for a clip here.

按角色整理片段
您可以按角色整理片段，其中角色是分配给片段的元数据文本标签。 

导入片段（视频、音频或静止图像）时，Final Cut Pro 会自动将五个默认角色之一分配给每个片段的视频和音频
组件：“视频”、“字幕”、“对话”、“音乐”和“效果”。您还可以创建自定角色和子角色并将其分配给片段。

您可以在浏览器、时间线索引或“信息”检查器中查看和重新分配角色。例如，可以轻松标识所有对话片段并在

与其他音频文件隔离的情况下回放它们。请参阅第 280 页查看和重新分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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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线条表示事件片段
浏览器中片段和范围上出现的彩条能帮助您一眼判断出它们是否被标记为“个人收藏”或“已拒绝的”、是否应

用了关键词以及是否已在当前项目中使用。

颜色 描述 更多信息

绿色线条表示片段被标记为“个人 
收藏”。

请参阅第 56 页将片段评分为“个人收
藏”或“已拒绝的”。

红色线条表示片段被标记为“已拒 
绝的”。

请参阅第 56 页将片段评分为“个人收
藏”或“已拒绝的”。

蓝色线条表示片段手动应用了关键词或

导入媒体文件时附带了关键词。

请参阅第 57 页将关键词添加到片段。

紫色线条表示片段具有一个或多个分

析关键词。 
请参阅第 46 页查看片段上的分析关
键词。

事件片段底部的橙线表示片段正用于时

间线中当前打开的项目。

请参阅第 85 页添加片段概述。

若要打开或关闭此视图，请选取 
“显示”>“显示已使用的媒体范围”。

使用搜索、关键词和智能精选查找项目

在事件中查找片段和项目
在 Final Cut Pro 中，您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搜索媒体： 

 • 按标记快速过滤片段：使用浏览器中的“过滤器”弹出式菜单，按评分或缺少评分和关键词快速找到单个 
片段。

 • 在“过滤器”窗口中使用条件组合搜索：使用“过滤器”窗口执行片段和项目的复杂搜索，也称为加权搜索。

您可以按众多条件搜索，包括片段或项目名称、评分、媒体类型、已使用的媒体、强烈抖动、关键词、是否存在

人物、格式信息、日期、角色和项目类型（试演、同步片段、复合片段、多机位片段、分层图形或项目）。

按评分快速过滤片段

使用浏览器中的“过滤器”弹出式菜单按评分快速找到片段。

 1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要搜索的一个或多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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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从浏览器顶部的“过滤器”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选项。

 • 所有片段：显示事件中的所有片段。

 • 隐藏被拒绝的项目：显示所有片段或范围选择，但评分为“拒绝”的除外。

 • 无评分或关键词：仅显示无评分或关键词的片段或范围选择。

 • 个人收藏：仅显示评分为“个人收藏”的片段或范围选择。

 • 已拒绝的：仅显示评分为“拒绝”的片段或范围选择。

按一组条件来搜索片段和项目

“过滤器”窗口可用于合并多个搜索条件。例如，您可以搜索元数据中包含文本“外景”或“宽镜头”的视频片段

或项目。

 1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要搜索的事件或文件夹。

 2 点按浏览器顶部的“过滤器”按钮 。

 3 在“过滤器”窗口中，从“添加规则”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搜索条件或规则。

Add Rule pop-up menu

 • 文本：在列表视图中按名称或应用的任何备注查找片段或项目。您可以添加多个文本规则，以使用多个字词

或短语搜索，以及从搜索中排除特定字词和短语。

 • 评分：根据分配的评分（“个人收藏”或“拒绝”）查找片段。

 • 媒体类型：查找源媒体文件属于特定类型的片段，如视频、音频或静止图像。

 • 类型：查找与以下一种类型匹配的项目：试演、同步片段、复合片段、多机位片段、分层图形或项目。

 • 已使用的媒体：根据片段是否已在项目、复合片段、多机位片段或同步片段中使用来查找片段。

 • 防抖动：查找 Final Cut Pro 标识为具有过度摇动的视频片段。

 • 关键词：按分配的任何关键词查找片段。您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要搜索的关键词。

 • 人物：查找 Final Cut Pro 标识为具有人物的片段。选项包括“单人”、“两人”、“组”、“特写镜头”、“中等 
镜头”和“宽镜头”。

 • 格式信息：使用格式信息查找片段或项目，如视频帧速率或场景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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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期：按项目的创建日期或媒体导入 Final Cut Pro 中的日期查找片段或项目。

 • 角色：按分配的角色查找片段。

若要移除规则，点按规则右侧的“移除”按钮 。若要从搜索中移除规则而不移除它，请取消选择规则左侧的

复选框。

 4 通过从添加的规则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项，进一步改进搜索。

 5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指定项目至少必须与其中一个条件或关键词匹配：从“过滤器”窗口左上角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 
“任一”。

 • 若要指定项目必须与所有条件和关键词匹配：从左上角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全部”。

与搜索条件匹配的项目将显示在浏览器中，且指明搜索状态的图标显示在浏览器顶部的“过滤器”按钮右侧。

如果需要，您可以将搜索结果存储为智能精选，以自动根据搜索条件收集项目。

若要清除加权搜索，请点按浏览器右上角的搜索状态图标右侧的“还原”按钮。

按名称和备注搜索片段或项目

您可以使用搜索栏在列表视图中按名称和应用的任何备注快速查找片段或项目，且无需打开“过滤器”窗口。

 1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要搜索的一个或多个事件。

 2 在搜索栏中，输入片段或项目的名称或者应用到要查找的片段或项目的备注。

同时使用搜索和过滤查找片段

执行加权搜索再按评分在浏览器中过滤结果是快速找到片段的强大方式。这也是查找未评分的特定片段和将

其与评分的片段进行比较的最佳方法。

 1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要搜索的事件或文件夹。

 2 使用搜索条件组合搜索片段，如上面的“按条件组合搜索片段和项目”中所述。

但是，请勿使用“过滤器”窗口应用评分。

 3 使用“过滤器”弹出式菜单可快速按评分过滤片段，如上面的“按评分快速过滤片段”步骤所述。

 4 重复步骤 3，直至找到所查找的片段。

将搜索存储为智能精选
使用“过滤器”窗口在事件中搜索片段或项目时，可以存储结果，方法是创建新智能精选以收集与搜索条件匹配

的项目。只要将符合智能精选搜索条件的新项目导入事件中，新项目就将自动添加到智能精选。

显示在智能精选中的片段和项目不是重复项。智能精选会过滤事件中的项目，这有助于重点关注需要用于特定

任务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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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搜索条件创建智能精选

 1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一个事件。

 2 使用“过滤器”窗口根据指定条件搜索片段或项目。

 3 在“过滤器”窗口中，点按“新智能精选”按钮。

新的未命名智能精选将显示在事件中。

 4 键入智能精选的名称并按下 Return 键。

将与智能精选的搜索条件匹配的项目添加到事件时，会自动将其添加到智能精选。

更改智能精选的内容

 1 在资源库列表中，连按要更改内容的智能精选。

这将出现智能精选的“过滤器”窗口。

Smart Collection

 2 在“过滤器”窗口中更改搜索条件。

 3 完成搜索条件指定后，关闭“过滤器”窗口。

【注】将片段的评分或关键词修改为与智能精选的搜索条件不匹配时，会导致片段也不再显示在智能精选中。

删除智能精选

 m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要删除的智能精选，然后选取“文件”>“删除智能精选”（或按下 Command-Delete）。

智能精选将从资源库中移除，但其关联项目（显示在其中的片段和项目）不受影响。

整理关键词和智能精选
您可以使用文件夹整理事件中的关键词精选和智能精选。

使用文件夹整理精选

 1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包含要整理的精选的事件，然后选取“文件”>“新建文件夹”。

 2 为事件内显示的新文件夹键入名称，然后按下 Return 键。

 3 选择要整理的智能精选和关键词精选，然后将其拖到新文件夹。

通过点按文件夹名称左侧的显示三角形，可显示和隐藏文件夹的内容。

67% resize factor



 第 5 章：整理资源库 66

从自动备份恢复资源库
默认情况下，Final Cut Pro 每间隔 15 分钟就会自动备份资源库。备份仅包括资源库的数据库部分，而不包括
媒体文件。存储的备份的文件名包括时间和日期。 

默认情况下，Final Cut Pro 会将备份存储到“影片”文件夹中的“Final Cut Pro Backups”文件夹，但您可 
以在“资源库属性”检查器中更改备份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76 页管理储存位置。

Final Cut Pro 会自动删除已超过多天的资源库备份。

从资源库备份恢复

 1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要恢复的资源库 。

 2 选取“文件”>“打开资源库”>“从备份”。

 3 在“恢复自”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特定时间和日期的备份，或者点按“其他”并导航到要打开的其他备份文件。

 备份将作为资源库添加到资源库列表中。

【注】备份是标准 Final Cut Pro 资源库文件，因此还可以在 Finder 中连按来打开它们。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第 374 页管理资源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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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放和浏览概述
Final Cut Pro 便于查看和欣赏媒体，而不管是位于浏览器还是时间线中。动态预览功能让您可快速找到所需
内容，而无需从手上的任务分心。

您可以使用两个工具在 Final Cut Pro 中预览和回放媒体：

 • 播放头标记在时间线或浏览器中的当前位置。通过拖移播放头或者点按时间线或浏览器的其他区域，可移动

播放头。您可使用播放头从当前位置搓擦或回放。

除非移动或点按其他位置，否则播放头将显示为位置固定的灰色竖直线。

 • 浏览条让您可以预览时间线和浏览器中的片段，而不影响播放头位置。您可以使用浏览条浏览或自由移动 
片段，来以指针所在位置及其速度进行回放。

将指针移到要浏览的区域上方时，浏览条将显示为粉红色竖直线。如果打开吸附，则在吸附到某个位置时，

浏览条将变为橙色。

Playhead Playhead

Skimmer

Skimmer

打开浏览时，可以浏览查看其他片段的内容，但仍保持时间线中的播放头位置。如果播放头和浏览条出现在同一

片段中，则浏览条将成为回放或编辑的默认位置。

关闭浏览或浏览条未出现在片段中时，播放头将采用默认位置。

回放媒体
您可以在 “Final Cut Pro” 中回放项目和片段。回放选项包括从开头播放、从某个点播放、循环会阿飞能干和
以不同速度播放。您也可以采用全屏幕视图回放视频。 

若要控制 Final Cut Pro 是否在检视器中显示优化、代理或原始的媒体，以及是否优化视频回放的质量或性能，
请从检视器右上角的“检视器选项”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对应的选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74 页控制回放质
量和性能。

回放和浏览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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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放视频和音频片段

 m 若要从开头播放项目或片段：选择项目或片段，然后选取“显示”>“回放”>“从头播放”（或按下 Control-
Shift-I）。

 m 若要从开头播放项目的一个部分、选定的片段或一个帧范围：选择项目、片段或所有或部分片段，然后选取 
“显示”>“回放”>“播放所选部分”或按下正斜杠 (/) 键。

选择某个片段或部分片段或项目时，选定区域将标记有黄色边框。

Yellow border

 m 若要从特定点播放项目或片段：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点按项目中或片段内要开始的点（或将播放头移到时间线

中的点），然后在检视器中按空格键或点按“播放”按钮 （或按下 L 键）。

The clip or project begins 
playing at the skimmer 
or playhead position.

 m 若要在播放头或浏览条前后播放：选取“显示”>“回放”>“播放当前位置前后片段”，或按下 Shift-问号键 (?)。

Skimmer

 m 若要停止回放：按空格键。

将 J 键、K 键和 L 键用于回放
您可以使用键盘上的 J 键、K 键和 L 键播放项目或片段。回放在播放头（项目上）或浏览条（片段上）的位置 
开始。您还可以使用 J 键、K 键和 L 键控制视频回放设备。

Moves through
forward speeds

Moves through
reverse speeds

P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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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这些键将回放速度提高到 32x 正常速度。

 m 若要以正常速度 (1x) 开始向前回放：按下 L。

 m 若要以正常速度 (1x) 开始倒转回放：按下 J。

 m 若要暂停回放：按下 K。

 m 若要使当前回放速度加倍：按下 L 键或 J 键两次。

 m 若要立即倒转回放方向：按下 J 以倒转播放，或按下 L 以向前播放。

 m 若要使播放头一次移动一帧：按住 K 键，然后按下 J 或 L。

 m 若要以 1/2x 速度移动播放头：在按住 J 或 L 的同时按住 K 键。

使用键盘快捷键控制设备（如摄录机或摄像机），向前 (L) 和倒转 (J) 回放的速度可能会不同，具体取决于视频
设备。

循环回放媒体

您可以打开循环，以便项目或片段（或其任何部分）以连续循环播放。

 1 若要启用循环，请选取“显示”>“回放”>“循环回放”（或按下 Command-L）。

 2 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使整个项目循环：点按时间线以激活它并按下空格键。

 • 若要在浏览器中循环片段：选择片段并按下空格键。

 • 若要循环片段或项目的一个部分：在浏览器片段或时间线中选择一个范围，或者选择一个时间线片段，然后

选取“显示”>“回放”>“所选部分”或者按下正斜杠键 (/)。

以全屏幕视图播放视频

 1 在时间线中打开一个项目或在浏览器中选择一个片段，然后将播放头放在要视频开始的位置。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显示”>“回放”>“全屏幕播放”（或按下 Shift-Command-F）。

 • 点按检视器下的“全屏幕播放”按钮 。

该项将从播放头位置以全屏幕视图播放。

【提示】您可以在全屏幕回放期间使用所有回放快捷键，包括 J-K-L 等。有关可用快捷键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第 403 页回放/导航。

 3 若要离开全屏幕视图，请按下 Esc (Escape) 键。

回放片段时，播放头或浏览条下方的帧将在检视器中播放。如果需要一次比较两个片段，可以使用事件检视器 
（仅用于回放事件片段的单独检视器）。事件检视器显示在主检视器的左侧。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71 页在
事件检视器中回放和浏览媒体。

浏览媒体
您可以快速浏览视频和视频以预览它、搜索特定镜头或进行编辑。打开浏览并将指针向前或向后移到浏览器或

时间线中的片段上时，指针下方的内容将在检视器中播放。

您还可以使用“切割”、“修剪”和“范围选择”编辑工具浏览时间线或精确度编辑器中的片段。

在 Final Cut Pro 中进行编辑时，可能会觉得将指针从一个位置移到另一个位置时，浏览会使人分散注意力。您
可以停用所有浏览（或仅停用音频浏览）。

浏览片段

 m 将指针向前或向后移到浏览器或时间线中的片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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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条（垂直粉红条）指明浏览时指针的精确位置，且对应帧将显示在检视器中。

Skimmer

【提示】您还可以随时按空格键以从浏览条位置向前播放。

使用编辑工具浏览片段

使用“切割”、“修剪”和“范围选择”编辑工具时，可以浏览时间线或精确度编辑器中的片段。将指针移到片段

上时，这些工具如同浏览条。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片段或打开精确度编辑器。

 2 从工具栏的“工具”弹出式菜单中选择“切割”、“修剪”或“范围选择”工具。

 3 将工具向前或向后移到片段上。

将编辑工具用作浏览条时，可以浏览并将标记添加到时间线中位于连接的片段下方的片段。

打开和关闭浏览

 m 若要打开或关闭所有浏览：点按“浏览”按钮，选取“显示”>“浏览”，或按下 S 键。

 m 若要打开或关闭音频浏览：点按“音频浏览”按钮，选取“显示”>“音频浏览”，或按下 Shift-S。

打开浏览时，浏览按钮将显示为蓝色。

Audio skimming is turned off.

Skimming is turned on.

【注】关闭浏览时，仍可以使用“切割”、“修剪”和“范围选择”编辑工具浏览。 

浏览单个片段或音频组件的音频

您可以打开片段浏览以将音频浏览限制为单个片段。如果时间线中具有连接的片段且在浏览时不想也听到主要

故事情节中片段的音频，这将很有用。 

【重要事项】其中还必须打开音频浏览，才能使用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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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辑显示展开的音频组件的片段时，您还可以使用片段浏览来浏览和听取单个音频组件。如果关闭片段浏

览，则会在浏览时听到片段中所有组件的组合音频。

【提示】若要查看展开的音频组件，请在时间线中选择该片段，然后选取“片段”>“展开音频组件”（或按下 
Control-Option-S）。

 m 若要打开或关闭片段浏览，请选取“显示”>“片段浏览”（或按下 Option-Command-S）。

在事件检视器中回放和浏览媒体
有时，您可能需要两个检视器，以便可以从时间线片段分别回放和浏览事件片段。事件检视器是显示在主检视

器旁边的单独视频显示。打开事件检视器和检视器时，您可以同时显示两个片段：一个位于浏览器，一个位于时

间线。

Event Viewer Viewer

您只能使用事件检视器播放浏览器中的片段。如同主检视器，您可以显示视频观测仪、颜色通道、字幕和操作安

全区以及多机位角度（在将事件检视器设定为显示角度的情况下）。检视器和事件检视器中的回放和调整控制

相同。其他检视器相关操作（包括屏幕控制和内建效果）使用主检视器完成。

双检视器界面源自基于像带的线性系统，此类系统同时包括源和录制监视器。源监视器用于预览源片段并在其

中进行选择。录制监视器用于回放编辑后的节目。

打开事件检视器

 m 选取“窗口”>“显示事件检视器”（或按下 Control-Command-3）。

若要关闭事件检视器，请选取“窗口”>“隐藏事件检视器”（或按下 Control-Command-3）。

【注】如果要将视频观测仪与事件检视器配合使用，可能会发现将观测仪显示在视频图像下方会很方便，而非

左侧（默认）。若要将观测仪显示在视频图像下方，请从事件检视器的“设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竖排布局”。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41 页使用视频观测仪。

在第二台显示器上显示回放
如果有第二台显示器连接至电脑，可以在第二台显示器显示检视器以播放视频，或在第二台显示器显示浏览器

以查看事件中的片段，从而扩展 Final Cut Pro 主窗口中的工作区。

在第二台显示器上显示检视器

 1 连接第二台显示器（连接至 PCI 显卡的第二台电脑监视器），并确定它已连接至电源并已打开。

 2 在 Final Cut Pro 中，选取“窗口”>“在第二个显示器上显示检视器”。

检视器将显示在第二台显示器上。所有检视器功能（包括屏幕控制）现在可用于第二台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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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果事件检视器也可见，则两个检视器都将显示在第二台显示器上。

 3 若要将检视器返回到 Final Cut Pro 主窗口，请选取“窗口”>“在主窗口中显示检视器”。

在第二台显示器上显示资源库列表和浏览器

 1 连接第二台显示器（连接至 PCI 显卡的第二台电脑监视器），并确定它已连接至电源并已打开。

 2 在 Final Cut Pro 中，选取“窗口”>“在第二个显示器上显示事件”。

资源库列表和浏览器将显示在第二台显示器上。所有事件功能（包括选择功能、标记、关键词等）现在都在第二

台显示器上提供。

若要将资源库列表和浏览器返回到 Final Cut Pro 主窗口，请选取“窗口”>“在主窗口中显示事件”。

在外部视频监视器中查看回放
Final Cut Pro 包括音频/视频输出选项，可用于将视频和音频从电脑发送到外部视频监视器。音频/视频输出
功能会向您展示视频和音频在 NTSC/PAL、HD 或 4K 监视器上的图像和声音。此外，您还可以借助此功能来
使用复杂的外部设备（例如矢量显示器和波形监视器）来测试输出。 

NTSC 或 PAL 输出需要兼容的第三方视频接口硬件和软件。4K 输出需要第三方视频接口或者配有 HDMI 输
出且能处理 4K 视频的 Mac。FireWire DV 设备不受支持。有关第三方设备和软件的更多信息，请联系设备制
造商或访问“Final Cut Pro X 资源”网页：http://www.apple.com/cn/finalcutpro/resources。

使用第三方视频接口在外部监视器上查看回放

 1 根据制造商说明安装视频接口硬件和软件。

 2 将外部视频监视器连接到视频接口，并确定监视器和所有其他外部设备均已连接到电源并已打开。

 3 若要选择音频/视频输出设备，请选取“Final Cut Pro”>“偏好设置”（或按下 Command-逗号键），点按 
“回放”，然后从“音频/视频输出”弹出式菜单中选择外部监视器。

 4 在 Final Cut Pro 中，选取“窗口”>“音频/视频输出”。

检视器内容将显示在广播监视器中。检视器功能（如屏幕控制及字幕安全和操作安全叠层）只能在 
Final Cut Pro 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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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视频和音频将在视频帧（非音频样本）级别同步。

若要关闭音频/视频输出，请选取“窗口”>“音频/视频输出”。

使用 HDMI 在外部监视器上查看回放
如果使用的 Mac 配有 HDMI 端口、可以处理 4K 视频且运行 Final Cut Pro 10.1 或更高版本，您可以在通过 
HDMI 端口连接的外部视频监视器上播放 4K 或 HD 1080 视频。

有关兼容的 Mac 电脑列表的信息，请访问 http://support.apple.com/kb/HT6057?viewlocale=zh_CN。

 1 使用 HDMI 电缆将外部 (HDMI) 视频监视器连接到 Mac 的 HDMI 端口，并确定监视器已连接至电源并已 
打开。

 2 若要配置 HDMI 监视器，请选取苹果菜单 >“系统偏好设置”，然后点按“显示器”。 

 3 在“显示器”偏好设置中，将 HDMI 监视器设定为备选显示器。

 4 选择“缩放”，在出现的列表中，选择“4096 x 2160”、“3840 x 2160”、“1080i”或“1080p”。

【注】在点按“缩放”时，您可能需要按下 Option 键来查看适合于 HDMI 监视器的其他分辨率。

 5 若要在 Final Cut Pro 中选择监视器，请选取“Final Cut Pro”>“偏好设置”（或按下 Command-逗号键），
点按“回放”，然后从“音频/视频输出”弹出式菜单中选择 HDMI 监视器。

 6 在 Final Cut Pro 中，选取“窗口”>“音频/视频输出”。

检视器内容将显示在 HDMI 监视器中。检视器功能（如屏幕控制及字幕安全和操作安全叠层）只能在 
Final Cut Pro 中查看。

【注】视频和音频将在视频帧（非音频样本）级别同步。

若要关闭音频/视频输出，请选取“窗口”>“音频/视频输出”。

67% resize factor

http://support.apple.com/kb/HT6057?viewlocale=zh_CN


 第 6 章：回放和浏览媒体 74

控制回放质量和性能
两个设置会影响检视器中的视觉质量和回放性能：“质量”设置和“媒体”设置。这两个设置均位于检视器右上

角的“检视器选项”弹出式菜单中。

设定回放质量

在“检视器选项”弹出式菜单的“质量”部分中，选取以下一项：

 m 较好质量：选取此选项可在检视器中显示完整分辨率视频帧。此设置可能会降低大型帧尺寸的高质量视频的回

放性能。

 m 较高性能：选取此选项可采用降低的分辨率在检视器中显示视频。对于超大媒体文件，减小媒体的大小也会保

持回放性能。

选取回放媒体的类型

在“检视器选项”弹出式菜单的“媒体”部分中，选取以下一项：

 m 优化大小/原始状态：选取此选项可将优化媒体（采用 Apple ProRes 422 格式）用于回放。如果优化的媒体不
可用，Final Cut Pro 会使用原始媒体进行回放。 

 m 代理：选取此选项可将中等质量的代理媒体（转换为一半分辨率）而非完整分辨率媒体用于回放。选取此选项

将提升回放性能，但会降低视频质量。在 Final Cut Pro 中，代理媒体采用 Apple ProRes 422 Proxy 格式。

您可以使用“信息”检查器来确定给定的片段中是否存在优化或代理媒体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364 页查看片段的信息。如果您在“检视器选项”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了“代理”且没有代理媒体文件存在，则
检视器中将出现一个“缺少代理文件”提醒图标。

【重要事项】如果您使用代理媒体进行回放，则在共享项目前请确保切换回优化/原始媒体。这将确保导出的文
件具有最高质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48 页共享项目、片段以及范围。

有关优化的媒体和代理媒体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69 页管理优化的媒体文件和代理媒体文件。

关于后台渲染
渲染就是为项目中 Final Cut Pro 无法实时播放的部分创建临时视频和音频渲染文件的过程。添加效果、转
场、发生器、字幕和其他需要渲染以用于高质量回放的项目时，渲染指示器（黄色条）将显示在时间线顶部标尺

的下方。 

Render indicator

默认情况下，渲染将在 Final Cut Pro 中停止操作和移动指针 5 秒后于后台开始。在不同应用程序中工作时，后
台渲染将继续。您可以关闭后台渲染或调整 Final Cut Pro 偏好设置中的此设置。

您还可以手动控制项目或项目某个部分的渲染，并删除一个或多个项目、事件或资源库的渲染文件，从而释放储

存空间。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72 页管理渲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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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概述
术语视频编辑既指项目工作流程的更广泛阶段，又指对项目时间线中的片段执行的具体手动任务。

 • 创建项目：若要在 Final Cut Pro 中创建影片，您必须先创建项目，它会记录您的编辑决定和您使用的媒体。
请参阅第 75 页创建新项目。 

 • 进行选择并将片段添加到时间线：在项目中添加和排列片段是使用 Final Cut Pro 创建影片的基本步骤。
您在时间线中进行片段移动和重新排序。请参阅第 85 页添加片段概述、第 102 页在时间线中排列片段和
第 137 页音频概述。 

 • 剪切和修剪片段：Final Cut Pro 提供了各种工具，可用于在时间线中调整片段的开始点和结束点，以及控制
从一个镜头到下一个镜头的速度。请参阅第 107 页修剪概述。 

 • 进一步改进和调整项目：Final Cut Pro 提供了许多高级编辑工具，因此可轻松完成影片的高度润色。请参阅
高级编辑部分中的主题。

 • 添加效果和颜色校正：最后润色包括视觉效果和颜色校正。请参阅第 185 页转场、字幕、效果和发生器概
述和第 328 页颜色校正概述。

Toolbar: Perform 
common tasks by 
clicking a button.

Connected clips: Add titles and 
cutaway shots. In the Magnetic 
Timeline, everything stays in sync.

Audio clips: Add music 
and sound effects as 
connected clips.

Primary storyline: Add and 
arrange clips to construct 
your movie.

创建和管理项目

创建新项目
若要在 Final Cut Pro 中创建影片，您必须先创建项目，它会记录您的编辑决定和您使用的媒体。然后您将片段
添加到时间线并编辑它们。

创建新 Final Cut Pro 项目时，执行以下操作：

 • 给项目命名。

 • 指定储存项目的事件。

通常，您将项目储存在包含用于创建项目的媒体的事件中。将媒体从 Finder 或 Final Cut Pro 媒体浏览器拖
到时间线中时，该媒体将自动放在与项目相同的事件中。

（可选）您还可以设定起始时间码，并定义项目的视频、音频和渲染属性。

编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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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项目后，您从资源库的事件中将片段添加到该项目。

【注】如果您正在创建项目，但是您尚未将媒体导入到 Final Cut Pro 中，则您必须先将媒体导入到其中。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 页导入概述。

开始项目

 1 如果未看到资源库列表，请点按浏览器左下角的按钮。

 2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要创建项目的事件。 

 3 选取“文件”>“新建项目”（或按下 Command-N）。

 4 在出现的窗口中，在“名称”栏中为项目键入名称。

 5 如果您想要将项目储存在非所选事件的事件中，请从“事件中”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其他事件。 

如果您从 Finder 将任何媒体文件直接拖到时间线中的项目，或者从其中一个媒体浏览器将媒体添加到项目，
该媒体会自动储存到与项目相同的事件中。

 6 如果您想要进一步自定项目设置，请点按“使用自定设置”。

【注】Final Cut Pro 默认情况下显示“自动设置”，但将保留您上次使用的设置，因此可能无需执行此步骤。

 7 如果您想要您项目的时间码从 00:00:00:00 以外的值开始，请在“开始时间码”栏中键入开始时间码值。

 8 如果您想要对项目的视频或音频属性进行任何更改，请选择“自定”并使用相应的弹出式菜单。

除非您对要创建的项目有特殊要求，否则最好让“自动根据第一个视频片段进行设定”保持选定。有关项目设置

的信息，请参阅第 77 页修改项目的设置。

 9 点按“好”。

新项目会显示在浏览器中，其名称为您在步骤 4 中指定的名称。

您现在可以从浏览器添加片段并用其他方式开始编辑您的项目，如添加字幕、特殊效果、背景音乐、声音效 
果等。

您可以随时更改项目的属性。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77 页修改项目的设置。

打开现有项目
您可以随时打开现有项目。

打开项目

 1 如果未看到资源库列表，请点按浏览器左下角的按钮。

 2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包含要打开的项目的事件。

 3 找到您要打开的项目并连按它。

【注】您可能必须向上滚动到事件顶部才能看到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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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项目的设置
随着项目的发展，您可能决定要更改其设置。

大多数情况下，Final Cut Pro 会基于您添加到项目的第一个片段的属性来自动管理项目设置，但是您几乎可以
更改现有项目的所有设置。如果必须修改项目设置，请根据要与观众分享最终影片的方式选取视频和音频项目

设置。

更改项目的设置

 1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包含要修改的项目的事件，然后选择项目（或连按项目以将其在时间线中打开）。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窗口”>“项目属性”（或按下 Command-J）。

 • 点按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

 3 点按出现的面板顶部的“信息”按钮。

Info button

 4 点按“修改设置”按钮。

 5 在出现的窗口中，视情况更改设置。

Change the project’s 
video, audio, and 
render properties.

项目名称

 • 项目名称：为项目键入名称。

起始时间码

 • 起始时间码：如果您想要您项目的时间码从 00:00:00:00 以外的值开始，请键入开始时间码值。

丢帧时间码

 • 丢帧：选择此复选框以打开丢帧时间码（此选项仅在使用 29.97 和 59.94 fps 媒体时显示）。

在非丢帧时间码中，该时间码计数器以恒定速率计数，并且计数时不丢掉任何编号。非丢帧时间码这一显示

选项可适用于每种帧速率。

在丢帧时间码中，在每分钟的第一秒跳过第 0 帧和第 1 帧，除非该分钟数字正好被 10 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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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属性

 • 格式：选取视频格式（编码视频的一种特定方式）。

 • 分辨率：选取视频的帧尺寸。可用帧尺寸取决于格式。若要输入任意帧尺寸，请在“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 
“自定”。

 • 速率：选取帧/秒 (fps)。

【注】不可以更改限于项目的帧速率，除非时间线完全为空。

音频和渲染属性

 • 音频通道：选取音频演示为多通道环绕声还是立体声。

 • 音频采样速率：为项目选取音频采样速率（每秒钟信号被测量或采样的次数）。较高的采样速率会产生较高

质量的音频及较大的文件，较低的采样速率会产生较低质量的音频及较小的文件。您选取的采样速率取决于

您处理的源材料及音频的最终目的位置。

 • 渲染格式：选取编解码器以用于项目的后台渲染。

 6 点按“好”。

存储、备份和制作项目的版本
Final Cut Pro 会在您处理项目时自动存储您所作的全部更改，这意味着您永远都不需要手动存储更改。您还
可以撤销所有更改，直至回到上次退出 Final Cut Pro 并重新打开它时的状态，方法是选取“编辑”>“撤销” 
（或按下 Command-Z）。

您可以通过复制的方法创建一个项目的多个版本。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5 页复制项目和片段。

您对项目中片段所作的更改不会影响片段的源文件。因此，如果您对某个片段做了大量更改，但是想要重新开

始，您可以轻松地将该片段恢复到其原始状态，方法是将该片段（位于资源库的事件中）的新副本添加到您的 
项目。

此外，Final Cut Pro 将以 15 分钟间隔进行资源库的自动备份。备份仅包括资源库的数据库部分，而不包括媒
体文件。存储的备份的文件名包括时间和日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66 页从自动备份恢复资源库。

选择片段和范围

关于选择和连续画面
编辑视频项目的基本步骤是选取要包括在最终影片中的内容。在 Final Cut Pro 中，通过进行选择来指明要处
理的片段或片段部分。Final Cut Pro 提供了各种强大工具来进行快速精确地选择，包括连续画面（连接的缩略
图图像系列）。视频片段在时间线（建立项目的位置）和浏览器（显示源媒体的位置）中显示为连续画面。一个视

频连续画面可能代表包含几百个视频帧（单个图像）的若干秒钟的视频。纯音频片段显示为音频波形，其中显

示音量随时间推移的变化。

将浏览器中的片段添加到时间线中的项目时，可以添加一个或多个整个片段，也可以添加片段内的一个范围。 
接着，可以在时间线中逐个微调片段，如将视频效果添加到其中或在其间插入转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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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浏览器和时间线中调整连续画面的外观，以便可更轻松地进行选择。例如，扩展连续画面的宽度（通过

显示每个缩略图的更短时间长度）有助于实现更精确的选择。

Filmstrip expanded 
in the Browser for 
precise selections

您还可以在时间线中调整连续画面外观，以使查看和选择音频波形更轻松。

Filmstrip appearance 
changed for easy 
viewing and selection 
of audio waveforms

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
片段表示视频、音频和图形文件，并让您可以在 Final Cut Pro 中处理媒体，而无需更改文件本身。若要将片段添
加到项目、重新排列片段或修剪片段，首先需要选择片段。您可以一次选择单个片段，也可以一次选择多个片段。

选择多个片段时，可将其作为组在项目内移动，也可以将其从一个事件移到另一个事件。如果调整了片段且要将相

同调整粘贴到几个其他片段上，这也很有用。

选择整个片段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点按该片段一次。

 m 将浏览条（或播放头）移到片段上方并按下 X 键。

【注】这将导致范围选择与片段的边界匹配。

 m 在浏览器中，按下上箭头键或下箭头键以将选择移到相邻片段。

 m 在浏览器中，按住 Option 将从片段的开始点拖到结束点。

 m 在时间线中，将浏览条（或播放头，如果关闭浏览）移到要选择的片段上，然后按下 C 键。此方法将选择主要故事
情节中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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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的片段和故事情节将连接到主要故事情节中的片段，且它们将出现在主要故事情节的上方和下方。若要使

用此键盘快捷键方法选择连接的片段或故事情节，请将指针置于连接的片段上，然后按下 C 键。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第 89 页连接片段以添加切换镜头、字幕和同步的声音效果和第 243 页添加故事情节。

黄色边框将出现在片段四周，表明已选择。

【注】时间线片段选择（如上所示）与时间线范围选择不同，后者具有用于调整选择开始点和结束点的外观不

同的范围控制柄。浏览器中的所有选择实际上都是范围选择（具有可调整开始点和结束点）。

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选择多个片段

 m 若要选择一些单个片段：按住 Command 键点按要选择的片段。

【注】按住 Command 键点按含预先存在范围的浏览器片段时，选择的是范围，而不是整个片段。

 m 若要选择浏览器或时间线中的所有片段和范围：点按浏览器或时间线以激活它，然后选取“编辑”>“全选” 
（或按下 Command-A）。

 m 若要通过拖移选择多个片段：将选择矩形拖到要选择的时间线或事件片段上。

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取消选择片段

 m 若要取消选择单个选定的片段：按住 Command 键点按该片段或在该片段的外部点按（或选择其他片段）。

 m 若要取消选择多个选定的片段：按住 Command 键点按不想选择的片段。

 m 若要取消选择所有片段和范围：选取“编辑”>“选择”>“无”（或按下 Shift-Command-A）。

 m 若要取消选择所有片段和清除浏览器中的所有选定范围：按下 Optio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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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个范围
您可以在时间线或浏览器中选择任何片段内的一个范围，而不是选择整个片段。在时间线中，还可以选择跨多个

片段的范围。您可以修剪范围选择、使用评分和关键词标记它们，和以其他方式修改它们。您可以通过拖移选择

的任一端调整范围选择的开始点和结束点。您还可以在浏览器的一个或多个片段中创建多个范围选择。

Range handles

【注】此插图显示一个时间线范围选择。浏览器范围选择具有直范围控制柄。

选择一个范围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在浏览器中，拖过任何片段（连续画面）。 

黄色边框将出现在选择的范围四周。

如果连续画面分成两行，则只需通过继续拖过断点，即可选择超过断点的范围。达到边缘时，指针将跳到下一行。

【提示】在浏览器中，按住 Option 键跨含现有范围的任何片段（连续画面）拖移，以将这些范围替换为新范围。

 m 在时间线中，从工具栏的“工具”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范围选择”（或按下 R 键）。

指针将变为“范围选择”工具图标 。 

在时间线中将“范围选择”工具拖过一个或多个片段，可选择范围。若要调整范围选择开始点和结束点，请拖移范

围任一端的范围控制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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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若要临时打开“范围选择”工具，请按住 R 键。释放 R 键时，工具将复原到以前的活跃工具。

Range handles

 m 使用 I 键和 O 键设定范围选择开始点和结束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下面的说明。 

 m 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将浏览条（或播放头）移到片段上，然后按下 X 键。 

Final Cut Pro 将在片段开始点和结束点设定范围选择开始点和结束点。

【提示】若要将此 X 键方法用于连接的片段或连接的故事情节中的片段，请将指针置于该片段上，然后按下  
X 键。

 m 按住 Command 键点按片段顶部的彩色标记线。

这些标记线可指明任何以下项：个人收藏（绿色）、已拒绝的（红色）、手动应用的关键词（蓝色）或分析关键词 
（紫色）。

设定范围的开始点或结束点

 m 若要设定开始点：将浏览条（或播放头，如果关闭浏览）放在要选择开始的位置，然后选取“标记”>“设定范围
开头”（或按下 I 键）。 

 若要移除范围开始点，请按下 Option-I。

 m 若要设定结束点：将浏览条（或播放头，如果关闭浏览）放在要选择结束的位置，然后选取“标记”>“设定范围
结尾”（或按下 O 键）。 

若要移除范围结束点，请按下 Option-O。

 m 若要在回放片段或项目时设定范围的开始点或结束点：按下空格键以开始回放，然后按下 I 或 O 键（在要设定
开始点或结束点时）。 

【提示】在浏览器中，可以按下 Shift-Command-I 和 Shift-Command-O 以在回放期间设定多个范围。

如果在时间线或精确度编辑器中使用切割、修剪和“范围选择”工具，则可以使用 I 和 O 键在连接的片段或故
事情节中设定选择开始点和结束点，以及在连接的片段和故事情节下方的片段中设定。将指针直接移到片段

上，然后按下 I 键以设定选择开始点，或者按下 O 键以设定选择结束点。

延长或缩短范围选择

 m 若要调整范围的开始或结束位置：拖移黄色选择边框的左边缘或右边缘。

 m 若要在同一事件片段或项目内还原范围的开始点或结束点：移动浏览条并按下 I 键或 O 键。

【提示】回放片段时，也可以按下 I 键或 O 键。

 m 若要在事件片段内延长或缩短范围：将浏览条移到任何要范围开始或结束的帧，然后按住 Shift 键点按（或 
拖移）。 

 m 若要使用时间码延长或缩短范围：选取“修改”>“更改时间长度”（或按下 Control-D），然后输入新时间长度。
（此方法仅适用于单个范围选择。）

范围选择将相应延长或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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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浏览条但它未显示，则可以随时打开浏览。

在回放期间在事件片段中设定多个范围

您可以在回放期间在浏览器中的片段内设定多个范围。

 1 回放事件片段。

 2 播放片段时，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添加范围开始点：按下 Shift-Command-I。

 • 若要添加范围结束点：按下 Shift-Command-O。

【注】若要在同一片段中设定多个范围，请在继续回放时重复这些键盘快捷键。

将范围选择设定为与片段边界匹配

 m 将浏览条（或播放头）移到片段上方并按下 X 键。

Final Cut Pro 将设定从片段的开始点到结束点的范围选择。任何已有范围都将移除。

清除范围

您可以从浏览器或时间线中移除一个或多个范围。

【注】此操作不影响浏览器或时间线中的片段媒体。

 m 若要移除事件中的单个范围：按住 Option 键点按范围。

 m 若要移除时间线中的范围：点按范围外部或选择不同范围。

 m 若要清除浏览器或时间线中的一个或多个范围：选择该范围或多个范围并选取“标记”>“清除所选范围” 
（或按下 Option-X）。

【注】所选范围将具有粗黄色边框。未选择范围（仅适用于浏览器）具有细橙色边框。

 m 若要移除事件中的所有范围：选取“编辑”>“全选”（或按下 Command-A）以选择当前事件中的所有范围，然
后选取“标记”>“清除所选范围”（或按下 Option-X）。

管理事件片段中的多个范围选择
在浏览器中，可以在一个或多个片段内设定多个范围，并且可以在设定后选择和取消选择范围。例如，您可在长

事件片段中设定多个范围，然后取消选择某些范围，然后一次将所有选定范围添加到时间线。

【注】所选范围将具有粗黄色边框。未选择范围具有细橙色边框。编辑命令仅适用于黄色选择。

Selected ranges Unselected ranges

【注】本部分介绍的命令要求浏览器是 Final Cut Pro 界面的活跃部分。通过将指针移到其上或点按它，可激
活浏览器。浏览器处于活跃状态时，其背景具有较浅的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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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事件片段中设定多个范围

 1 在浏览器中，在一个片段内选择一个范围。

 2 若要设定附加范围，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按住 Command 键在片段的其他部分中拖移。

 • 将浏览条（或播放头）移到您想要附加范围开始的帧，然后按下 Shift-Command-I。将浏览条或播放头移到
您想要附加范围结束的帧，然后按下 Shift-Command-O。

【注】这些键盘快捷键也适用于回放，因此可动态设定附加范围。 

 • 按住 Option 键在现有范围上方或内部拖移，以将其替换为新范围。

 • 按住 Command 键点按片段顶部的彩色标记线。

这些标记线可指明任何以下项：个人收藏（绿色）、已拒绝的（红色）、手动应用的关键词（蓝色）或分析关键

词（紫色）。

附加范围选择将显示在片段中。

若要移除范围选择，请按住 Option 键点按它。

选择和取消选择事件中的范围和片段

您可以在事件片段内或在事件内设定、选择或取消选择多个范围。

【重要事项】编辑命令仅适用于黄色选择。编辑命令将忽略橙色（未选择）范围。

Selected ranges Unselected ranges

 m 若要选择单个范围：点按该范围。

 m 若要选择或取消选择范围：按住 Command 键点按范围。

 m 若要选择片段中的所有范围：点按片段中没有范围的区域。

 m 若要选择当前事件中的所有范围和片段：选取“编辑”>“全选”（或按下 Comm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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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范围（以及没有范围的所有片段）都被选定，且具有黄色边框。 

 m 若要取消选择当前事件中的所有范围和片段：选取“编辑”>“取消全选”（或按下 Shift-Command-A）。 

范围将变为橙色。

从事件的片段中移除范围

您可以从当前事件中移除单个范围、多个范围或所有范围。

 m 若要移除事件中的单个范围：按住 Option 键点按范围。

 m 若要移除事件中的所选范围：选择要移除的范围，然后选取“标记”>“清除所选范围”（或按下 Option-X）。

 m 若要移除事件中的所有范围：选取“编辑”>“全选”（或按下 Command-A）以选择当前事件中的所有范围，然
后选取“标记”>“清除所选范围”（或按下 Option-X）。

在事件中的选择之间导航

 m 若要前往范围选择的开始位置：选取“标记”>“前往”>“范围开头”（或按下 Shift-I）。

重复此命令以前往上一个范围选择的开头或片段的开头。 

 m 若要前往范围选择的结尾：选取“标记”>“前往”>“范围结尾”（或按下 Shift-O）。

重复此命令以前往下一个范围选择的结尾或片段的结尾。

 m 若要选择上一个片段（或其范围）：按下上箭头键。

若要添加到选择，请按下 Shift–上箭头键。 

 m 若要选择下一个片段（或其范围）：按下下箭头键。

若要添加到选择，请按下 Shift–下箭头键。 

添加和移除片段

添加片段概述
通过按时间顺序将片段添加到时间线，可构建影片项目。若要满足特定编辑样式或需求，可以从各种片段添加

工具和技术中选取。您可以随时更改时间线中的片段排列方式。

在 Final Cut Pro 中，可以编辑项目，而无需担心保持片段连接或同步。例如，将片段拖到时间线
时，Final Cut Pro 将自动重新排列时间线，以使其适合每个新片段，而不会妨碍现有作品。所有种类的片段都
是这样：视频、音频、字幕、发生器、静止图像等。

您可以在单个项目中使用多个事件中的片段。您还可以从 Final Cut Pro 媒体浏览器和 Finder 添加片段。从时
间线中删除片段不影响浏览器、媒体浏览器或 Finder 中的片段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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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的片段和故事情节保持连接到主要故事情节中的片段且与其保持同步，直至明确移动或移除它们。

Connected clip

Connected 
audio-only clip

Primary storyline

在浏览器中，事件片段底部的橙线表示片段正用于当前项目（在时间线中打开）。若要打开或关闭此视图，请选

取“显示”>“显示已使用的媒体范围”。

An orange line along the bottom 
of an event clip indicates it is being 
used in the current project.

将片段拖到时间线
通过从浏览器、Final Cut Pro 媒体浏览器（如照片浏览器或发生器浏览器）或 Finder 中拖移片段，可将片段添
加到时间线。

从浏览器或媒体浏览器中拖移片段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包含要添加到项目的片段的事件。

 • 打开包含要添加到项目的媒体的媒体浏览器。

 2 将一个或多个片段从浏览器或媒体浏览器拖到时间线。

您的操作可能会导致追加、插入、连接或替换编辑，具体取决于时间线中片段的拖移位置。Final Cut Pro 会自
动调整前后片段，以适合拖移的任何片段前后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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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您可以一次将一个片段拖到项目，或者有时一次将众多片段添加到项目会更轻松，然后在时间线中重新

排列这些片段。

从 Finder 中拖移文件
 1 在屏幕上排列窗口，以便可同时看到 Final Cut Pro 主窗口和 Finder 中的文件。

 2 将文件从 Finder 拖到时间线。

您的操作可能会导致追加、插入、连接或替换编辑，具体取决于时间线中片段的拖移位置。 

【注】如果将片段从 Final Cut Pro 媒体浏览器或 Finder 添加到时间线，则实际上是将媒体导入包含当前项目
的事件。在本情形中，Final Cut Pro 会将默认优化和分析设置应用于新片段。您可以在 “Final Cut Pro” 偏
好设置中设定默认优化和分析进程。

如果将静止图像添加到时间线，则默认情况下其时间长度为 4 秒。您可以在 Final Cut Pro 偏好设置中更改此
默认时间长度。 

将片段追加到项目 
将片段添加到项目的简单方法是追加编辑，其中可将一个或多个片段添加到项目或故事情节的结尾处。

在时间线中将片段追加到项目 
 1 在浏览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

 2 若要将片段添加到时间线，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编辑”>“追加到故事情节”（或按下 E 键）。

 • 点按工具栏中的“追加”按钮。

如果未选择，片段在时间线中将出现在主要故事情节的结尾处。如果选择了一个故事情节，片段将出现在所选

故事情节的结尾处。

在项目中插入片段
插入编辑将放置源片段，以便插入点之后的所有片段在时间线中均向前移动（或形成波纹），从而为添加的片段

腾出空间。项目中的任何片段都不会被移除。插入编辑将使项目延长插入片段的时间长度。 

A B CD

A B CD

After edit

Before edit

您想要在项目的开头或中间添加新镜头时，可以使用插入编辑。还可以使用插入编辑中断现有片段中的动作，

而进行新插入的片段中的动作。然后，会在插入的片段之后继续原始片段中的动作。

【注】您可以使用三点编辑进行插入编辑。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52 页三点编辑概述。

在时间线中插入浏览器片段

 1 在浏览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

 2 将播放头移到主要故事情节或所选故事情节（或范围选择）中要插入片段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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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编辑”>“插入”（或按下 W 键）。

【注】如果使用键盘快捷键且时间线中显示有浏览条，则将在浏览条位置进行编辑。

 • 点按工具栏中的“插入”按钮。

片段将出现在时间线中，且插入点后的所有片段都将向前波动。如果浏览条未显示，将在播放头位置插入片段。如

果在现有时间线片段中间执行插入编辑，就会在插入点剪切该片段，且第二个部分将与插入点右侧的素材的其余部

分一起移到新插入片段的结尾处。 

在时间线中插入空隙片段或占位符片段

有时，需要将时间线中的空间保留用于还没有的片段。Final Cut Pro 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可调
整为任何时间长度的占位符图像或空白和静音片段（称为空隙片段）。

 1 将播放头移到主要故事情节或所选故事情节（或范围选择）中要插入空隙片段或占位符片段的点。

 2 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插入占位符片段：选取“编辑”>“插入发生器”>“占位符”（或按下 Option-Command-W）。

Final Cut Pro 将插入可自定的灰色占位符图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9 页使用占位符。您可以将占位符
片段调整为任何时间长度。

Placeholder clip

 • 若要插入空隙片段：选取“编辑”>“插入发生器”>“空隙”（或按下 Option-W）。

Final Cut Pro 将插入可调整为任何时间长度的空片段（包含空视频和静音音频）。（电影行业术语则为空视频。）

Gap c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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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空隙片段颜色由 Final Cut Pro 中的当前背景颜色决定。若要调整背景颜色，请在 Final Cut Pro 
“偏好设置”窗口的“回放”面板中选取一个“播放器背景”选项。如果您想要不同的颜色，请考虑使用实色

发生器。

片段将出现在时间线中，且插入点后的所有片段都将向前（向右）波动。

通过从浏览器、媒体浏览器或 Finder 中拖移片段来插入片段
通过从浏览器、另一个 Final Cut Pro 媒体浏览器或 Finder 中拖移，可在时间线中的片段之间插入片段。

 m 将要插入的片段拖到时间线中的编辑点（介于两个片段之间）。

片段将出现在时间线中，且插入点后的所有片段都将向前（向右）波动。

连接片段以添加切换镜头、字幕和同步的声音效果
您可以将片段连接到时间线中的其他片段。在明确移动或移除前，连接的片段将保持连接和同步状态。 

A B C

D

A B C

D

After edit

Before edit

连接的片段的部分用途包括：

 • 切换镜头：通过连接到时间线中的视频片段，添加切换镜头。

 • 叠加字幕：将字幕或下三分之一字幕添加到视频片段或范围。 

 • 位声音效果和背景音乐：将音频片段与主要故事情节中的片段同步。即使移动主要故事情节片段，片段也将

保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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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连接”菜单命令、键盘快捷键或工具栏按钮时，视频片段（蓝色）将连接在主要故事情节上方，而音频片段

（绿色）将连接在主要故事情节下方：

Connected clip

Connected 
audio-only clip

Primary storyline

【注】您可以使用三点编辑进行连接编辑。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52 页三点编辑概述。

在时间线中连接片段 
 1 如果项目为空，则将片段添加到时间线中的深灰色主要故事情节，以构建初始序列。

 主要故事情节中的片段将作为连接片段以进一步构建项目的基础。连接编辑与其他编辑类型稍有不同，因为它
们从不将片段添加到主要故事情节。如果在空时间线中执行连接编辑，Final Cut Pro 会先将空隙片段添加到
主要故事情节，然后将新连接的片段连接到它。

 2 在浏览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或一个范围。

 3 若要指明要将选定的源片段连接到的位置，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将播放头放在主要故事情节中片段的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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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主要故事情节中进行范围选择。

 4 若要将连接的片段连接到主要故事情节中的片段，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编辑”>“连接到主要故事情节”（或按下 Q 键）。

【注】如果使用键盘快捷键且时间线中显示有浏览条，则将在浏览条位置连接片段。

 • 点按工具栏中的“连接”按钮。

 • 将片段拖到主要故事情节上方或下方的灰色区域。

源选择的第一个帧将连接到主要故事情节中位于播放头或浏览条位置的片段。如果将选择拖到时间线，源选择

的第一个帧将连接到位于鼠标按钮释放点的主要故事情节。

Connection point

Connected clip

Primary story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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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排列、移动、波动或移除主要故事情节中的片段时，任何与其连接的片段都将随主要故事情节片段移动 
（或删除）。 

通过拖移片段来连接片段时，可选择将视频片段置于主要故事情节下方，也可选择将音频片段置于主要故事情

节上方。

Connected 
audio-only clip

Connected 
audio/video clip

Title

【注】在 Final Cut Pro 中，如果连接片段，最上面的视频片段将遮住其下方的任何视频片段。本规则的例外情
况是含某种透明度、抠像或复合设置的片段。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25 页复合概述。即使在时间线中放在
视频片段上方，音频片段也绝不会影响视频输出。

调整连接的片段的连接点

默认情况下，连接的片段和故事情节将连接到位于其第一个帧的主要故事情节，但可以移动连接的片段或故事

情节的“连接点”。在您想要将连接的片段或故事情节中的特定帧或音频样本与主要故事情节中的特定帧或音

频样本连接时，这将很有用。

 m 按住 Command 键和 Option 键，然后点按位于连接点放置点的连接的片段（或故事情节的灰色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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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点将移到点按的点。

Default 
connection point

New connection 
point position

移动、修剪或删除主要故事情节中的片段且不影响连接片段

如果需要移动或修剪主要故事情节中的片段，但想将任何连接片段保留在原始位置，可以在编辑时按住重音 
符 (`) 键，以保留连接片段的时序和位置。

 m 若要移动片段而不影响连接片段：在按住重音符 (`) 键的同时，将片段拖到时间线中的另一个位置（使用选择工
具或位置工具）。

Hold down the Grave Accent (`) 
key and drag the clip.

The connected clip 
remains in place.

 m 若要修剪片段而不影响连接片段：在按住重音符 (`) 键的同时，使用任何方法修剪片段，包括波纹式编辑、卷动
式编辑、滑移式编辑和滑动式编辑。

 m 若要删除片段而不影响连接片段：在按住重音符 (`) 键的同时，选择片段并按下 Delete 键（或按下 Option-
Command-Delete）。

有关移除具有连接片段的片段或范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99 页从项目中移除片段。

 m 若要切换到试演中的备选片段而不影响连接片段：在按住重音符 (`) 键的同时，选择“试演”窗口中的挑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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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62 页使用试演测试项目中的片段。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连接片段都保留在相同位置，且保留其时序。

如果在未按住重音符 (`) 键的情况下移除连接片段和故事情节中涉及的片段或范围，则适用特殊规则。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第 99 页从项目中移除片段。

覆盖项目部分内容
在覆盖编辑中，一个或多个源片段将覆盖主要故事情节或所选故事情节中的任何片段，从范围选择开始点或播

放头或浏览条位置开始。片段项不会向前波动，因此项目的时间长度保持不变。

A B C

A D CB

D

After edit

Before edit

覆盖媒体与替换媒体不同。覆盖仅适用于范围选择，不适用于整个片段，且不受片段边界约束。在您想要编辑

特定时间跨度的媒体（而非特定镜头）时，请使用覆盖编辑。

【注】您可以使用三点编辑进行覆盖编辑。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52 页三点编辑概述。

使用浏览器中的片段覆盖时间线中的片段

 1 在浏览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

如果选择中包括多个源片段，片段将按选择顺序出现在时间线中。

 2 若要定义覆盖片段在时间线中的开始位置，请在主要故事情节或所选故事情节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放置播放头。

 • 在时间线中选择范围（包括一个或多个片段）。

【注】覆盖命令将忽略时间线中的整个片段选择。如果未在时间线中选择范围，Final Cut Pro 会将覆盖片段开
始点放置在播放头或浏览条位置。

 3 选取“编辑”>“覆盖”（或按下 D 键）。

源片段将出现在主要故事情节中，并覆盖源片段时间长度的任何片段。 

【注】如果使用键盘快捷键且时间线中显示有浏览条，则将在浏览条位置进行编辑。

若要从播放头往后覆盖，以便覆盖片段的结束点（而非其开始点）与目标位置对齐，请按下 Shift-D。

将项目中的片段替换为另一个片段
您可以将项目中的片段替换为浏览器、其他 Final Cut Pro 媒体浏览器或 Finder 中的片段。相对于覆盖编辑，
替换仅处理完整时间线片段，且可更改项目的时间长度。

A B C

A D C

D

After edit

Before edit

替换选项包括使用源片段的开头或结尾，重新定时源片段以适合时间线片段的时间长度，以及自动创建或添加

到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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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拖移将时间线中的片段替换为一个或多个片段

 1 若要进行源选择，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浏览器中选择一个片段或范围。

 • 在其中一个 Final Cut Pro 媒体浏览器或 Finder 中选择一个媒体项目。

 2 将源选择拖到时间线中要替换的片段上。

时间线中的目标片段将使用白色外框高亮显示。

 3 释放鼠标按钮并从快捷菜单中选取一个选项：

 • 替换：目标片段将替换为源片段选择。时间长度由源片段选择的时间长度确定。如果源片段选择和目标片段

具有不同的时间长度，后续片段将波动。

 • 从开头替换：目标片段将替换为源片段选择，从源选择的开始处开始。时间长度由时间线片段的时间长度 
确定。

 • 从结尾替换：目标片段将替换为源片段选择，从源选择的结束处开始。时间长度由时间线片段的时间长度 
确定。

 • 使用重新定时替换以适合：目标片段将替换为所选的整个源片段，并重新定时以适合时间线片段的时间 
长度。

 • 替换并添加到试演：目标片段将替换为试演，其中源片段选择作为挑选项，而目标片段作为备选项。时间长

度由源片段选择确定。如果源片段和目标片段具有不同的时间长度，后续片段将波动。

 • 添加到试演：目标片段将替换为试演，其中目标片段作为挑选项，而源片段选择作为备选项。

 • 取消：这将取消替换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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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片段选择将出现在时间线中，替换原始片段。

The source clip selection 
appears in the Timeline.

【注】在“从开始处替换”和“从结束处替换”中，如果源片段选择是时间长度短于目标片段的时间长度的范围

选择，并且额外媒体足够，Final Cut Pro 将延长源选择的时间长度，以与目标片段时间长度匹配。产生的故事
情节时间长度不会更改。

使用键盘快捷键替换时间线中的片段

 1 在浏览器中，选择源片段或范围。

 2 在时间线中，选择要替换的片段。

【注】这必须是整个片段选择，而不是范围选择。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78 页关于选择和连续画面。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执行标准替换编辑：按下 Shift-R。

目标片段将替换为源片段选择。时间长度由源片段选择的时间长度确定。如果源片段选择和目标片段具有不

同的时间长度，后续片段将波动。

 • 若要执行“从开始处替换”编辑：按下 Option-R。

目标片段将替换为源片段，从源片段的开始处开始。时间长度由时间线片段的时间长度确定。

【注】在“从开始处替换”中，如果源片段选择是时间长度短于目标片段的时间长度的范围选择，并且额外媒

体足够，Final Cut Pro 将延长源选择，以与目标片段时间长度匹配。产生的故事情节时间长度不会更改。

源片段选择将出现在时间线中，替换原始片段。

添加和编辑静止图像
在 Final Cut Pro 中，可以添加和编辑项目中的各种静止图像格式，包括照片和图形文件。

将静止图像添加都时间线

您可以将静止图像从浏览器或照片浏览器添加到项目。

 m 若要从浏览器添加静止图像：将静止图像导入事件中，然后选择静止图像片段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并将其从浏览

器拖到时间线。

【注】导入静止图像后，它将像 Final Cut Pro 中的任何其他片段一样。您可以使用本章中介绍的任何技术将静
止图像片段添加到时间线。

 m 若要从照片浏览器添加静止图像：打开照片浏览器，选择静止图像，然后将其直接拖到时间线中。

静止图像中范围选择的默认初始时间长度是 4 秒，但可以在 Final Cut Pro 偏好设置的“编辑”面板中更改此
设置。

静止图像片段的时间长度无限制。若要在时间线中调整静止图像片段的时间长度，请使用本章中介绍的任何修

剪技术。若要一次调整多个静止图像片段的时间长度，请选择片段，然后选取“修改”>“更改时间长度”（或按
下 Control-D）。

67% resize factor



 第 7 章：编辑项目 97

将分层图形文件添加到时间线

您可以将使用其他图像编辑应用程序创建的分层图形文件（如 Adobe Photoshop (PSD) 文件）添加到时间线。

 1 将分层图形文件导入事件。

【重要事项】如果分层图形文件具有透明背景，请确定项目的渲染格式设定为 Apple ProRes 4444，以在渲染时
保留透明度。请参阅第 77 页修改项目的设置。

 2 在浏览器中，按住 Control 点按分层图形图像，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在时间线中打开”。

每个层在时间线中都显示为连接的片段，可像任何其他片段那样编辑。例如，您可以通过渐入或渐出将层制作成

动画。

Layered graphics image in the Viewer

Clips representing individual layers

分层图形文件的默认时间长度为一分钟。若要调整时间线中一个分层的时间长度，可以使用本章节中所描述的

任何修剪技术。若要调整时间线中所有分层的时间长度，将其选定并选取“修改”>“更改时间长度”（或按下 
Control-D）。

有关创建 Final Cut Pro 分层图形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前往 
http://support.apple.com/kb/HT5152?viewlocale=zh_CN。

使用外部图像编辑应用程序编辑静止图像

您可以使用外部图像编辑应用程序修改静止图像，且此类更改将自动显示在 Final Cut Pro 中的片段中。 

 1 若要将静止图像添加到时间线，请执行上述步骤。

 2 若要在 Finder 中查找片段的源媒体文件，请按下 Shift-Command-R。 

 3 在外部图像编辑应用程序中打开源媒体文件。

 4 在图像编辑应用程序中，修改图像并存储更改。

 5 切换回 Final Cut Pro。

此类更改将自动显示在 Final Cut Pro 中的静止图像片段中。

您还可以根据视频片段创建静帧。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98 页创建静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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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静帧
您可以从任何视频片段轻松创建静帧片段。静帧片段将特定帧固定到位，从而临时停止屏幕操作。

您可以根据时间线或浏览器中的片段创建静帧片段。如果从浏览器创建静帧片段，它将连接到位于播放头位置

的主要故事情节（作为连接的片段）。

您可以在回放期间动态地创建静帧或通过导航到片段中的特定帧来创建静帧。

【注】静帧片段会保留任何应用到源片段的属性，如设置和效果。

创建静帧片段

 1 在时间线或浏览器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将浏览条或播放头移到要静止的帧。

 • 开始回放片段。

 2 选取“编辑”>“添加静帧”（或按下 Option-F）。

如何将静帧添加到项目取决于是从时间线还是浏览器创建静帧。

 • 如果从时间线中的片段创建了静帧：新静帧片段将插入时间线中的浏览条或播放头位置。

 • 如果从浏览器中的片段创建了静帧：新静帧片段将作为连接片段连接到时间线中的播放头位置。

更改静帧片段的默认时间长度

静帧片段的默认时间长度与静止图像片段的相同：4 秒钟。您可以在 Final Cut Pro 偏好设置中更改默认时间
长度。

 1 选取“Final Cut Pro”>“偏好设置”（或按下 Command-逗号键），并在窗口顶部点按“编辑”按钮。

 2 调整“静止图像”值滑块。

如果您不想为静帧创建单独片段，则可以使用“重新定时”弹出式菜单创建保留分段。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275 页创建保留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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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仅视频或仅音频模式添加片段。
默认情况下，只要将片段从事件添加到时间线，编辑中就会包括事件片段的所有视频和音频组件。但是，您也可

以仅将事件片段的视频部分或音频部分添加到时间线，即使事件片段既包含视频又包含音频也是如此。

进行仅视频或仅音频编辑

 1 若要设定编辑模式，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仅将选择中的视频添加到时间线：从工具栏的“编辑”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仅视频”（或按下 Shift-2）。

 • 若要仅将选择中的音频添加到时间线：从工具栏的“编辑”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仅音频”（或按下 Shift-3）。

工具栏中的编辑按钮将更改其外观，以指示选择的模式：

Video-only mode

Audio-only mode

 2 以正常方式将片段添加到时间线。

仅视频或仅音频片段将显示在时间线中。

若要返回默认（视频和音频）模式，请从工具栏的“编辑”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全部”（或按下 Shift-1）。

从项目中移除片段
从时间线的项目中移除片段时，事件、Final Cut Pro 媒体浏览器和 Finder 中的源媒体不受影响。

从时间线中删除片段或范围

 1 在时间线中，选择要移除的片段或范围。 

 2 选取“编辑”>“删除”（或按下 Delete 键）。

所选片段或部分片段将从时间线中移除，且选择右侧的任何片段都将波动，以合拢产生的空隙。

若要立即撤销删除，请选取“编辑”>“撤销”（或按下 Command-Z）。

【注】通常，如果选择整个时间线片段（如使用 C 键）或由整个片段组成的一个范围（如使用 X 键）并删除它，
则还将删除任何连接片段或故事情节。但是，可以删除片段且不影响其连接片段，方法是按住重音符 (`) 键并按
下 Delete 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89 页连接片段以添加切换镜头、字幕和同步的声音效果中的“移动、
修剪或删除主要故事情节中的片段且不影响连接片段”。此外，如果删除包括连接片段或故事情节的片段的部

分范围，不会删除连接的项目，但会位移到最近的主要故事情节片段。

删除片段或范围而不影响总项目时间长度和时序

如果您想要从时间线中移除片段但仍保持总项目时间长度和时序，则可将片段替换为空隙片段。此方法可防止

任何波纹式编辑。

67% resize factor



 第 7 章：编辑项目 100

 1 选择要移除的片段或范围。

 2 选取“编辑”>“替换为空隙”（或按下 Shift-Delete）。

Final Cut Pro 会将时间线中的选择替换为空隙片段。

【注】此方法将保留连接的片段。将片段替换为空隙片段时，任何连接的片段都将连接到产生的空隙片段。

单独播放、停用和启用片段
有时，比较在有无某些片段的情况下的序列播放方式很有帮助。在 Final Cut Pro 中，可以快速播放一个片段的
音频，但不包括其他片段中的音频。此功能称为单独播放，可通过停用时间线中的所有未选择片段中的音频来

实现。您也可以停用（而不是删除）选定的片段，从而使其在回放时不可见和静音。停用的片段不会显示在任何

输出中。您可以轻松地重新启用它们。

单独播放所选项目

在您想要重点关注时间线中隔离的片段子集时，可以选择此类片段并单独播放它们。

 1 在时间线中，选择要隔离的片段。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片段”>“单独播放”（或按下 Option-S）。

 • 点按时间线右上角的“单独播放”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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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单独播放时，“单独播放”按钮将变为黄色，而未单独播放的片段显示为黑白，使得以黄色显示的单独播放

片段容易识别。

 3 若要关闭单独播放，请再次点按“单独播放”按钮。

停用和重新启用一个或多个片段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

 2 选取“片段”>“停用”（或按下 V 键）。

停用的片段在时间线中将变暗，且在回放期间不可见和静音。

Disabled clip Enabled clip

 3 若要重新启用停用的片段，请在时间线中选择它们，然后选取“片段”>“启用”（或按下 V 键）。 

查找时间线片段的源片段
您可以在时间线的项目中快速找到正在使用的任何片段的源事件片段。如果您想要复制项目中的片段或将同一

片段添加到不同项目，这尤其有用。

查找和显示时间线片段的源事件片段

 1 在时间线中，选择要找到其源事件片段的片段。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在浏览器中显示”（或按下 Shift-F）。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该片段，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在浏览器中显示”。

选择边框将显示在浏览器中的源片段或范围的四周，且源片段中的播放头位置将与时间线片段中的播放头位置

匹配。源片段底部的橙线表示片段正用于当前项目（在时间线中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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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线中排列片段
在 Final Cut Pro 中，可以按任何想要的方式对项目中的片段进行排列和重新排序。如果通过拖移在时间线中
添加或移动片段，Final Cut Pro 会移动其他片段以为其腾出空间。其他重新排序技术包括通过输入时间码值
按数字移动片段，使用键盘快捷键挪动片段，使用“位置”工具覆盖片段，以及将片段垂直地移出和移入主要故

事情节。

通过水平拖移移动片段

 m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然后将其拖到项目中的新位置。 

拖移片段时，将在时间线中的新位置看到选择的外框。释放鼠标按钮时，重新定位的片段将显示在新位

置。Final Cut Pro 将使时间线中的片段（和任何连接片段）波动，以为重新定位的片段腾出空间，并填补重新定
位的片段留下的空隙。您还可以将片段垂直地拖入和拖出主要故事情节。

【注】此水平移动片段的方法在功能上等同于 Final Cut Pro 7 中的随机编辑，只是更简便。

通过输入时间码值移动片段

通过输入要片段移动的时间长度，可移动在时间线中选择的片段。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

 2 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向前移动片段：按下加号键 (+)，然后键入要移动的时间码的时间长度。

 • 若要向后移动片段：按下连字符键 (-)，然后键入要移动的时间码的时间长度。

【注】有关输入时间码的更多信息和提示，请参阅第 126 页使用时间码导航。

键入时，时间码输入栏（含蓝色编号）将显示在工具栏的 Dashboard 中。

Timecode entry field 
in the Dash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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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按下 Return 键。

片段将按照您输入的时间长度前移或后移。相邻片段将修剪为适应片段位置更改。如果想要使用空隙片段填充故

事情节的空白部分，请按下 P 键来选择位置工具，再输入时间码值。

The clip moves forward or 
back by the duration 

you entered.

Adjacent clips are trimmed 
to accommodate the change 
in the clip’s position.

【注】输入时间码值来移动片段与滑动式编辑类似。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19 页使用“修剪”工具进行滑动式
编辑。

使用键盘快捷键挪动片段

Final Cut Pro 中的挪动功能可用于微量移动所选项目，如帧或子帧（对于连接的纯音频片段）。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

 2 若要挪动片段，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将选择向左移动 1 帧：按下逗号键 (,)。

 • 若要将选择向左移动 10 帧：按下 Shift-逗号键 (,)。

 • 若要将选择向右移动 1 帧：按下句点键 (.)。

 • 若要将选择向右移动 10 帧：按下 Shift-句点键 (.)。

 3 如果您想要将连接的音频片段挪动一个或多个子帧，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将选择向左移动 1 子帧：按下 Option-逗号键 (,)。

 • 若要将选择向左移动 10 子帧：按下 Option-Shift-逗号键 (,)。

 • 若要将选择向右移动 1 子帧：按下 Option-句点键 (.)。

 • 若要将选择向右移动 10 子帧：按下 Option-Shift-句点键 (.)。

有关子帧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42 页以音频样本级别查看音频波形。

已挪动的片段出现在时间线中的新位置。相邻片段将修剪为适应片段位置更改。如果想要使用空隙片段填充故事

情节的空白部分，请按下 P 键来选择“位置”工具，再挪动片段。

【注】在时间线中挪动片段与滑动式编辑类似。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19 页使用“修剪”工具进行滑动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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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位置”工具覆盖片段

通过拖移时间线中的片段，可移动片段以覆盖其他片段。这让您可以精确放置片段，而不会导致其他片段移动

来腾出空间。

 1 从工具栏的“工具”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位置”工具（或按下 P 键）。

指针将变为“位置”工具  图标。

【提示】若要临时切换到“位置”工具，请按住 P 键。释放 P 键时，工具将复原到以前的活跃工具。

 2 选择要移动的片段。

 3 将片段拖到时间线中的新位置。

移动的片段将覆盖位于新位置的任何片段。空隙片段将填充时间线的空出部分。

【注】如果喜欢在时间线中向左或向右移动片段而不保留空隙，不妨执行滑动式编辑。 

若要返回“选择”工具（默认工具），请从工具栏的“工具”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它（或按下 A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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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片段拖出和拖入主要故事情节

您可以将片段拖出和拖入主要故事情节。此技术采用波纹式编辑，会影响项目的总时间长度。将片段移出主要

故事情节时，它将成为单个连接的片段或连接的故事情节的一部分。

 1 如果“选择”工具不是活跃工具，请从工具栏的“工具”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它（或按下 A 键）。

 2 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主要故事情节中的片段或连接的片段）。

 3 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将片段移出主要故事情节：将片段从主要故事情节拖到其作为连接的片段的新位置（主要故事情节的上

方或下方）。 

主要故事情节中的后续片段将向左波动，以合拢移动的片段留下的空隙。

Drag the clip to its 
new position as 
a connected clip.

Subsequent clips 
ripple left to close 
the gap.

 • 若要将片段移到主要故事情节：将片段从其作为连接的片段的位置拖到主要故事情节中两个片段之间的编

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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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结果实际上就是插入编辑：前面连接的片段将插入主要故事情节中，而后续片段将向右波动，以为新片段

腾出空间。

【注】只要没有连接的片段，就可以将片段拖出和拖入主要故事情节。如果存在连接的片段，则必须先移动或移

除连接的片段，或者使用“从主要故事情节举出”或“覆盖到主要故事情节”命令。

在不波动项目的情况下将片段移出和移入主要故事情节

您可以在不影响项目的总时间长度的情况下，将片段移出和移入主要故事情节。

 1 选择要移动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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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将选定片段从主要故事情节移到位于同一时间线位置的连接的片段：选取“编辑”>“从主要故事情节举
出”（或按下 Option–Command-上箭头键）。 

New connected clip at the 
same Timeline position

A gap clip fills in the vacated 
part of the primary storyline.

空隙片段将根据需要填充主要故事情节的空出部分。 

 • 若要将所选连接的片段移到主要故事情节：选取“编辑”>“覆盖到主要故事情节”（或按下 Option–
Command-下箭头键）。 

“覆盖到主要故事情节”命令将创建拆分编辑，或者覆盖位于新位置的任何视频片段并将覆盖的片段的音

频部分转换为连接的片段，具体取决于连接的片段上的重叠量。“覆盖到主要故事情节”命令不适用于纯音

频片段。

【注】“覆盖至主要故事情节”命令仅适用于单个连接片段。若要将此命令用于连接的故事情节中的片段，

请先将片段移出故事情节。 

通过使用“位置”工具拖移片段，可实现相同效果。

剪切和修剪片段

修剪概述
在时间线中以时间顺序大致编排片段后，可开始微调每对连续片段之间的剪切点（或编辑点）。每次将项目中的

片段延长或缩短时，都是在对它进行修剪。但是，修剪通常是指精确调整（从一帧至几秒的范围内）。如果您在

对片段的时间长度进行大幅调整，则仍然在进行修剪，但是可能不在编辑的微调阶段。

在 Final Cut Pro 中，可以使用各种技术修剪时间线片段和编辑点，包括波纹式编辑、卷动式编辑、滑移式编辑
和滑动式编辑。

无论在 Final Cut Pro 中如何修剪或进行其他编辑，都不会影响底层媒体。修剪或删除的部分片段仅从项目移
除，而不从资源库中的源片段或硬盘上的源媒体文件中移除。

【提示】在时间线中修剪编辑点时，可以在检视器中看到“二联”显示窗口。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20 页显
示详细的修剪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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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切割”工具剪切片段
将片段添加到时间线后，可以轻松地进行剪切，以调整其时间长度或移除不想要的部分。

最基本的编辑是直切。该术语来自胶片编辑流程，其中将使用刀片剪切连续画面，然后使用胶合物连接新 
“片段”。

每次剪切项目中的片段时，都会将其拆分成两个片段。您可一次剪切一个片段，也可以一次剪切多个片段。 

在时间线中剪切片段

 1 从工具栏的“工具”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切割”工具（或按下 B 键）。

指针将变为“切割”工具图标 。

【提示】若要临时切换到“切割”工具，请按住 B 键。释放 B 键时，工具将复原到以前的活跃工具。

 2 将浏览条移到片段中要剪切的片段，然后点按。

Blade tool

【提示】在回放项目时，也可以剪切片段。若要动态剪切片段，请在回放项目时随时按下 Command-B。

编辑点会在点按的地方将显示为虚线，且片段将分为两个片段。虚线表示直通编辑，即编辑点任一侧的媒体内

容都是连续的。

Dotted line indicates 
through edit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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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移除直通编辑，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择一侧或两侧的直通编辑点，然后选取“修剪”>“接合片段”（或按下 Delete 键）。

 • 在直通编辑两侧选择片段，然后选取“修剪”>“接合片段”。

一次剪切所有片段

您可以使用“全部切割”命令，同时剪切位于浏览条或播放头位置的所有主要故事情节片段和连接片段。

 1 在时间线中，将浏览条移到要剪切的帧。

 2 选取“修剪”>“全部切割”（或按下 Shift-Command-B）。

这将剪切位于浏览条位置的所有片段。

一次剪切多个选定片段

您可以使用“切割”命令同时剪切选定的主要故事情节片段和连接片段。

 1 在时间线中，选择要剪切的片段。

 2 将浏览条移到片段中要剪切的帧。

 3 选取“修剪”>“切割”（或按下 Command-B）。

这将在浏览条位置剪切选定的片段。

【注】如果未进行选择，此命令仅适用于主要故事情节中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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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或缩短片段
通过调整片段的开始点或结束点，可修剪项目中的片段。 

Final Cut Pro 中的默认修剪类型是波纹式修剪，它会调整片段的开始点或结束点，而不在时间线中留下空隙。
片段时间长度的更改向外波动，将所有后续片段在时间线中前移或后移。 

A B C

A B C

Before edit

After edit

同样，如果从时间线中删除片段，后续片段向前波动可合拢空隙。波纹式编辑影响修剪的片段、所有后续片段在

时间线中的位置以及项目的总时间长度。 

在时间线中修剪编辑点时，可以在检视器中看到“二联”显示窗口。此显示窗口将显示编辑点每侧的更详细视图。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20 页显示详细的修剪反馈。

使用“选择”工具拖移编辑点

 1 在时间线中，将指针移到要修剪的片段的开始点或结束点。

指针将从箭头图标  变为修剪图标。修剪图标的外观将更改，以指明修剪是影响左片段的结束点还是右片段的
开始点。

Trim the left 
clip’s end point.

Trim the right 
clip’s start point.

 2 往要修剪片段的方向拖移开始点或结束点。

拖移时，片段将缩短或延长。数字时间码场会提示片段的时间长度以及移动编辑点时使用的时间。

编辑点右侧的任何片段都将相应波动。 

将片段往任一方向延长到其最大长度时，片段边缘都将变为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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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时间码输入片段的新时间长度

通过输入时间码值，可更改一个或多个选定片段的总时间长度。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修改”>“更改时间长度”（或按下 Control-D）。

 • 连按工具栏中的 Dashboard 中心。 

时间码输入栏显示在 Dashboard 中。

 3 输入选定片段的新时间长度。

Final Cut Pro 会将片段的结束点移到输入的时间长度，且任何后续时间线片段都将相应波动。 

有关输入时间码值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26 页使用时间码导航。

【注】如果输入的时间长度长于片段中的可用媒体，Final Cut Pro 会将时间长度延长到片段的最大长度。

修剪到所选

 1 在时间线中，选择要保留的部分片段。

Original clip

Range selection

有关进行范围选择的信息，请参阅第 81 页选择一个范围。

 2 选取“修剪”>“修剪所选部分”。

Final Cut Pro 会将片段开始点和结束点修剪到范围选择。

Trimmed clip

不想要的部分将从片段和项目中移除，且项目中的后续片段将相应波动。

67% resize factor



 第 7 章：编辑项目 112

使用键盘快捷键挪动编辑点

您可以使用键盘快捷键微调片段的开始点或结束点。您可以将编辑点移动一个或多个视频帧，也可以按子帧移

动连接的音频片段的编辑点（不在主要故事情节中的编辑点）。

 1 在时间线中，选择要修剪的片段的开始点或结束点。

 2 若要移动编辑点，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将编辑点向左移动 1 帧：按下逗号键 (,)。

 • 若要将编辑点向左移动 10 帧：按下 Shift-逗号键 (,)。

 • 若要将编辑点向右移动 1 帧：按下句点键 (.)。

 • 若要将编辑点向右移动 10 帧：按下 Shift-句点键 (.)。

 3 如果您想要将连接的音频片段的编辑点移动一个或多个子帧，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将编辑点向左移动 1 子帧：按下 Option-逗号键 (,)。

 • 若要将编辑点向左移动 10 子帧：按下 Option-Shift-逗号键 (,)。

 • 若要将编辑点向右移动 1 子帧：按下 Option-句点键 (.)。

 • 若要将编辑点向右移动 10 子帧：按下 Option-Shift-句点键 (.)。

有关子帧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42 页以音频样本级别查看音频波形。

这将修剪片段，且时间线将相应更新。

将编辑点移到播放头

您可以使用键盘快捷键调整时间线中选定的编辑点，作为波纹式编辑或作为卷动式编辑。 

 1 在时间线中，选择要调整的编辑点。

Selected end point

【注】对于卷动式编辑，使用“修剪”工具同时选择编辑点的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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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将播放头或浏览条放在时间线中要将编辑点移到的点。

Skimmer

 3  选取“修剪”>“延长编辑”（或按下 Shift-X）。

编辑点将延长（或缩短）至播放头或浏览条位置。

The clip’s end point is extended 
to the skimmer position, and 
subsequent clips ripple right.

在上述示例中，如果选择了片段的编辑点，时间线中的后续片段将相应波动。如果使用“修剪”工具同时选择编

辑点的两侧，右片段将缩短（使用卷动式编辑），且无片段波动。

使用时间码修剪编辑点

通过输入时间码值，可采用数字方式修剪片段。

 1 如果“选择”工具不是活跃工具，请从工具栏的“工具”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它（或按下 A 键）。

 2 在时间线中，选择要修剪的片段的开始点或结束点。

 3 若要修剪编辑点，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向前移动编辑点：按下加号键 (+)，键入要修剪的时间码时间长度，然后按下 Enter 键。

 • 若要向后移动编辑点：按下减号键 (–)，键入要修剪的时间码时间长度，然后按下 Enter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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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入时，时间码输入栏（含蓝色编号和加号或减号）将显示在工具栏的 Dashboard 中。

Timecode entry field

片段将缩短或延长输入的时间长度，且时间线中的后续片段将相应波动。

【注】您不能使用此功能将片段延长超出其最大时间长度。

有关输入时间码的更多信息和提示，请参阅第 126 页使用时间码导航。

在播放头剪切片段的开始处或结束处

某些视频片段的开始处或结尾处可能会存在您不想包括在项目中的部分。即使在回放项目，也可以使用单个命

令轻松修剪这些范围。无需选择。这种编辑有时称为头尾编辑。

 1 在时间线中，将播放头或浏览条放在要修剪片段的帧上。

Skimmer

Original clip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修剪片段的开始处：请选取“修剪”>“修剪开头”，或者按下 Option–左方括号键 ([)。

 • 若要修剪片段的结尾处：请选取“修剪”>“修剪结尾”，或者按下 Option–右方括号键 (])。

 • 若要修剪离播放头最近的编辑点：请选取“修剪”>“修剪到播放头”，或者按下 Option–反斜杠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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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将修剪到播放头（或浏览条）位置，且时间线将相应更新。

New end point 
of the trimmed clip

Trimmed clip

在连接的片段或故事情节中，Final Cut Pro 将修剪选定的片段。如果未选择，Final Cut Pro 将修剪最上面的
片段。

使用“修剪”工具进行卷动式编辑
卷动式编辑同时调整两个相邻片段的开始点和结束点。如果要将两个片段放在时间线中的某个位置，但不想更

改剪切点出现的时间，您可以使用“修剪”工具在这两个片段之间卷动编辑点。这样，时间线中将没有片段移动，

只有两个片段之间的编辑点移动。项目中的其他片段都不受影响。

执行卷动式编辑时，项目的总时间长度维持不变，但两个片段的时间长度都改变。其中一个延长，而另一个则缩

短以作为补偿。

A B C

A B C

Before edit

After edit

在以上示例中，片段 B 缩短而片段 C 延长，但两个片段的总时间长度不变。

在时间线中修剪编辑点时，可以在检视器中看到“二联”显示窗口。此显示窗口将显示编辑点每侧的更详细视

图。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20 页显示详细的修剪反馈。

卷动编辑点

 1 从工具栏的“工具”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修剪”工具（或按下 T 键）。

指针将变为“修剪”工具图标 。

【提示】若要临时切换到“修剪”工具，请按住 T 键。释放 T 键时，工具将复原到以前的活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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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时间线中，点按要卷动的编辑点的中心，以便同时选择编辑点的两侧。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向左或向右拖移编辑点。

 • 按下时间码时间长度后面的加号键 (+) 或减号键 (–) 以从当前编辑增加或减去，然后按下 Return 键。

键入时，时间码输入栏（含蓝色编号）将显示在工具栏的 Dashboard 中。

有关输入时间码值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26 页使用时间码导航。 

 • 将播放头或浏览条放在时间线中要将编辑点移到的点，然后选取“修剪”>“延长编辑”（或按下 Shift-X）。

编辑点将卷动到新位置。两个片段的总时间长度保持不变。

如果不能再卷动编辑点且编辑点的一侧显示为红色，则已到达两个片段之一的媒体结尾处。

使用“修剪”工具进行滑移式编辑
执行滑移式编辑不会更改片段在时间线中的位置或时间长度，但会更改片段的媒体显示在时间线中的部分。 
滑移式编辑可用于同时更改片段的开始点和结束点。

只要在时间线中排列片段，以便编辑点与音乐节拍或影片中其他固定同步点对齐，您就想要保持片段位置以保

持对齐。在这些情况下，调整片段的空间很小，因为您不能更改其时间长度或将其移到时间线中的其他位置。 
您只能同步移动片段的开始点和结束点，从而保持片段的位置和时间长度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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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中看到的片段部分发生变化，但是在时间线中的位置保持不变。前后的片段不受影响，项目的总时间长

度也不会更改。

00:00:30:0000:00:10:00

A B C

Before edit
00:00:37:0000:00:17:00

After edit

A B C

在上述示例中，滑移式编辑更改了片段 B 的开始点和结束点，但未更改其在时间线中的时间长度或位置。回放
项目时，将显示片段 B 的媒体的其他部分。

【注】若要滑移片段，该片段两侧必须有媒体余量，也就是说，在片段的头尾必须有额外的可用媒体。如果在滑

移片段时遇到问题，请检查片段两侧是否有媒体余量。您可以连按任何编辑点，以在精确度编辑器中查看或调

整其媒体余量。

如果无媒体余量可用，请考虑使用“位置”工具 。有关“位置”工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02 页在时间线中
排列片段。

有关涉及连续片段的编辑的更准确视觉反馈，可打开 Final Cut Pro 偏好设置中的“显示详细的修剪反馈”。 
对于滑移式编辑，检视器中的“二联”显示窗口将显示正在滑移的片段的开始点和结束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第 120 页显示详细的修剪反馈。

在时间线中滑移片段

 1 从工具栏的“工具”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修剪”工具（或按下 T 键）。

指针将变为“修剪”工具图标 。

【提示】若要临时切换到“修剪”工具，请按住 T 键。释放 T 键时，工具将复原到以前的活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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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向左或向右拖移片段。

拖移时，时间码栏将指明正在移动开始点和结束点的时间长度。开始点和结束点上的黄色边缘选择表示滑移式

编辑。

New position of frame

Yellow edge selections on the start 
point and end point indicate a slip edit.

Original position of frame

释放鼠标按钮时，滑移的片段将使用新开始点和新结束点显示在时间线中。

在当前选择中，还可以使用键盘快捷键滑移片段，方法是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向左或向右挪动开始点和结束点（1 帧或 10 帧）。

 • 输入要向左或向右滑移片段的时间长度。

【注】如果拖移时开始点或结束点变为红色，则已到达片段该侧的可用媒体的结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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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修剪”工具进行滑动式编辑
执行滑动式编辑，您就可以在时间线中其他两个片段之间移动片段的位置，而不产生空隙。片段的内容与时间

长度保持不变，只是其在时间线中的位置发生改变。滑动片段时，相邻片段都会变长和缩短，以适应片段位置

更改。这三个片段的总时间长度保持不变，且项目的总时间长度也保持不变。

A B C

A B C

Before edit

After edit

【注】若要在其他两个片段之间滑动片段，前面片段和后面片段必须具有媒体余量，即编辑点以外可用的额外

媒体。您可以连按任何编辑点，以在精确度编辑器中查看或调整其媒体余量。

如果无媒体余量可用，请考虑使用“位置”工具 。有关“位置”工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02 页在时间线中
排列片段。

有关涉及连续片段的编辑的更准确视觉反馈，可打开 Final Cut Pro 偏好设置中的“显示详细的修剪反馈”。 
对于滑动式编辑，检视器中的此“二联”显示窗口将显示两个要调整的编辑点：上一个片段的结束点和后续片 
段的开始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20 页显示详细的修剪反馈。

在时间线中滑动片段

 1 从工具栏的“工具”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修剪”工具（或按下 T 键）。

指针将变为“修剪”工具图标 。

【提示】若要临时切换到“修剪”工具，请按住 T 键。释放 T 键时，工具将复原到以前的活跃工具。

 2 按住 Option 键并将片段向左或向右拖移。

相邻片段上的黄色选择表示滑动式编辑。

Original Timeline position

Yellow selections on the neighboring 
clips indicate a slide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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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移时，时间码栏将指明正在移动时间线中的片段的时间长度。

This clip’s duration is the same. 

This clip is shorter.This clip is longer.

New Timeline position

释放鼠标按钮时，滑动式片段将显示在时间线中的新位置。相邻片段将修剪为适应片段位置更改。

在当前选择中，还可以使用键盘快捷键滑动片段，方法是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向左或向右挪动片段（1 帧或 10 帧）。

 • 输入要向左或向右滑动片段的时间长度。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02 页在时间线中排列片段。

【注】如果拖移时任一编辑点变为红色，则已到达片段该侧的可用媒体的结尾处。

【注】您也可以通过输入时间码值移动片段或使用键盘快捷键挪动片段的方式来进行滑动式编辑。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第 102 页在时间线中排列片段。

显示详细的修剪反馈
有关涉及连续或连接的片段的编辑的更准确视觉反馈，可打开 Final Cut Pro 偏好设置中的“显示详细的修剪
反馈”。例如，对于单个波纹式修剪，检视器中的此“二联”显示窗口将显示左片段的结束点和右片段的开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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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显示窗口适用于波纹式编辑、卷动式编辑、滑移式编辑和滑动式编辑以及在精确度编辑器中修剪。

打开详细的修剪反馈

 1 选取“Final Cut Pro”>“偏好设置”，或按下 Command-逗号键 (,)。

 2 点按“编辑”。

 3 在“时间线”部分中，选择“显示详细的修剪反馈”复选框。 

只要使用支持的编辑类型或在精确度编辑器中修剪，“二联”显示窗口就会显示在检视器中。

【提示】您可以使用 Option 键即时更改详细的修剪反馈显示窗口。如果启用了详细的修剪反馈，则按下 
Option 键可停用它。如果停用了详细的修剪反馈，则按下 Option 键可在左片段的结束点和右片段的开始点
之间切换视图。

查看和导航

在时间线中缩放和滚动
能够看到和到达项目中的任何点对于高效编辑和讲述故事至关重要。调整时间线视图有许多方法。了解键盘快

捷键可节省时间。

使时间线的整个内容适合可用的窗口大小

不管是放大单个片段还是缩小为项目中的所有片段都显示在时间线左侧，均可以快速更改视图，以便所有片段

都将填充时间线的可见部分且无需滚动。

 m 选取“显示”>“缩放至窗口大小”（或按下 Shift–Z）。

Before choosing Zoom to Fit

After choosing Zoom to Fit

67% resize factor



 第 7 章：编辑项目 122

使用“缩放”滑块放大和缩小时间线

 m 若要放大时间线：向右拖移“缩放”滑块，或者按下 Command–加号键 (+)。

 m 若要缩小时间线：向左拖移“缩放”滑块，或者按下 Command–减号键 (–)。

使用“缩放”工具放大和缩小时间线

 1 从工具栏的“工具”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缩放”工具（或按下 Z 键）。

指针将变为“缩放”工具图标 。

【提示】若要临时切换到“缩放”工具，请按住 Z 键。释放 Z 键时，工具将复原到以前的活跃工具。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放大时间线：点按时间线中要放大的部分。（您还可以拖到时间线中的某个区域上以仅放大该区域。）

点按多次可继续放大。

 • 若要缩小时间线：按住 Option 键点按时间线中要缩小的部分。

按住 Option 键点按多次可继续缩小。

滚动放大的时间线

 1 放大时间线，直至仅看到项目的一个部分。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向左或向右拖移时间线底部的滑块。

 • 向上或向下拖移时间线右边的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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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工具栏的“工具”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手”工具（或按下 H 键），然后在时间线中拖移。 

【提示】若要临时切换到“手”工具，请按住 H 键。释放 H 键时，工具将复原到以前的活跃工具。

调整时间线设置
在 Final Cut Pro 中，调整时间线显示选项非常简便。例如，可以显示带有或不带有视频连续画面或音频波形
的片段。或者，可以相对于显示在时间线中每个片段的连续画面中的视频缩略图，更改片段的垂直高度或连续画

面或音频波形的大小。您还可以仅显示片段标签。

吸附行为使完成将视频片段与音频片段对齐或将播放头与特定标记对齐等操作更加轻松和快捷。如果吸附功

能已打开，则您在时间线中移动的项目看起来好像是直接跳到或“吸附”到时间线中的某些点。这有助于将编

辑点和项目中的其他项目进行快速对齐。 

吸附会影响 Final Cut Pro 中许多编辑工具的功能，包括“选择”工具、“修剪”工具、“位置”工具、“范围选择”
工具和“切割”工具。在时间线中有几个元素可触发吸附：

 • 片段边界（开始点和结束点）

 • 播放头和浏览条

 • 标记

 • 关键帧

 • 范围选择

调整时间线片段的外观和高度

 1 点按时间线右下角的“片段外观”按钮。

“片段外观”窗口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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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显示仅带有大型音频波形的片段：请点按最左边的“片段外观”按钮（或按下 Control-Option-1）。

 • 若要显示带有大型音频波形和小型连续画面的片段：请点按从左边起的第二个“片段外观”按钮（或按下 
Control-Option-2）。

 • 若要显示带有等大的音频波形和视频连续画面的片段：请点按从左边起的第三个“片段外观”按钮（或按下 
Control-Option-3）。

 • 若要显示带有小型音频波形和大型连续画面的片段：请点按从右边起的第三个“片段外观”按钮（或按下 
Control-Option-4）。

 • 若要显示仅带有大型连续画面的片段：请点按从右边起的第二个“片段外观”按钮（或按下 Control-
Option-5）。

 • 若要仅显示片段标签：请点按最右边的“片段外观”按钮（或按下 Control-Option-6）。

【提示】若要增加时间线片段的音频波形大小，请按下 Option–Control-上箭头键。若要缩小时间线片段的音
频波形大小，请按下 Option–Control-下箭头键。

 3 若要调整片段在时间线中的垂直高度，请向左拖移“片段高度”滑块以减小片段高度，或向右拖移以增大片段 
高度。

 4 若要打开或关闭连接的片段和故事情节的连接线，请选择或取消选择“显示连接”复选框。

 5 若要调整片段标签显示，请从“显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选项：

 • 若要按名称查看片段：请选取“片段名称”。

 • 若要按角色查看片段：请选取“片段角色”。

 • 若要按照活跃的视频角度和活跃的音频角度的名称来查看多机位片段：请选取“片段名称”或“角度”。

启用或停用吸附

虽然吸附非常有用，但是如果试图将片段在一系列标记和片段边界中移动几帧，而不希望它吸附到这些点上， 
它也会妨碍您的工作。幸运的是，您可以随时打开或关闭吸附，即使在拖移片段时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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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取“显示”>“吸附”（或按下 N 键）。

勾号表示吸附处于打开状态。拖移片段时，可按下 N 键打开或关闭吸附。

 m 点按时间线右上角的“吸附”按钮。

吸附处于打开状态时，“吸附”按钮将显示为蓝色。

【提示】若要临时打开或关闭吸附，请按住 N 键。释放 N 键时，吸附将复原为以前的状态。

在项目内导航
可即时跳到时间线中任何点的功能是非线性编辑环境的主要优势之一。Final Cut Pro 提供了各种快速和轻松导
航项目的方法。

您还可以使用时间线基于文本的视图导航和搜索项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27 页使用时间线索引可查看、
导航和搜索项目。

您可以使用 J 键、K 键和 L 键使用不同速度或方向播放项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67 页回放媒体。

通过浏览、点按或拖移导航

 m 若要浏览到项目中的某个帧：将浏览条向左和向右移到时间线中的片段上，以在检视器中快速查看它们。

 m 若要将播放头移到项目中的某个帧：通过在时间线顶部的标尺中点按或拖移，或者点按时间线背景，来移动播放

头。

【提示】若要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片段时防止播放头移动，请按住 Option 键点按。

逐帧导航

若要使找到片段中的特定帧更轻松，可以逐帧逐步播放连续画面，而不是浏览它。 

 1 在时间线或浏览器中，将指针  移到连续画面上并点按。 

 2 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以一帧为增量后移：选取“标记”>“上一个”>“帧”（或按下左箭头键）。

 • 若要以一帧为增量前移：选取“标记”>“下一个”>“帧”（或按下右箭头键）。

按子帧导航

您可以按子帧导航片段。子帧的时间长度是视频帧的 1/80，因此在查看或编辑放大到样本级别的音频波形时是
更精确的参考单位。

【注】您不能在子帧级别编辑视频。

 1 在时间线或浏览器中，将指针  移到片段上并点按。

 2 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以一个子帧为增量后移：按下 Command-左箭头键。

 • 若要以一个子帧为增量前移：按下 Command-右箭头键。

【注】您可以将 Dashboard 中的时间显示更改为显示子帧。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83 页“编辑”偏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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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跳转导航

使用以下技术可在时间线中将播放头快速从一个点移到另一个点。

 m 若要转到下一个编辑点：选取“标记”>“下一个”>“编辑”（或按下下箭头键），或者点按检视器下方的“下一个
编辑点”按钮 。

 m 若要转到上一个编辑点：选取“标记”>“上一个”>“编辑”（或按下上箭头键），或者点按检视器下方的“上一个
编辑点”按钮 。

 m 若要转到项目的开始处：选取“标记”>“跳到”>“开头”（或按下 Home 键）。

 m 若要转到项目的结尾处：选取“标记”>“跳到”>“结尾”（或按下 End 键）。

 m 若要转到下一个标记：选取“标记”>“下一个”>“标记”，或者按下 Control–撇号键 (‘)。

 m 若要转到上一个标记：选取“标记”>“上一个”>“标记”，或者按下 Control–分号键 (;)。

有关标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30 页标记概述。

使用时间码导航
时间码是与视频一起录制的信号，它唯一地标识每个视频帧。从浏览器播放片段时，其时间码信号将使用此格

式显示在 Final Cut Pro 工具栏中心的 Dashboard 中：

Timecode

Hours

Minutes

Seconds

Frames

时间码支持 Final Cut Pro 中的各种功能，包括时间线回放、同步视频和音频片段项以及添加、修剪和移动片段。
此外，时间码还可用于导航时间线中的项目并查看片段、范围选择和项目的时间长度。

通过输入时间码导航

若要将播放头移到新的时间线位置，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m 若要将播放头移到特定时间线位置：在 Dashboard 中心点按一次（或按下 Control-P），输入新时间码值， 
然后按下 Return 键。 

例如，若要将播放头移到 01:40:31:03，请按下 Control-P，然后输入“1403103”并按下 Return 键。

 m 若要将播放头移动一个时间码时间长度：确定未选择任何片段，按下加号键 (+) 或减号键 (–)，输入要移动播放
头的帧数、秒数或分钟数，然后按下 Return 键。

例如，如果键入“+1612”并按下 Return 键，播放头就向前移动 16 秒和 12 帧。 

输入时，新的时间码值将显示在 Dashboard 中。按下 Return 键时，播放头将移到新的时间线位置。 

以下是输入时间码值的一些提示：

 • 您无需输入分隔符字符（冒号）。Final Cut Pro 会自动在每组两位数字之后添加它们。例如，如果输
入“01221419”，Final Cut Pro 会将其解释为 01:22:14:19（1 小时、22 分钟、14 秒和 19 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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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最左侧的栏为零，则无需输入它们。例如，如果您输入“1419”，Final Cut Pro 会将其解释为 
00:00:14:19。如果您输入“253407”，Final Cut Pro 会将其解释为 00:25:34:07。

 • 如果最右侧的栏为零，则可以使用句点。例如，若要移到时间码 00:00:03:00，请键入“3.”（3 和一个句点）。
若要移到 03:00:00:00，请键入“3...”（3 和三个句点）。除了句点，您还可以使用逗号、冒号或分号。

【注】您可以将 Dashboard 中的时间显示更改为显示时间码、时间码和子帧、仅帧或仅秒。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第 383 页“编辑”偏好设置。

使用时间线索引可查看、导航和搜索项目
时间线索引提供了时间线的项目中使用的片段和标记（各种标记和关键词）基于文本的视图。您可以轻松过滤

时间线索引，以仅显示要查看的项目。

Clips are listed in their 
order of appearance 
in the Timeline.

您还可以使用时间线索引在时间线中导航。时间线索引播放头显示在项目列表中。播放项目时，播放头将在时

间线索引的项目列表中向下移动。在时间线索引中选择一个项目时，播放头将自动移到该项目的开始处。 

显示或隐藏时间线索引

 m 点按 Final Cut Pro 主窗口左下角的“时间线索引”按钮（或按下 Shift-Command-2）。

时间线索引显示在 Final Cut Pro 窗口的左下角。

The Timeline Index playhead 
moves in tandem with the 
Timeline playhead.

Timeline play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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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时间线索引中的项目列表

 1 如果时间线索引尚未打开，请点按 Final Cut Pro 主窗口左下角的“时间线索引”按钮（或按下 Shift-
Command-2）。

 2 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查看时间线中使用的片段的按时间排序列表：点按顶部的“片段”按钮。

您可以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给片段重新命名。

 • 按“位置”栏中的时间码查看片段列表。

 • 在“角色”栏中查看、重新分配和编辑角色。

 • 在“备注”栏中查看和添加备注。

 • 在“活跃角度”栏中查看多机位片段的活跃角度。

通过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栏标题并从快捷菜单中选取一个选项，可指定要显示的栏。

通过点按时间线索引底部的“全部”、“视频”、“音频”或“字幕”按钮，可指定显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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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查看时间线中片段上的所有标记的按时间排序列表：点按顶部的“标记”按钮。

Incomplete to-do item

Keyword

Completed to-do item

Chapter marker

Standard marker

默认情况下，将显示所有标记。通过点按时间线索引底部的一个按钮，可指定显示项目。您可以显示标记、 
关键词、分析关键词、未完成的待办事项、已完成的待办事项和章节标记。 

【注】待办事项是各种标记。

 • 若要查看时间线中按角色整理的片段列表：点按顶部的“角色”按钮。

在列表中选择一个角色名称，可高亮显示时间线中分配有该角色的所有片段。选择或取消选择要在时间线中

打开或关闭的角色旁边的复选框。取消选择复选框时，不会在回放项目时看到或听到分配有该角色的片段。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85 页在时间线中按角色查看片段。

更改“待办事项”标记

在时间线索引中，可快速将“待办事项”标记状态从“未完成”更改为“已完成”。

 1 如果时间线索引尚未打开，请点按 Final Cut Pro 主窗口左下角的“时间线索引”按钮（或按下 Shift-
Command-2）。

 2 点按“待办事项”标记的相应复选框。

 • 如果标记原来为红色（未完成的待办事项），它将变为绿色（已完成）。

 • 如果标记原来为绿色（已完成的待办事项），它将变为红色（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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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线索引中搜索项目

 1 如果时间线索引尚未打开，请点按 Final Cut Pro 主窗口左下角的“时间线索引”按钮（或按下 Shift-
Command-2）。

 2 点按“片段”以搜索片段，或者点按“标记”以搜索标记。

 3 在时间线索引顶部的搜索栏  中输入一个词。 

您可以搜索片段、关键词和标记（包括待办事项）。

【提示】在时间线处于活跃状态时，选取“编辑”>“查找”（或按下 Command-F）。时间线索引将打开，搜索
栏处于活跃状态且可用于输入搜索词。

使用标记

标记概述
标记是放在片段内部以查找、标识、注解和导航到特定帧的参考点。编辑时，标记特别适用于同步特定点的两 
个或多个片段。例如，您可以使用标记来标记猛然关门的帧，然后将一个声音效果吸附到该标记。您可以配合 
编辑备注或其他描述性信息使用标记来给片段中的特定位置打上旗标。将章节标记添加到项目中的特定点时，

观众可以在将影片导出或刻录到 DVD 或 Blu-ray 光盘后，使用标记快速跳到影片中的此类点。您还可以将标
记用于任务管理。 

标记可分类为标准标记（蓝色）、章节标记（橙色）、待办事项（红色）和已完成待办事项（绿色）。

Standard marker Chapter marker

To-do item Completed 
to-do item

对于浏览器中的片段和时间线中的片段，标记的处理方式相同。

添加和移除标记
添加和移除标记很简单。如果将标记添加到浏览器中的片段，则标记在连续画面视图和列表视图中均可见。 
将含标记的片段添加到时间线时，这些标记在时间线和时间线索引中均可见。

将标记添加到浏览器或时间线中的片段 
 1 若要指定标记添加位置，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浏览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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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播放片段，且在播放头到达标记添加位置时，按下空格键以停止回放。

有关定位浏览条和播放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25 页在项目内导航。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添加标记：选取“标记”>“标记”>“添加标记”（或按下 M 键）。

【提示】若要动态添加标记，只需在播放片段时按下 M 键。

 • 若要添加标记和显示标记信息：选取“标记”>“标记”>“添加标记并修改”（或按下 Option-M）。

这样添加标记将自动显示标记信息。 

标记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显示在片段的顶部。

【注】事件片段标记也显示在列表视图连续画面和文本列表中。 

移除标记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导航到标记并选取“标记”>“标记”>“删除标记”（或按下 Control-M）。

 m 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然后选取“标记”>“标记”>“删除所选部分中的标记”。

 m 连按标记以打开“标记”窗口，然后点按“删除”按钮。

 m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要移除的标记，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删除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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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移动和导航到标记
您可以查看和编辑标记信息，且可以在一个片段内移动标记或将标记移到其他片段。

编辑标记信息和更改标记类型

默认情况下，新标记是蓝色标准标记，含占位符文本。您可以随时更改该文本，且可以将标记类型更改为其他标

记类型，包括章节标记、待办事项和已完成待办事项。

 1 若要查看标记信息，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择标记并选取“标记”>“标记”>“修改标记”（或按下 Shift-M）。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标记，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修改标记”。

 • 连按标记。

标记信息将显示在标记上方。

Standard Marker button Chapter Marker button

To-Do Item button

 2 若要修改标记，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更改标记的描述性文本：在文本栏中键入新文本。（标记信息显示时，将自动选择文本，因此无需进行 
选择。）

 • 若要将标记设为章节标记：点按“章节标记”按钮。

标记将变为橙色章节标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33 页管理章节标记及其缩略图图像。

 • 若要将标记设为待办事项：点按“待办事项”按钮。

标记将变为红色。

 • 若要指示待办事项已完成：选择“已完成”复选框。

标记将变为绿色。

To-Do Item button

Select the Completed checkbox.

 • 若要将标记设为标准标记：点按“标准标记”按钮。

标记将变为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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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点按“完成”。

移动或拷贝标记

您可以使用熟悉的 Mac 命令“剪切”、“拷贝”和“粘贴”移动或拷贝标记。

 1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要移动或拷贝的标记，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一个选项。

 • 若要移动标记：选取“剪切标记”。

 • 若要拷贝标记：选取“拷贝标记”。

 2 将浏览条或播放头放在要移动或拷贝标记的位置。

 3 选取“编辑”>“粘贴”（或按下 Command-V）。

标记将显示在新位置。

一次将标记挪动 1 帧
 1 点按标记以选择它。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将标记向右挪动 1 帧：选取“标记”>“标记”>“向右挪动标记”，或者按下 Control-句点键 (.)。

 • 若要将标记向左挪动 1 帧：选取“标记”>“标记”>“向左挪动标记”，或者按下 Control-逗号键 (,)。

在标记间移动

您可以在时间线或浏览器中快速从一个标记移到另一个标记。

 m 若要转到下一个标记：选取“标记”>“下一个”>“标记”，或者按下 Control–撇号键 (‘)。

 m 若要转到上一个标记：选取“标记”>“上一个”>“标记”，或者按下 Control-分号键 (;)。

管理章节标记及其缩略图图像
章节标记是 DVD、Blu-ray 光盘和播客中的标准功能。您可以将章节标记添加到项目中，以便在共享制作完成
的影片时，观众可以使用标记快速跳到影片中的这些点。在回放期间识别 Final Cut Pro 章节标记的应用程序
和设备包括 iTunes、iPod、iPhone、iPad、Apple TV、QuickTime Player、DVD 播放程序以及大多数标准 
DVD 和 Blu-ray 播放程序。

章节标记让观众可轻松向前跳到想要的部分。它们还让 Compressor（Apple 的专业转码应用程序）以及其他 
DVD 和 Blu-ray 创作应用程序创建可导航的章节列表或菜单，如章节索引菜单。但是，即使在没有菜单的简单
项目（如播客）中，章节标记也可让观众和听众快速浏览节目中的各个部分，方法是使用其回放应用程序或设备

上的“上一个”和“下一个”按钮。

章节标记缩略图是表示特定章节的静止图像。Final Cut Pro 可让您从要标记的片段或故事情节中选取特定视
频帧，作为章节标记缩略图图像。在支持的回放应用程序或设备中，章节标记缩略图图像表示其对应章节。

创建章节标记

 1 添加标记到时间线中要章节开始的片段。

默认情况下，Final Cut Pro 会创建一个蓝色标准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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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若要将标记更改为章节标记，请连按它并在标记信息显示时，点按“章节标记”按钮。

Standard Marker button Chapter Marker button

To-Do Item button

标记将更改为橙色章节标记。

设定章节标记缩略图图像

设定章节标记后，可以选取相应视频帧来表示该特定章节。

 1 在时间线中点按章节标记一次以选择它。

标记会稍微放大以显示其已选中，且章节标记缩略图大头针显示在所选章节标记的右侧。默认情况下，章节标

记缩略图大头针在章节标记后的 11 帧处显示。 

Chapter marker

Chapter marker 
thumbnail pin

 2 若要将视频帧设定为章节标记缩略图图像，请在时间线中向左或向右拖移大头针。

拖移时，检视器将显示对应的视频帧。

Drag the pin left 
or right in the Timeline.

【注】章节标记缩略图图像是位于时间线中的复合图像，且包括字幕和其他任何叠加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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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章节标记位于主要故事情节中，则可以将章节标记缩略图大头针尽量拖离主要故事情节的开头或结尾。 
如果章节标记位于连接故事情节中，则可以将章节标记缩略图大头针尽量拖离连接故事情节的开头或结尾。

有关共享制作完成的影片的信息，请参阅第 347 页共享项目概述。

校正过度摇动和卷帘快门问题
通过校正防抖动和/或卷帘快门，可平滑片段的摇动素材。

Final Cut Pro 中的防抖动功能可减少视频中的摄像机运动，以便可更平滑地回放摇动部分。您可以随时关闭
任何片段的防抖动功能，以便按原始录制样式播放。

许多摄录机和静态摄像机均包括 CMOS 图像传感器，从而逐渐曝光录制的画面，而不是一次全部曝光。因此，
如果摄像机在录制期间移动很多，或者摄像机在录制快动作，则会发生图像变形。这将导致图片显示为歪斜或

倾斜。Final Cut Pro 具有可减少此类运动变形的卷帘功能。 

修复含过度摇动或卷帘快门变形的片段

 1 如果片段尚未在项目中，请将其添加到时间线并选择它。

【注】这些操作适用于整个片段选择，但不适用于范围选择。若要获得最高质量且最快的结果，请通过使用时

间线中的“切割”工具剪切片段来隔离问题部分。接着将校正仅应用于需要校正的视频素材。

 2 若要打开“视频”检查器，请点按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如下所示），然后点按显示的面板顶部的“视频”
按钮。

 3 在“视频”检查器中，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减少摇动：选择“防抖动”复选框。

 • 若要减少卷帘快门变形：选择“卷帘快门”复选框。

打开“防抖动”或“卷帘快门”时，其复选框将变为蓝色。

 4 若要查看修复结果，请在时间线中播放片段。

若要针对某个片段关闭防抖动或卷帘校正，请取消选择“防抖动”或“卷帘”复选框。

通过调整防抖动设置或“卷帘快门数量”设置，可改进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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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防抖动设置

您可以调整防抖动功能应用的校正量。

防抖动功能具有两个独立阶段：

 • 将防抖动功能应用到片段时，Final Cut Pro 会分析连续帧中的像素，以确定摄像机移动的方向。

 • 在回放和渲染期间，Final Cut Pro 使用运动分析数据来将变换效果应用到每个帧，以补偿摄像机移动。

使用“视频”检查器中的三个独立防抖动参数滑块中的任一个均可控制镜头稳定性。将防抖动应用到片段时， 
所有三个参数默认情况下都将设定为平均值 2.5。每个参数均可设定为介于 0.0 和 5.0 之间的值。值 0.0 关闭
参数，而值 5.0 将应用尽可能强的变换。每个参数设定越高，该像素补偿的摄像机运动越多。

x

Translation

y

x

Rotation

y

x

Scale

y

z

 1 在时间线中选择片段，然后打开“视频”检查器。

 2 将指针移到检查器中的防抖动项上，然后点按“显示”以显示“防抖动”设置。

 3 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调整镜头的左、右、上和下移动（x 轴和 y 轴）：拖移“平滑转换”滑块。

 • 若要调整围绕图像中心点的旋转：拖移“平滑旋转”滑块。

 • 若要调整前移或后移摄像机或镜头移动（z 轴）：拖移“平滑缩放”滑块。

例如，如果您想要移除水平、垂直和旋转摆动，应该将“平滑转换”和“平滑旋转”参数设定为超过 0 的值。您可
能需要试验才能了解哪些值使镜头最稳定。

 4 或者，从“方法”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其他防抖动方法：

 • 自动：让 Final Cut Pro 选取最适合的防抖动方法。

 • 惯性相机：应用已针对具有移动和缩放等摄像机移动的视频素材优化的防抖动方法。使用“平滑”滑块调整

惯性相机效果量。

【注】选取“惯性相机”时，Final Cut Pro 会分析您的视频素材，如果有机会，它还会提供“三角架模式” 
复选框。选择此复选框以创建安装在三角架上的静态摄像机的效果。

 • SmoothCam：应用上述默认防抖动方法，从而可调整转换、旋转和缩放参数。

【注】片段运动太多（如过度移动），对片段进行防抖动处理可能会导致视频边缘出现黑色条。

若要避免黑色条，您可以：

 • 减少“平滑变换”、“平滑旋转”和“平滑缩放”参数的值。

 • 剪切或修剪时间线中的片段以移除摆动最大的部分。（您可以在时间线索引的“标记”面板中找到过度摆动的

部分。点按单个“过度摆动”标记以选择时间线中的对应范围。）

 • 裁剪防抖动的视频的边缘以移除黑色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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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概述
Final Cut Pro 的许多功能都可用于更轻松地处理和编辑音频。例如，您可以分析和自动增强音频，以解决噪声或嗡
嗡声等问题，将效果添加到片段中，自动同步视频和音频片段，以及在两个片段之间匹配音频。

Audio-only clipAudio portion of a video clip

您可以对片段或片段内的音频组件进行以下更改：

 • 编辑多个音频通道：您可以展开片段的音频部分，以在单个通道层次显示和编辑音频组件。这可让您将不同的效果

应用到不同的组件或通道，并且简化进行快速声音剪除或其他调整的流程。请参阅第 149 页音频编辑概述。

 • 调整音量：直接在时间线或“音频”检查器中快速调整片段音量。请参阅第 153 页调整音量。

 • 设定音频声相：充分利用立体声和环绕声的内建声相预置。请参阅第 157 页设定音频声相。

 • 添加音频效果：将 Audio Units 效果、Logic 效果或 Final Cut Pro 附带的自定效果（如混响）添加到片段中。 
请参阅第 166 页添加音频效果。

 • 添加关键帧以自动化音量和效果：在片段播放时更改音量或效果设置。请参阅第 171 页使用关键帧调整音频效果。

 • 使音频淡入或淡出：通过易于使用的渐变控制柄使片段或音频组件的开头淡入或使其结尾淡出。请参阅

第 155 页使音频淡入或淡出。

在 Final Cut Pro 中编辑音频片段时，使用用于视频编辑的相同工具。以下编辑功能将在“Final Cut Pro 帮助” 
中的其他部分介绍：

 • 更改编辑模式：将片段的编辑模式设定为仅视频或仅音频。请参阅第 99 页使用仅视频或仅音频模式添加片段。

 • 将标记添加到片段中：添加标记以标记音频片段内的特定参考点。请参阅第 130 页标记概述。

 • 修剪音频：精确编辑音频波形，如移除录音中不想要的声音。请参阅第 107 页修剪概述。

 • 添加音频交叉渐变：在连接两个单独音频波形时，创建平滑转场。请参阅第 188 页将转场添加到项目。

 • 使用复合片段：复合片段让您可将任何视频或音频片段合并成单个复合片段。从音频角度而言，复合片段让您 
可将同一音频效果或增强应用于一组片段，类似于将效果或调整应用于整体混音。请参阅第 237 页复合片段概述。

 • 导出音频：您可以用单声道、立体声或环绕声格式将项目导出为音频文件。您还可以按角色导出媒体。请参阅

第 347 页共享项目概述。

编辑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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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编辑基础知识

关于音频波形
音频波形是实际声音的直观表现形式。音频波形在片段中按以下方式显示：

 • 作为视频片段的底部部分，显示为蓝色

 • 作为分离片段或纯音频片段，显示为绿色

Audio-only clipAudio portion of a video clip

音频波形的振幅和长度会随底层声音的音量和时间长度改变。较短但高声的声音（如击鼓）的波形将较尖且达

到顶峰，而低电平人群嘈杂声的波形将较低且较均匀。修剪片段或给效果设定关键帧时，这些属性将便于您找

到特定编辑点。

在 Final Cut Pro 中，音频波形随片段的音量或所应用的效果而改变。音量越高，波形就越大；音量越小，波形
就越小。

您可以在时间线中编辑音频片段，方法是先通过回放和浏览听取片段的音频，然后将更改应用于片段，其中将

波形用作参考。

关于音频通道和音频组件
音频文件可以包含单个音频通道或多个音频通道。通道通常对应于录音时的麦克风输入或多通道输出时的扬

声器。例如，立体声音频文件通常包含左右通道，以与您在回放时从左右扬声器听到的声音匹配。

Final Cut Pro 会自动根据片段的通道配置方式，将通道分组为音频组件。您可以展开片段的音频部分，以在单
个通道层次查看和编辑音频组件。接着可以进行单独的音量或声相调整，或为每个组件应用不同的音频效果和

为其设定关键帧。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49 页音频编辑概述。

您看到的音频组件数量与源片段中配置的通道数量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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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许多常用数码音频文件格式（如 AAC 和 MP3）使用交错立体声文件，其中不包含单独的左右通道。含交
错左右通道的立体声片段在“音频”检查器和时间线中显示为单个音频组件。如果将片段的通道配置从“立体

声”更改为“双单声道”，通道将显示为两个不同的音频组件。

Audio components

有关配置音频通道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50 页配置音频通道。

音频片段查看方法
在时间线中处理音频波形时，可以放大或缩小或更改片段外观，以调高或调矮波形。

Final Cut Pro 还包括多种可用于查看和处理片段内的音频和视频的方法。您可以： 

 • 展开片段以在单个通道层次查看和编辑音频组件。

 • 展开片段以查看单独的音频和视频。

 • 从视频片段分离音频以将音频和视频作为单独的片段处理。

 • 更改片段的背景外观以显示参考波形，便于在音量较低时查看音频波形。

显示展开的音频组件

您可以在 Final Cut Pro 中展开片段的音频部分，以查看和编辑音频组件。

您可以显示同步片段、多机位片段和复合片段展开的音频组件。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在时间线中选择片段，然后选取“片段”>“展开音频组件”（或按下 Control-Option-S）。

67% resize factor



 第 8 章：编辑音频 140

 m 在按住 Option 键的同时连按时间线中片段的音频部分。

Normal clip view

Audio components

折叠音频组件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在时间线中选择片段或其中一个音频组件，然后选取“片段”>“折叠音频组件”（或按下 Control-Option-S）。

 m 在按住 Option 键的同时连按时间线中的任何音频组件。

显示展开的音频和视频

通过展开既有音频又有视频的片段，可以在时间线中分开查看同一片段的音频和视频。如果需要放大到音频部

分进行编辑，这将很有用。

【注】如果创建拆分编辑以便音频部分重叠，则无法清楚看到重叠的波形，除非选取显示拆分片段展开的音频。

 m 若要展开单个片段：连按片段的音频波形。

 m 若要展开在时间线中选择的片段：选取“片段”>“展开音频/视频”（或按下 Contr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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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若要展开时间线中的所有片段：选取“显示”>“展开音频/视频片段”，然后选取对于所有片段或对于拆分片段。

Normal clip view

Clip with expanded audio

显示展开的音频时，片段的音频和视频部分仍将互相连接。若要创建单独的连接音频片段，请分离音频。您还

可以使用精确度编辑器查看片段的视频和音频部分的分离视图。

折叠音频和视频

您在时间线中折叠单个片段、多个片段或所有片段的音频/视频展开视图。

 m 若要折叠单个片段：连按片段的音频波形。

 m 若要折叠在时间线中选择的片段：选取“片段”>“折叠音频/视频”（或按下 Control-S）。

 m 若要折叠时间线中所有展开的片段：选取“显示”>“折叠所有片段”。

从视频分离音频

默认情况下，Final Cut Pro 将同一来源中的音频和视频导入一个片段。您可以轻松从视频片段分离音频，以便
可在时间线中单独编辑音频片段。

 m 在时间线中选择片段，然后选取“片段”>“分离音频”。

 新音频片段将作为连接的片段显示在视频片段下方。

Detached a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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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将音频片段重新连接到其原始视频片段，需要创建复合片段。 

显示或隐藏参考波形

参考波形显示的是实际音频波形的最大可能视觉分辨率。通过析出响度变化，参考波形让您可以更清楚地查

看声音的详细信息。

 1 选取“Final Cut Pro”>“偏好设置”，然后点按“编辑”。

 2 选择“显示参考波形”复选框。

Reference waveform

实际波形更改形状时（例如，它因片段音量较低而振幅变小时），其完整参考波形仍然可见，以供编辑时轻松 
参考。

【提示】您可以将含音频的任何片段放在时间线中主要故事情节的上方或下方。如果片段包含视频且放在主要

故事情节的下方，则主要故事情节中的视频可能会使该视频变暗，但音频将播放。如果将片段放在主要故事情

节上方，音频将播放且视频也播放（而不是主要故事情节中的视频）。

以音频样本级别查看音频波形
为了实现更精确的编辑，您可以按音频样本级别来放大音频片段。音频样本以几分之一秒显示音频波形 
（例如，以采样速率 48 kHz 录制的音频为 1/48,000）。样本精确编辑分辨率仅适用于连接音频片段（即不在
主要故事情节中的音频片段）或仅包含音频的复合片段。

【提示】有关处理视频的参考，可查看 Dashboard时间码显示中的子帧（视频帧时间长度的 1/80）。 
在 “Final Cut Pro” 偏好设置的“通用”面板中，在“时间显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子帧选项。

缩放到音频样本

 1 选取“显示”>“缩放到样本”（或按下 Option-Z）。

 2 在时间线中选择片段。

 3 放大直至片段将波形显示在视频帧的边框内。

Frame b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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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继续放大，以查看波形的更多详细信息。

Frame borders

 4 使用关键帧编辑片段或调整音频效果。

若要关闭缩放到音频样本，请选取“显示”>“缩放到样本”（或按下 Option-Z）。

按子帧导航

 1 在时间线或浏览器中，将指针  移到片段上并点按。

 2 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以一个子帧为增量后移：按下 Command-左箭头键。

 • 若要以一个子帧为增量前移：按下 Command-右箭头键。

查看和校正音量
音频指示器让您可以在 Final Cut Pro 中查看和跟踪片段的音量，并在特定片段或片段部分达到峰值电平时 
（可能会导致音频失真）向您发出警告。

您所看到的音频指示器的数量取决于正在播放的片段配置的通道数量。例如，在浏览器中回放环绕声片段时， 
会显示六个环绕声音频指示器，但是如果将同样的片段拖到时间线中的立体声项目，Final Cut Pro 会自动将环
绕声音频混缩到立体声音频，因此只会显示两个音频指示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50 页配置音频通道。 

音频片段在回放期间达到峰值电平时，电平颜色将从绿色更改为黄色。

音频片段超过峰值电平时，电平颜色将从黄色更改为红色，且相应音频通道的峰值指示器将呈红色亮起。停止和

重新开始回放时，峰值指示器将复位。 

若要避免片段音量超过峰值电平，请调整音量。尽管片段的正确电平取决于您想要的整个混音，但务必确定所有

并发片段的组合电平在最响部分不超过 0 dB。

Final Cut Pro 包括两个指示器，一个是工具栏的 Dashboard 中的小“音频指示器”图标，一个是较大的“音频
指示器”面板。

显示或隐藏音频指示器

若要显示音频指示器，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取“窗口”>“显示音频指示器”。

 m 点按工具栏的 Dashboard 中的“音频指示器”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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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拖移指示器的边缘，以查看含附加信息的展开视图。

Level 

Surround channels

Peak indicators

若要隐藏音频指示器，请选取“窗口”>“隐藏音频指示器”，或点按工具栏的 Dashboard 中的“音频指示器”
图标。

还原和校正峰值电平

 m 在时间线中选择该片段，重新调整电平，然后再次回放片段以测试峰值。

在时间线和浏览器中，在电平达到峰值电平时片段的波形部分将变为黄色，并在电平达到 0 dB 时变为红色。 

使音频片段单独播放和静音
单独播放功能会临时停用时间线中所有片段的音频回放，但选择的片段除外。如果在时间线中层叠了多个音频

片段（如对话和背景音乐），但仅需要听取和编辑某些片段，则这在音频编辑中尤其有用。

您也可以通过停用来使片段静音。停用的片段将既不可见又无声，且不会显示在任何输出中。

在时间线中使片段单独播放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片段”>“单独播放”（或按下 Option-S）。

 • 点按时间线中的“单独播放”按钮。

Solo 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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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播放的片段将高亮显示，而其他片段将变暗。

Soloed clip

若要关闭单独播放，请点按“单独播放”按钮，或再次选取“片段”>“单独播放”（或按下 Option-S）。

停用片段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

【注】如果选定的片段同时包含视频和音频，且仅想使音频静音，那么请选取“片段”>“分离音频”，然后仅选择
已分离的音频部分。

 2 选取“片段”>“停用”（或按下 V 键）。

停用的片段将无声且在时间线中变暗。

 3 若要重新启用停用的片段，请在时间线中选择它们，然后选取“片段”>“启用”（或按下 V 键）。 

您可以在 Final Cut Pro 中使视频片段单独播放。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00 页单独播放、停用和启用片段。

添加音频

添加音乐和声音
您可以将音乐和声音文件从 iTunes 资料库或其他来源直接添加到项目中。

Final Cut Pro 还包括许多内建拟音和其他声音效果，可作为连接的音频片段插入。

如果片段同时包含音频和视频，则可以将编辑模式更改为仅音频，以仅插入片段的音频部分。

将音乐和声音添加到时间线中的项目

 1 点按工具栏中的“音乐和声音”按钮。

 2 在音乐和声音浏览器中，从顶部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源文件夹。例如，选取“iTunes”可浏览 iTunes 精选。

【提示】如果要查找的文件夹未显示，则可以通过将其从 Finder 或桌面拖到音乐和声音浏览器，将其添加到来
源列表中。

 3 在出现的声音列表中，查找您要的声音或音乐：

 • 若要搜索某项：在搜索栏中键入文本。若要过滤搜索，请点按“过滤器”按钮 ，然后选取一个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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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试听某项：连按该项，或选择该项并点按“播放”按钮 。

 • 若要选择多项：按住 Command 键点按每个项。

 4 将声音文件拖到时间线。

【注】为了实现更好的导入和回放性能，Final Cut Pro 会自动将所有 MP3 音频文件转码为 WAV 音频文
件，并保留原始的 MP3 文件以备将来使用。有关从哪里找到原始文件和已转码的媒体文件的信息，请参阅
第 365 页定位源媒体文件。

录制画外音和其他音频
直接在 Final Cut Pro 中从输入源（如内建麦克风和外部麦克风）录制画外音旁白或其他现场音频很容易。

默认情况下，Final Cut Pro 在录制时会包括自定倒计时，还会自动将多个镜头归组到试演中，方便您快速试听
并选取最佳的录制。录制的音频文件既显示在浏览器中，又作为连接的片段显示在时间线中。

录制现场音频

 1 将播放头放在时间线中要开始录制的位置。

 2 选取“窗口”>“录制画外音”。

【提示】若要在不调整设置的情况下立即开始录制，请按下 Option-Shift-A 并前往步骤 7。

Click the Record button 
to start or stop recording.

 3 若要调整麦克风的输入电平，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向右拖移“输入增益”滑块以增加输入电平，或向左拖移以减少输入电平。

 • 在“输入增益”栏中键入 dB 值。

 使用音频指示器来确定音量未超过峰值电平（为红色），超过会导致音频失真。

【注】如果对于所选的输入设备而言“输入增益”滑块变暗，请尝试调整该设备本身或其软件实用工具的增益 
（如果可用）。

 4 若要给画外音片段命名，请点按“名称”栏并键入新名称。

 5 若要指定其他画外音设置，请点按“高级”显示三角形并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更改输入设备或输入通道（单声道或立体声）数：请从“输入”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选项。“系统设置”

的默认选项会使用 OS X“声音”偏好设置中当前所选输入设备的第一个通道。

【提示】如果始终要使用某个特定设备或多通道音频设备的特定通道进行录制，请从“输入”弹出式菜单 
（而不是“系统设置”）中选择该设备/通道对。Final Cut Pro 会记住该设置，并在“输入”弹出式菜单中表 
示该设备是否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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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在录制时听到麦克风输入：请将“监视器”设定为“打开”。麦克风音频会从 OS X“声音”偏好设置中当
前所选的输出设备进行播放。监视关闭时，没有输入信号。

【提示】若要听到麦克风和项目音频的现场混音，请将“监视器”设定为“打开”，并取消选择下方的“录制时

使项目静音”复选框。

 • 若要调整监视电平：向右拖移“增益”滑块以增加监视电平，或向左拖移以减少监视电平（或在“增益”栏中

键入 dB 值）。

【注】如果选择内建麦克风，“增益”滑块会自动还原为零以防止监视打开时，内建麦克风出现回音。若要避

免回音，请使用远离麦克风的耳机或外部扬声器。

 • 若要关闭在录制前自动进行倒计时：请取消选择“倒计时以录制”复选框。

 • 若要在录制时取消项目音频的静音：请取消选择“录制时使项目静音”复选框。

 • 若要关闭自动将多个画外音镜头分组到试演：请取消选择“从镜头创建试演”复选框。

 • 若要更改录音存储位置：从“事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当前资源库中的事件。

 6 若要开始录制，请点按“录制”按钮（或按下 Option-Shift-A）。

 7 若要停止录制，请点按“录制”按钮（或按下空格键或 Option-Shift-A）。

您的音频录音将附加至位于播放头位置的主要故事情节。

录制多个画外音镜头

您可以为项目的同一部分录制画外音录音的多个版本，或者“镜头”。默认情况下，Final Cut Pro 会使用录制的
所有镜头创建试演。录制完成后，您可以检查试演中的不同镜头并选取要使用的镜头。

 1 若要录制第一个画外音镜头，请按照以上说明进行操作。

 2 在不移动播放头的情况下，点按“录制”按钮（或按下 Option-Shift-A）来为项目的同一部分录制另一个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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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若要停止录制，请再次点按“录制”按钮（或按下空格键或 Option-Shift-A）。

默认情况下，Final Cut Pro 会创建同时包含两个录制的试演。

Voiceover audition clip

若要将其他镜头添加到试演，请重复步骤 2 和步骤 3。所录制的每个新镜头都会添加到试演中。

若要了解有关试演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60 页在试演中添加和移除片段。

预览和选择画外音镜头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包含要检查的画外音镜头的试演，然后通过选取“片段”>“试演”>“打开”（或按下 Y 键）打
开它。

Click to preview different voiceover 
takes, then select one to use.

 2 在试演窗口中，选择镜头并按下空格键（或按下 Control-Command-Y）以播放它。

 3 决定了要使用的镜头时，确定它已高亮显示，然后点按“完成”。

 4 如果确定决定并想要最终确定试演，请选取“片段”>“试演”>“最终确定试演”（或按下 Option-Shift-Y）。

试演将叠化，从而将画外音片段留在时间线中。

若要了解有关预览试演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62 页使用试演测试项目中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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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多个镜头中的音频

默认情况下，您只能在试演中选择一个画外音镜头用在项目中。如果想要将两个单独镜头的某些部分合并为一

个“复合”镜头，您可以将该试演分开成单独的音频片段，然后可以根据需要编辑和合并。

 1 在时间线中选择试演，然后选取“片段”>“将片段项分开”（或按下 Shift-Command-G）。

Final Cut Pro 会将时间线中的所选试演替换为组成试演的单个录制。

To edit voiceover 
takes separately, 
break apart the 
audition clip.

 2 根据需要编辑片段。

编辑音频片段或音频组件

音频编辑概述
Final Cut Pro 包括用于编辑音频片段或多个音频通道的工具。您可以采用两种方式编辑音频，详述如下。

Volume control

片段层次音频编辑

您可以对整个片段进行音频调整和编辑。在此层次，音频调整和效果被应用到整个片段，包括片段内的任何音

频通道。Final Cut Pro 会保留您对单个音频通道所做的任何调整。这意味着，如果降低单个通道的音量，但提
高整个片段的音量，单个通道的音量将提高，但与片段中其他通道的音量成比例。

如果源媒体仅包含一个或两个音频通道或正在编辑仅音频片段，则可能只需要在此层次进行调整和编辑。

高级多通道音频编辑

Final Cut Pro 会自动根据片段的通道配置方式，将通道分组为音频组件。您可以展开片段的音频部分，以在单
个通道层次显示和编辑音频组件。这可让您将不同的效果应用到不同的组件，并且简化进行单个麦克风输入的

快速声音剪除或其他精细调整的流程。

【重要事项】许多数码音频文件格式（如 AAC 和 MP3）使用交错立体声文件，其中不包含单独的左右通道。 
这些文件显示为单个音频组件，除非更改片段的通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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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inal Cut Pro 中编辑音频组件时，请记住以下内容： 

 • 您可以在“音频”检查器中查看和更改片段的音频通道配置。您可以更改音频组件名称，添加或移除音频组

件，以及以单声道、立体声和环绕声格式配置通道。请参阅第 150 页配置音频通道。

 • 借助范围选择工具（默认的编辑工具），可快速在音频组件内选择范围，以瞄准要编辑的音频。

 • 您可以编辑同步片段、多机位片段和复合片段的音频组件。

 • 音频组件的编辑方式与整个片段的编辑方式相同。您可以：

 • 打开片段浏览和音频浏览时，浏览单个组件。请参阅第 69 页浏览媒体。

 • 调整组件的音量。请参阅第 153 页调整音量。

 • 通过停用组件的全部或部分，使组件音频静音。这是从组件中移除不想要的声音的最快方法。请参阅

第 100 页单独播放、停用和启用片段。

 • 使用渐变控制柄使音频在音频组件开头淡入或在音频组件结尾淡出。请参阅第 155 页使音频淡入或淡出。

 • 设定各个组件的声音声相。请参阅第 157 页设定音频声相。

 • 将对话、音乐或效果等角色分配给“信息”检查器中的组件，或者当包含该音频组件的片段位于时间线中时

使用“修改”菜单。请参阅第 165 页使用角色整理片段和导出音频文件。

 • 添加或调整单个组件的音频效果。请参阅第 166 页添加音频效果或第 168 页调整音频效果。

 • 使用关键帧调整单个组件的音频效果。请参阅第 171 页使用关键帧调整音频效果。

有关多通道音频编辑工作流程的示例，请参阅第 160 页多通道音频编辑示例。

配置音频通道
Final Cut Pro 会在将音频片段导入或添加到项目时，为这些片段指定默认通道配置。例如，如果您想要将立体
声对话片段转换为两个单声道通道，则可以更改通道配置。

Final Cut Pro 会自动根据片段的通道配置方式，将通道分组为音频组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38 页关
于音频通道和音频组件。

除了更改通道配置以外，还可以查看和欣赏音频组件，从片段中添加或移除音频组件，以及给音频组件重新 
命名。

更改通道配置

您可以配置的通道选项数量取决于源片段或复合片段中的通道数量。您可以采用多种格式配置通道，包括：

 • 单声道：单个通道。在环绕声设置中，可以将单声道通道指定给任何环绕声通道。

 • 立体声：左通道和右通道。

 • 5.1 环绕声：左通道、中置通道、右通道、左环绕声通道、右环绕声通道和低频效果（低音炮低音）通道。

 • 7.1 环绕声：左通道、中置通道、右通道、左环绕声通道、右环绕声通道、左后通道、右后通道和低频效果 
（低音炮低音）通道。

如果配置的环绕声通道超过 6 个，Final Cut Pro 会在回放期间自动将通道混音下调为 5.1 环绕声。

【重要事项】更改通道配置将还原对音频组件所做的所有调整和编辑（包括应用的效果、停用的范围、关键帧

调整和自定名称）。

 1 在时间线中选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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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音频”检查器的“通道配置”部分中，从“通道”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选项。

通道在“音频”检查器中显示为单独的音频组件，且每个组件都具有自己的波形。

如果片段具有环绕声通道且想要将单声道通道分配给特定环绕声通道，请选择单声道通道波形，然后从 
“通道”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环绕声通道。

【注】若要更改复合片段的通道配置，请先从“通道”弹出式菜单中取消选择“使用事件片段布局”，然后选取其

他配置。

若要还原配置，请点按还原按钮 。

查看和欣赏音频组件

 1 在时间线中选择片段。

 2 在“音频”检查器的“通道配置”部分中，点按片段名称旁边的显示三角形以显示其音频组件，然后浏览组件或
使用空格键或 J 键、K 键和 L 键回放。 

Skim to preview.

添加或移除音频组件

您可以在片段中添加或移除音频组件。例如，您不妨从片段中移除未使用的组件，或在多机位片段中添加从不活

跃角度到活跃角度的组件。

默认情况下，片段中的所有活跃音频组件都在“音频”检查器中显示为选中，且排列顺序与展开片段来在时间线

中显示音频组件时相同。若要了解有关查看音频组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39 页音频片段查看方法。

将音频组件移除时，也会将它从时间线的片段组件排列中移除，在“音频”检查器中会变暗。

 1 在时间线中选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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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音频”检查器的“通道配置”部分中，点按片段名称旁边的显示三角形，以显示该片段的音频组件。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移除组件：取消选择组件波形旁边的复选框。

 • 若要添加组件：选择组件波形旁边的复选框。

Select to add or remove 
an audio component.

给组件重新命名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在“音频”检查器的“通道配置”部分中：点按片段名称旁边的显示三角形，以显示该片段的音频组件，然后连

按组件名称并键入新名称。

Type a new audio 
component name 
in the field.

 m 时间线中音频组件显示为展开的片段中：按住 Control 键点按该音频组件并从快捷菜单中选取“给组件重新命
名”，然后键入新名称。

若要了解有关查看音频组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39 页音频片段查看方法。

【重要事项】如果后面更改了通道配置，所有自定音频组件名称都将还原为原始名称。

将角色作为音频符干导出以用于混音或后期制作时，也可以选取通道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65 页使
用角色整理片段和导出音频文件。如果选取的导出文件通道配置与源文件中的配置不同，则将采用以下方法导

出通道：

 • 将立体声源导出为环绕声：左通道和右通道将被导出到环绕声文件的左通道和右通道。

 • 将环绕声源导出为立体声：环绕声源将被导出为立体声（左通道和右通道）混音。

 • 将立体声源或环绕声源导出为单声道：立体声源或环绕声源将被导出为单声道（一个通道）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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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音量
您可以从浏览器、时间线、“音频”检查器或“修改”菜单调整音频片段的音量。在“音频”检查器或“修改”菜单

中进行的音量调整将应用于整个所选内容。若要进行更精确的调整，可以在片段中创建关键帧，然后调整关键

帧之间的点。请参阅第 171 页使用关键帧调整音频效果。

您可以使用音频指示器确定音量不超过峰值电平（可能会导致音频失真）。

在时间线中调整音量

 m 向上或向下拖移音量控制（跨过音频波形的水平线）。

拖移时，将以 dB 为单位显示电平读数，且波形会更改形状，以反映您的调整。

Volume control

如果调整两个关键帧之间的音量，音量线将倾斜，以显示关键帧之间的音量更改。

从“修改”菜单或键盘调整音量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或多个音频片段或含音频的视频片段。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以 +1 dB 或 –1 dB 的增量调整音量：请选取“修改”>“调整音量”，然后选取“上”或“下”，或按下 
Control-等号键 (=) 或 Control-连字符键 (-)。

 • 若要使用绝对 dB 值调整音量：请选取“修改”>“调整音量”>“绝对”（或按下 Control-Option-L）。

Dashboard 显示会发生更改来显示绝对 dB。

To change the volume, type 
a positive or negative dB value.

Click to change to 
Relative volume.

键入正值或负值来更改绝对音量。整个所选内容的音量都设定为同一个 dB 电平，任何关键帧调整都会被 
删除。 

 • 若要使用相对 dB 值调整音量：请选取“修改”>“调整音量”>“相对”（或按下 Control-L）。

Dashboard 显示会发生更改来显示相对 dB。

To change the volume, type 
a positive or negative dB value.

Click to change to 
Absolute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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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入正值或负值来更改相对音量。整个所选内容的音量都会按照相同的量进行调整，从而保留任何渐变或

其他关键帧调整。

如果选择了多个片段，则将调整所有片段的音量。

在“音频”检查器中调整音量

 1 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选择一个或多个音频片段或含音频的视频片段。

 2 在“音频”检查器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音量”栏中输入值。

如果选择了多个片段，则所有片段的音量均设定为输入的值。

 • 向右拖移“音量”滑块以调高音量，或向左拖移以调低音量。

如果选择了多个片段，则将相对于每个片段的原始音量调整所有片段的音量。

Volume slider

自动在所选区域上调整音量

对于时间线中某个片段的音量调整，可以使用范围选择工具自动在所选范围上添加关键帧。

 1 在时间线中选择片段。

 2 从工具栏的“工具”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范围选择”（或按下 R 键）。

指针将变为范围选择工具图标 。 

 3 将指针拖过您要调整音量的区域。

 4 通过向上或向下拖移水平控制，调整范围内的音量。

关键帧将自动沿范围内的调整点创建。

还原所有音量调整

 1 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选择一个音频片段或含音频的视频片段。

 2 点按“音频”检查器的“音量和声相”部分中的还原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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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音频淡入或淡出
多种方法可用于在 “Final Cut Pro” 中针对片段或音频组件的音频部分创建淡入或淡出：

 • 转场期间自动交叉渐变：将转场添加到含连接音频的视频片段时，Final Cut Pro 会自动将交叉渐变转场应
用于音频。如果从视频中分离或展开音频，则音频不受视频转场影响。请参阅第 188 页将转场添加到项目。

 • 交叉渐变：修剪片段中的音频波形时，可以将交叉渐变应用于编辑点。请参阅第 107 页修剪概述。

 • 渐变控制柄：您可以使用渐变控制柄快速为时间线中的片段或音频组件的音频部分创建淡入和淡出；在将指

针放在片段上时，音频波形的左上角或右上角将显示渐变控制柄。

Fade handle Fade handle

通过选取其中一个预定义选项，还可以更改渐变的形状。更改渐变形状将更改渐变的声音。

【注】使用渐变控制柄创建的渐变将覆盖转场创建的交叉渐变。

使用渐变控制柄创建渐变

 m 将渐变控制柄拖到片段中您想要渐变开始或结束的点。

片段开头的渐变控制柄将创建淡入，而片段结尾的渐变控制柄将创建淡出。

Fade-in Fade-out

渐变将补充您已对片段进行的任何音量调整。例如，如果以前调低片段开头的音量，淡入会将音量从无声  
(–∞ dB) 调高到指定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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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渐变控制柄手动创建交叉渐变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两个相邻片段，然后选取“片段”>“展开音频/视频”（或按下 Control-S）。

片段将显示为展开。

 2 向右拖移第一个片段的结束点并向左拖移第二个片段的开始点，以便片段的音频部分重叠。

【注】确定将音频重叠调整为所需长度。

 3 将每个片段的渐变控制柄都拖移到要渐变开始和结束的点。

Crossfade Fade handle

若要更改每个片段的渐变形状，请遵循下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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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渐变控制柄更改渐变形状

 m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渐变控制柄，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渐变选项：

 • 线性：在整个渐变长度上保持变化的固定速率。

 • S 曲线：加速和减速，中点为 0 dB。

 • +3dB：开始很快，然后逐渐减慢，直到最后效果消失。这是最适合用于快速渐变的设置。

 • –3dB：开始很慢，然后迅速移到结尾。这是默认设置，最适合在两个相邻片段之间交叉渐变时保持自然 
音量。

更改转场交叉渐变的渐变形状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转场，然后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窗口”>“显示检查器”（或按下 Command-4）。

 • 点按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

 2 在“转场”检查器的“音频交叉渐变”部分中，从“淡入类型”和“淡出类型”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渐变选项：

 • 线性：在整个渐变长度上保持变化的固定速率。

 • S 曲线：加速和减速，中点为 0 dB。

 • +3dB：开始很快，然后逐渐减慢，直到最后效果消失。这是最适合用于快速渐变的设置。

 • –3dB：开始很慢，然后迅速移到结尾。这是默认设置，最适合在两个相邻片段之间交叉渐变时保持自然 
音量。

设定音频声相
设定音频声相让您可以在立体声或环绕声频谱中分配声音，以创建平衡或特殊效果。例如，可以将更多声音放

在立体声片段的右通道中，或者将较少声音放在环绕声片段的中置通道中。

Final Cut Pro 包括内建环绕声解码器，让您可以在几个可应用于“音频”检查器中的片段的立体声和环绕声预
置声相模式中选取。使用声相模式预置时，可以根据立体声源内容动态重建环绕声场。

【注】若要显示音频指示器中的环绕声通道，请确定将项目的音频和渲染属性设定为环绕声，然后将环绕声内

容解码为环绕声通道。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77 页修改项目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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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频”检查器中更改声相模式时，该设置将应用于整个所选内容。若要进行更精确的调整，可以使用音频动

画编辑器或“音频”检查器添加关键帧，然后在“音频”检查器中调整它们。

针对立体声设定音频声相

 1 选择音频片段。

 2 在“音频”检查器中，从“声相模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立体声左/右”。

 3 通过执行以下一项操作左移或右移声音：

 • 在“声相数量”栏中键入值。

 • 向左或向右拖移“声相数量”滑块。

针对环绕声设定音频声相

 1 选择音频片段。

 2 在“音频”检查器中，从“声相模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以下选项之一：

 • 基本环绕声：信号位于其默认通道，立体声信号位于左右通道，单声道信号位于中间通道。“声相量”滑块设置

将信号的部分分配到其他通道，并可在 –100（左通道）和 100（右通道）之间调整。

 • 创建空间：在环绕声频谱中分配信号，其中将更多信息分配到中置通道、左前通道和右通道。此设置对于根据

任何立体声源制作通用环绕声混音非常有用。“声相数量”滑块设置可从 0（无效果）调整为 100（整个环绕
声场）。

 • 对话：设定声相以将更多信号分配给环绕声频谱的中置通道，以便直接声音中置，而环境声音分配到其他 
通道。此设置最适合用于配音或其他对话片段。“声相数量”滑块设置可从 0（无效果）调整为 100（所有声 
音均分配到中置通道）。

 • 音乐：在环绕声频谱中均匀分配立体声混音信号。此设置最适合用于将立体声音乐转换为环绕声混音。“声相

数量”滑块设置可从 0（无效果）调整为 100（整个环绕声场）。

 • 环境：在环绕声频谱中设定声相，其中较多信号发往环绕声通道，而较少信号发往前通道和中置通道。此设置

适用于人群噪声或其他户外环境等效果。“声相数量”滑块设置可从 0（无效果）调整为 100（整个环绕声场）。

 • 圆圈：以围绕环绕声频谱的圆圈设定声音声相，如蜜蜂在听者头上嗡嗡叫。“声相数量”滑块将根据听者位置

按度数（–180 至 180）调整方向。

 • 旋转：围绕环绕声频谱设定声相，如同听者在转圈一样。“声相数量”滑块将按度数（–180 至 180）调整听者
的旋转。

 • 由后往前：在环绕声频谱中从后到前设定声相。“声相数量”滑块设置可从 -100（后）调整至 100（前）。

 • 左环绕到右前：在环绕声频谱中从左环绕到右前设定声相。“声相数量”滑块设置可从 -100（左环绕声）调整
至 100（右前）。

 • 右环绕到左前：在环绕声频谱中从右环绕到左前设定声相。“声相数量”滑块设置可从 -100（右环绕声）调整
至 100（左前）。

 3 如果您想要调整声相数量，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声相数量”栏中键入值。

 • 向左或向右拖移“声相数量”滑块。

“声相数量”设置会因选取的声相模式而异。

使用环绕声声相器调整环绕声

在“音频”检查器中，可以使用环绕声声相器更改环绕声场或使用滑块进行高级调整。

使用环绕声声相器，您可以移动某个控制来更改声相电平，该控制表示实际环绕声扬声器设置中声音的发出 
位置。

 1 从“声相模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环绕声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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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若要打开环绕声声相器，请点按“音频”检查器的“音量和声相”部分中“环绕声声相器”旁边的显示三角形。

Click to display the 
Surround Panner.

 3 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在环绕声声相器中进行调整：拖移环绕声场内的控制，以将声相设定为前移或移离扬声器图标表示的任

何环绕声通道（左、中置、右、左环绕声或右环绕声）。点按扬声器图标，以打开或关闭扬声器。

Drag to move the 
sound source.

若要将控制移回中间位置，请连按它。

 • 若要进行高级调整：点按“环绕声声相器”下方的“高级”显示三角形，然后向左或向右拖移以下任意参数的

滑块：

 • 原始/已解码：调节原始信号和已解码信号之间的平衡。滑块可以在 –100（仅限原始信号）到 100（仅限已
解码的中心和环绕信号）之间调节。值为 0 时，信号会在原始信号和已解码信号之间均衡地平衡。

 • 环境/直接：调节已解码的环绕信号和中心信号之间的平衡。滑块可以在 –100（仅限环绕信号）到 100 
（仅限中心信号）之间调节。值为 0 时，信号会在中心信号和环绕信号之间均衡地平衡。

 • 环绕声宽度：指定已解码环绕信号之间的间隔（以 dB 为单位）。0 dB 时，中心信号和环绕信号完全间隔，
每个环绕信号都为单声道信号。若要增加左右环绕通道的立体声效果，您可以增大参数值。这也会导致某

些信号从中心通道转向到环绕通道。

 • LFE 平衡：在 –1（没有信号被发送到 LFE 通道）到 1（所有信号都被发送到 LFE 通道）之间调节低频效果
（低音炮）。当滑块位于中心 0 点位置时，信号会均衡地分到所有 5 个通道和 LFE 通道。

 • 旋转：以循环方式将所有环绕信号旋转到左通道或右通道。当滑块位于最左边或最右边时（分别为 –180 
度或 180 度），环绕信号会旋转到中心通道，而中心信号会旋转到环绕通道。0 度时（滑块中心），将不会
产生旋转。

 • 立体声展开：调节从左右通道到中心和环绕扬声器的立体声效果。

 • 削弱/折叠：调节声相效果的实施方式。值为 0 时，源信号会削弱（这意味着原始通道信号会变得更大更柔
和，但不会转向到其他通道）。值为 100 时，源信号会折叠（这意味着原始通道信号不会在音量上发生变
化，而会沿着声相方向移到其他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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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心平衡：调节中心信号和环绕信号之间的平衡。滑块值可以在 –100（所有中心信号发送到环绕通道）到 
100（所有环绕信号发送到中心通道）之间进行调整。值为 0 时，信号会在中心通道和环绕通道之间均衡
地平衡。

调整高级参数时，声相模式会指示它已经过编辑。

还原声相调整

 m 若要还原编辑过的声相模式：从“声相模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另一个预置。“声相数量”滑块不受影响。

 m 若要仅还原环绕声声相器的调整：点按“音频”检查器的“环绕声声相器”部分的还原按钮 。

 m 若要还原所有调整：点按“音频”检查器的“音量和声相”部分顶部的还原按钮 。

您可以使用音频指示器监视立体声和环绕声通道电平。

多通道音频编辑示例
以下是 Final Cut Pro 中部分多通道音频编辑工作流程的示例。

示例：从特定音频组件中移除不想要的噪音

【注】若要浏览单个音频组件的音频，请确定片段浏览和音频浏览均已打开。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69 页浏
览媒体。

 1 在时间线中选择片段，然后选取“片段”>“展开音频组件”（或按下 Control-Option-S）。

Audio components

 2 浏览或回放音频组件，以找到噪音所在的具体位置。

 3 在组件内拖移以选择出现噪音的范围。

 4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停用组件中出现噪音的部分：按下 V 键（或按下 Delete 键）。

停用所选范围会使该范围内的所有声音静音。若要使范围取消静音（启用），请按下 V 键（或按下 
Comman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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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停用音频组件中的某个范围时，停用范围的任一侧都将提供渐变控制柄。有关渐变控制柄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第 155 页使音频淡入或淡出。

 • 若要调整范围内的音量：向上或向下拖移水平控制。

关键帧将自动沿范围内的调整点创建。

 5 回放片段以听取您的调整。

 6 若要在完成调整后折叠音频组件，请选取“片段”>“折叠音频组件”（或按下 Control-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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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修剪音频组件内的音频 
 1 在时间线中选择片段，然后选取“片段”>“展开音频组件”（或按下 Control-Option-S）。

Audio components

 2 将指针放在要修剪的音频组件的边缘。

指针将变为“修剪”工具图标 。

 3 拖移以修剪该部分。

修剪的部分将处于停用状态（使该部分中的所有声音都静音），并在时间线中变暗。

若要撤销修剪，请按下 Command-Z。

 4 回放片段以听取您的调整。

 5 若要在完成调整后折叠音频组件，请选取“片段”>“折叠音频组件”（或按下 Control-Option-S）。

示例：对所有音频组件进行卷动式编辑

 1 在时间线中选择片段，然后选取“片段”>“展开音频组件”（或按下 Control-Option-S）。

Audio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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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将指针放在要卷动的片段音频部分的边缘。

指针将变为“修剪”工具图标 。

 3 按住 Shift 键并拖移以回滚片段音频部分的编辑点。

编辑点将卷动到新位置，从而剪切片段结尾的音频。片段的视频部分不受影响。

若要撤销编辑，请按下 Command-Z。

 4 回放片段以听取您的调整。

 5 若要在完成调整后折叠音频组件，请选取“片段”>“折叠音频组件”（或按下 Control-Option-S）。

示例：在多机位片段中添加或移除音频组件

创建的多机位片段包含多个音频组件时，可以使用角度检视器或“音频”检查器添加从不活跃角度到活跃角度

的音频组件。这便于从多机位片段中的不同源片段添加音频，同时保持活跃视频角度。您还可以从活跃角度移

除音频组件，以消除不想要或未使用的音频。

在开始之前，可以使用“音频”检查器在浏览器中，调整源片段中音频组件的通道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150 页配置音频通道。

 1 将多机位片段从浏览器拖到时间线。

 2 若要打开角度检视器，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窗口”>“检视器显示”>“显示角度”（或按下 Shift-Command-7）。

 • 从检视器右上角的“检视器选项”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显示角度”。

活跃角度以黄色高亮显示。

Active angle 
in the Angle Vie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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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若要在角度检视器中启用仅音频切换，请点按左上角的右开关模式按钮。

Click to enable 
audio-only switching.

 4 若要打开“音频”检查器，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窗口”>“显示检查器”（或按下 Command-4），然后点按“检查器”面板顶部的“音频”按钮。

 • 点按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如下所示），然后点按“检查器”面板顶部的“音频”按钮。

与角度检视器中的活跃角度对应的音频在“音频”检查器的“通道配置”部分中高亮显示。

 5 若要显示活跃角度的音频组件，请点按活跃角度的源片段名称旁边的显示三角形。 

Click to reveal audio components 
for the active angle.

 6 若要从不活跃角度添加音频组件，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角度检视器中：按住 Command 键和 Option 键并点按不活跃角度。

 • 在“音频”检查器中：选择每个要添加的音频组件旁边的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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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示例中，添加了音频的角度在角度检视器中以绿色高亮显示，而添加的音频组件在“音频”检查器中高亮

显示。

Audio components 
added to the active angle

Audio components 
added to the active angle

添加的音频组件也显示在多机位片段在时间线中的组件排列中。（若要显示展开的音频组件，请选取“片段”> 
“展开音频组件”，或按下 Control-Option-S。）

Audio components 
added to the Timeline

 7 若要从活跃角度中移除音频组件，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角度检视器中：按住 Command 键和 Option 键并点按要移除音频的角度（以绿色高亮显示）。

 • 在“音频”检查器中：取消选择要移除的音频组件旁边的复选框。

移除组件后，它在“音频”检查器中将变暗，且该角度在角度检视器中不再以绿色高亮显示。该组件也将从多机

位片段在时间线中的组件排列中消失。

使用角色整理片段和导出音频文件
Final Cut Pro 会在导入时将角色（对话、音乐或效果）分配给所有片段的音频部分。

角色分配有助于按音频类型整理片段，但其最大的好处是可用于从 “Final Cut Pro” 轻松导出所有对话、 
音乐或效果片段的单独文件（称为媒体符干）。传送符干以符合广播规格或传递符干以供混音或后期制作时， 
通常使用此过程。

您可以将角色用于以下工作流程：

 • 重新分配角色：您可以在时间线索引、浏览器、“信息”检查器或“修改”菜单中查看和重新分配片段角色。您

还可以在“信息”检查器中查看和重新分配音频组件的角色，当包含该音频组件的片段位于时间线中时，也可

以使用“修改”菜单查看和重新分配。请参阅第 280 页查看和重新分配角色。您还可以创建自定角色和子角
色来进一步整理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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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角色查看和整理片段：在时间线索引中，您可以按角色整理片段，打开或关闭角色，以及高亮显示或最小

化片段供在时间线中查看。例如，可以轻松标识所有对话片段并在与其他音频文件隔离的情况下回放它们。

请参阅第 285 页在时间线中按角色查看片段。

 • 导出媒体符干：您可以将角色导出作为组合多轨道 QuickTime 文件中的媒体符干，或作为单独的音频或视频
文件。在导出期间，可以针对音频通道分配单声道、立体声或环绕声输出。请参阅第 347 页共享项目概述。

添加和调整音频效果

添加音频效果
除了 “Final Cut Pro” 的内建音频增强功能之外，还可以将 64 位 OS X 内建和第三方 Audio Units (AU) 
效果用于音频处理任务。

Final Cut Pro 还附带众多自定音频效果和专业 Logic 效果，包括用于从音色或音调上实时调整现有音频录音
和音频源的数码信号处理 (DSP) 效果和处理器。

一些最常见的处理选项包括噪声降低、音高校正、EQ、动态处理器和混响。其他高级功能包括延迟、调制、 
失真、低音增强以及时间修改处理器和实用工具。某些 Final Cut Pro 附带的自定效果组合了多个效果，以创
建特定声音环境，如大教堂。

您可以将效果添加到单个片段或复合片段。添加效果后，即可使用“音频”检查器调整其设置。

将音频效果添加到片段

 1 点按工具栏中的“效果”按钮。

 2 在效果浏览器中，选择一个音频效果，然后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以帮助选择：

 • 若要使用当前选定的时间线片段中的音频来试听该音频效果如何：将指针移到该音频效果缩略图上。

 • 若要在更改效果的主控制时试听：按住 Option 键将指针移到音频效果缩略图上。

 • 若要过滤显示的效果列表：在“效果浏览器”搜索栏中键入文本。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将效果拖到时间线中的音频片段（或带音频的视频片段）。

 • 连按效果图标以将其应用于所选片段。

效果将显示在“音频”检查器的“效果”部分和音频动画编辑器中。您现在可以调整效果。

关闭片段效果

将音频效果应用于片段后，可以在“音频”检查器或音频动画编辑器中关闭该效果（但保留其设置）。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含该效果的片段。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音频”检查器的“效果”部分中，选择效果并点按其蓝色复选框。

 • 在音频动画编辑器中，选择效果并点按其绿色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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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片段效果

将音频效果应用于片段后，可以在“音频”检查器或音频动画编辑器中从该片段移除该效果。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含该效果的片段。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音频”检查器的“效果”部分中，选择效果并按下 Delete 键。

 • 在音频动画编辑器中，选择效果并按下 Delete 键。

更改效果顺序

将音频效果应用于片段后，可以更改这些效果在“音频”检查器或音频动画编辑器中的显示顺序。

 1 在时间线中，选择添加了效果的片段。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音频”检查器的“效果”部分中，向上或向下拖移某个效果。

 • 在音频动画编辑器中，向上或向下拖移某个效果。

将一个片段的所有效果拷贝到另一个片段

您可以将效果及其设置从一个片段拷贝到另一个片段。如果调整了片段中要保留并用于其他片段的效果，这将

尤其有用。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片段，然后选取“编辑”>“拷贝”（或者按下 Command-C）。

 2 选择要应用效果的片段，然后选取“编辑”>“粘贴效果”（或按下 Option-Command-V）。

如果片段应用了多个效果，则所有效果及其设置都将应用到另一个片段。

将所选片段属性拷贝到另一个片段

您可以将片段的音频属性从一个片段拷贝到另一个片段，如设置和效果。例如，您可以拷贝声相设置或您添加到

片段的任何效果，包括任何关键帧调整。

此功能可让您选择要应用的片段属性。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片段，然后选取“编辑”>“拷贝”（或者按下 Command-C）。

 2 选择要应用属性的片段，然后选取“编辑”>“粘贴属性”（或按下 Shift-Command-V）。

 3 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应用源片段中的所有音频属性：选择“音频属性”复选框。

 • 若要应用单个属性：选择与每个要应用的属性对应的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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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对源片段进行了任何关键帧调整：从“关键帧”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保持时序”或“拉伸以适合”。如果选

取“拉伸以适合”，Final Cut Pro 将按时间调整关键帧，以匹配目标片段的时间长度。

 4 点按“粘贴”。

有关使用 Final Cut Pro 附带的 Logic 效果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help.apple.com/finalcutpro-logice∂ects/mac 上面的“Final Cut Pro X Logic 效果参考”。

调整音频效果
您可以使用“音频”检查器或效果窗口中的控制调整效果参数。

如果要使用 Audio Units 效果或 Logic 效果，则可以通过打开效果窗口显示展开界面。

有关使用 Final Cut Pro 附带的 Logic 效果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help.apple.com/finalcutpro-logice∂ects/mac 上面的“Final Cut Pro X Logic 效果参考”。

调整音频效果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含要调整的效果的片段。

 2 在“音频”检查器的“效果”部分中找到该效果。

Controls 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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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若要查看效果的参数，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点按“控制”按钮（效果名称右侧）以显示含高级控制的较大窗口。

 • 点按“参数”旁边的显示三角形以显示“音频”检查器中的控制。

【提示】您可以使用“音频”检查器或音频动画编辑器中的关键帧随时间推移调整效果。

 4 选择效果参数并根据需要调整设置。通过使用浏览条或在时间线中播放片段，可以试听调整。

若要将效果值恢复为默认设置，请点按效果的还原按钮 。

使用效果预置

许多 Audio Units 效果和 Logic 效果都包括针对特定设置或环境定制的内建预置，如模拟小房间或大教堂的
原声的混响预置。预置方便了快速试听和应用效果。

 1 在“音频”检查器的“效果”部分中找到该效果。

 2 从“预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预置。

通过使用浏览条或在时间线中播放片段，可以试听预置。

若要将效果恢复为默认设置，请从“预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默认”。

编辑和存储自定预置

通过调整效果的控制，可以编辑预置参数。如果您想要保留更改，则可以将其存储为自定预置。

 1 在“音频”检查器的“效果”部分中找到该效果。

 2 从“预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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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若要查看效果的参数，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点按“控制”按钮（效果名称右侧）以显示含高级控制的较大窗口。

 • 点按“参数”旁边的显示三角形以显示“音频”检查器中的控制。

 4 选择效果参数并根据需要调整设置。通过使用浏览条或在时间线中播放片段，可以试听调整。

调整预置的参数时，“预置”弹出式菜单会指明预置已编辑。

Edited preset

 5 若要存储编辑过的预置，请从“预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存储预置”，然后键入新预置的名称。

存储的预置将显示在“预置”弹出式菜单中。

若要将效果恢复为默认设置，请从“预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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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自定预置

 1 在“音频”检查器的“效果”部分中找到该效果。

 2 从“预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在 Finder 中显示用户预置”。

 3 在 Finder 窗口中选择要删除的预置，然后将其拖到废纸篓中。

删除自定预置后，它不会再显示在“预置”弹出式菜单中。

使用关键帧调整音频效果
在 Final Cut Pro 中，您可以使用关键帧创建音频随时间推移的简单变化，如在片段中间使音量或效果渐强或
渐弱。

您可以将关键帧放在片段中的特定点，以更改音频增强或效果在这些点的参数值。例如，可以为音量或效果 
（如混响或失真）的特定点设定关键帧。

您可以设定关键帧，以直接在时间线或“音频”检查器中调整片段音量。若要在时间线中针对所有其他效果查

看关键帧，需要显示音频动画编辑器。

有关视频片段的关键帧的信息，请参阅第 227 页使用关键帧调整视频效果。

将关键帧添加到片段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时间线中选择片段，然后选取“片段”>“显示音频动画”（或按下 Control-A）。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时间线中的片段，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显示音频动画”。 

如果要添加仅用于音量调整的关键帧，请转到步骤 4。

位于音频动画编辑器中的每个效果都具有单独的关键帧添加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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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效果具有多个参数，可让您分别将关键帧添加到各个参数。它们显示在音频动画编辑器中时效果名称旁边

具有一个三角形，而显示在“音频”检查器中时将作为附加参数控制。

 2 在音频动画编辑器或“音频”检查器的“效果”部分中，选择要添加关键帧的效果。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在音频动画编辑器中查看展开的参数：点按三角形以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单个参数，或选取“全部” 
以查看所有关键帧。

 • 若要在“音频”检查器中查看展开的参数：点按效果“参数”旁边的显示三角形。

 4 对于每个效果参数，都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音频动画编辑器（或仅限音量的音频片段）中：按住 Option 键点按（或按下 Option-K）水平效果控制中
要添加关键帧的点。

用于音量调整的关键帧将显示为白色菱形。

Keyframe marking where a change 
in volume level occurred

对于含多个参数的效果，用于所选参数的关键帧将显示为白色菱形，而用于其他参数的关键帧显示为灰色。

从效果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全部”时，用于所有参数的关键帧都将显示为白色菱形。双菱形表示在该点添加

了用于多个参数的关键帧。

 • 在“音频”检查器中：将时间线中的播放头放在要添加关键帧的点，然后点按“关键帧”按钮（或按下 
Option-K）。

Keyframe button

添加关键帧后，“关键帧”按钮将变为黄色，表示播放头当前位于此关键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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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时间线中的播放头时，箭头将显示在“音频”检查器中“关键帧”按钮的旁边，指示播放头的哪一侧具有

关键帧。若要转到上一个关键帧，请点按左箭头或按下 Option-分号键 (;)。若要转到下一个关键帧，请点按
右箭头或按下 Option-撇号键 (‘)。

Click an arrow to go to the 
previous or next keyframe.

 5 根据需要添加关键帧。

【提示】添加一个关键帧之后，可通过在时间线中移动播放头并在“音频”检查器中调整效果参数（对音量设

置关键帧时则为“音量”滑块），自动添加另一个关键帧。

自动在所选区域上添加关键帧

若要在时间线中调整某个片段的音量，可以使用范围选择工具自动在所选范围上添加关键帧。

如果某个效果显示在音频动画编辑器中时含显示按钮，则可以使用选择工具或范围选择工具在所选区域上添

加关键帧。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时间线中选择片段，然后选取“片段”>“显示音频动画”（或按下 Control-A）。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时间线中的片段，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显示音频动画”。 

如果要添加仅用于音量调整的关键帧，请转到步骤 3。

 2 选择一个效果，然后点按显示按钮以在音频动画编辑器中展开它。

Disclosure button

 3 在时间线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如果仅要调整音量：从工具栏的“工具”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范围选择”（或按下 R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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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针将变为范围选择工具图标 。 

 • 如果要在音频动画编辑器中调整效果：从工具栏的“工具”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选择”或“范围选择”（或按下 
A 键选取“选择”，或 R 键选取“范围选择”）。

 4 将指针拖过您要调整音量或效果的区域。

 5 通过向上或向下拖移效果的水平控制，调整范围内的音量或效果。

关键帧将自动沿范围内的调整点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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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频动画编辑器中调整关键帧

您可以在音频动画编辑器中向左或向右移动关键帧。如果效果显示有显示按钮，则可以展开效果视图并上移或

下移关键帧，以更改参数值。

 1 选择一个关键帧。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更改其时间位置，请向左或向右拖移关键帧。

拖移时，将显示时间码值。

 • 如果效果显示有显示按钮，请点按该按钮（或连按效果）以展开效果视图。

Disclosure button

效果视图展开后，即可向上或向下拖移关键帧，以更改效果的参数值。

若要添加其他关键帧，请按住 Option 键点按（或按下 Option-K）效果控制中要添加关键帧的点。若要添
加关键帧并同时更改效果的参数值，请按住 Option 键点按，同时向上或向下拖移效果控制。

在“音频”检查器中调整关键帧

对于许多效果，可使用“音频”检查器调整单个关键帧的参数值。

 1 选择一个关键帧或将播放头放置在关键帧上，然后在“音频”检查器中调整参数值。

 2 若要在下一个关键帧中调整值，请转到下一个关键帧并再次调整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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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频动画编辑器中一次调整所有关键帧

 m 按住 Command 和 Option 键，并向上或向下拖移关键帧或效果控制。

所有关键帧的调整量都相同，从而保留任何关键帧调整创建的原始形状。 

但是，如果您径直拖到图形的顶部或底部来“展平”曲线，关键帧值将保持该展平状态，其中所有关键帧共享同

个值。

Before

After 

在音频动画编辑器中一次仅查看一个效果

您可以折叠音频动画编辑器以一次仅查看一个效果。如果将多个效果应用于片段且要节省屏幕空间，这将很 
有用。

 1 选取“片段”>“单独播放动画”（或按下 Control-Shift-V）。

 2 在音频动画编辑器中，点按显示的效果名称旁边的三角形，以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效果。

【注】打开“单独播放动画”时，不能从音频动画编辑器中删除效果。

若要关闭“单独播放动画”，请选取“片段”>“单独播放动画”（或按下 Control-Shift-V）。

删除关键帧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在音频动画编辑器中选择一个关键帧，然后按下 Option-Shift-Delete。

 m 导航到“音频”检查器中的一个关键帧，然后点按“关键帧”按钮。

Keyframe 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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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音频动画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在时间线中选择片段，然后选取“片段”>“隐藏音频动画”（或按下 Control-A）。

 m 点按音频动画编辑器左上角的关闭按钮 。

 m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时间线中的片段，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隐藏音频动画”。 

除了上述任务之外，您还可以同时操纵多个关键帧。对于音频关键帧和视频关键帧而言，处理方式相同。请参阅

第 233 页修改关键帧群组。

您还可以在不同的属性或不同的片段之间拷贝特定关键帧。请参阅第 217 页拷贝和粘贴关键帧。

音频工具和技术

增强音频
Final Cut Pro 包括几个可用于同时分析和增强片段的音频部分的强大工具，包括：

 • 响度：改善主音频信号并将其设为更均匀。

 • 背景降噪：减少背景噪音。

 • 嗡嗡声消除：减少常见的 50 或 60 Hz 的电气嗡嗡声。

您可以使用“音频增强检查器”分析音频和调整响度、背景噪声和嗡嗡声。导入片段时，还可以分析和修正音频

问题。

“音频”检查器的“音频增强”部分还包括：

 • 均衡：增强高频（高音）、中频或低频（低音）。

所有增强都旨在自动或通过小调整校正最常见的音频问题。 

【注】导入片段时，分析和修正音频功能仅校正严重音频问题。如果片段包含适度问题，导入片段后，这些问 
题将显示为黄色，位于“音频”检查器的“音频增强”部分中的“音频分析”旁边。若要校正这些问题，需要在 
“音频增强检查器”中自动增强音频。

分析音频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音频片段或含音频的视频片段。

 2 若要分析音频，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窗口”>“前往”>“音频增强”（或按下 Command-8）。

 • 从工具栏的“增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显示音频增强”。

 • 在“音频”检查器中，点按“音频增强”部分中位于“音频分析”旁边的“音频增强检查器”按钮 。（如果进

行了任何调整，则按钮会改变颜色。）

这将显示“音频增强检查器”。分析后，将在每个增强的旁边显示指示器，以显示结果：

 • 红色符号表示严重问题。

 • 黄色警告三角形表示潜在问题。

 • 绿色勾号表示“好”。

 3 若要关闭“音频增强检查器”，请点按后退按钮 。

您可以自动或手动更改增强设置或校正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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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增强音频

您可以自动增强音频以分析和校正响度、背景噪声和嗡嗡声。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音频片段或含音频的视频片段。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修改”>“自动增强音频”。

 • 从工具栏的“增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自动增强音频”。

 • 点按“音频增强检查器”底部的“自动增强”按钮。

 3 若要关闭“音频增强检查器”，请点按后退按钮 。 

分析后，增强旁边的绿色勾号表示已针对该增强分析片段。如果自动应用校正，将显示详细信息。

打开以应用校正的每个增强旁边都将显示一个蓝色复选框。取消选择复选框将关闭增强。

手动应用增强

分析音频后，可以手动调整增强。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音频片段或含音频的视频片段。

 2 若要显示“音频增强检查器”，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窗口”>“前往”>“音频增强”（或按下 Command-8）。

 • 从工具栏的“增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显示音频增强”。

 • 在“音频”检查器中，点按“音频增强”部分中位于“音频分析”旁边的“音频增强检查器”按钮 。（进行任

何调整后，按钮会改变颜色。）

 3 若要打开增强，请点按其图标或选择其复选框（打开增强时，其复选框为蓝色）。

Blue check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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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如果需要，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更改“响度”设置：拖移“数量”和“均匀性”百分比滑块。“数量”滑块将增加或减少片段的整体响度 
（压缩），而“均匀性”滑块将增加或减少受影响的动态范围。

 • 若要更改“背景降噪”百分比：拖移“数量”滑块。

 • 若要消除嗡嗡声：针对“嗡嗡声消除”选择 50 Hz 或 60 Hz。

 5 若要关闭“音频增强检查器”，请点按后退按钮 。 

调整均衡

 1 在时间线中选择片段。

 2 在“音频”检查器的“音频增强”部分中，从“均衡”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均衡”预置，或点按“控制”按钮以手动
调整。

Controls button

Choose a preset from 
this pop-up menu.

如果您想要某个片段的声音听起来像另一个片段的声音，则可以匹配音频。

同步音频和视频
Final Cut Pro 可以自动分析和同步您项目中的音频和视频片段。

例如，如果从全都在同次录音中录制的不同源中选择两个视频片段和三个音频片段，Final Cut Pro 将在浏览
器中自动分析这些片段并将它们一起同步到新片段中。Final Cut Pro 将分析片段是否存在同步点，如添加的 
标记、时间码、文件创建日期和音频内容。如果找不到同步点，将在相应的开始点同步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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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控制同步过程，您可以使用自定设置来调整多个不同的参数。

Selected clips in the Browser

New clip containing synchronized clips

Synchronized
clip contents

Primary storyline
for the synchronized clip

Connected 
clips

自动同步片段

 1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同步的音频或视频片段。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片段”>“同步片段”（或按下 Option-Command-G）。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所选内容，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同步片段”。

 3 在出现的窗口中，在“已同步片段的名称”栏中键入同步片段的名称。

 4 使用“事件中”弹出式菜单选取要在其中创建新同步片段的事件。

 5 若要使用音频波形数据同步片段，请选择“将音频用于同步”。 

此选项使用音频波形实现精确同步调整。

Sync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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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部分录音不适合使用此功能。选择此选项可能会导致处理时间较长，在此期间 Final Cut Pro 不可用于
编辑。

 6 如果未显示自动设置，请点按“使用自动设置”。

自动设置将出现。

【注】默认情况下将显示自动设置。但是，如果上次创建的同步片段使用自定设置，则显示这些设置。

 7 点按“好”。

Final Cut Pro 在指定的事件中创建新同步片段。

使用自定设置同步片段

 1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同步的音频或视频片段。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片段”>“同步片段”（或按下 Option-Command-G）。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所选内容，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同步片段”。

 3 在出现的窗口中，在“已同步片段的名称”栏中键入同步片段的名称。

 4 使用“事件中”弹出式菜单选取要在其中创建新同步片段的事件。

 5 若要显示自定设置，请点按“使用自定设置”。

这将出现自定设置。

【注】默认情况下将显示自动设置。但是，如果上次创建的同步片段使用自定设置，则显示这些设置。

 6 在“同步”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片段的同步方式：

 • 自动：Final Cut Pro 会自动同步片段。 

 • 时间码：Final Cut Pro 使用片段中录制的时间码同步片段。如果在片段中录制了时间码，请选取此选项。 
这是片段同步最快且帧最准确的方法。

01:00:00:00

01:00:00:00 

01:00:00:00

01:00:00:00

Sync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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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容创建日期：Final Cut Pro 会使用摄录机或视频录制设备录制的日期和时间信息同步片段。

12:59 PM

12:59 PM

12:59 PM

12:59 PM

Sync point

“内容创建日期”方法可采用 1 秒的精确度同步片段（因为，在大多数摄录机中，日期和时间信息的最小单
位都是 1 秒）。如果选择这种同步方法，请考虑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来准确同步帧： 

 • 选择“使用音频进行同步”。（参见步骤 7。）Final Cut Pro 会使用“内容创建日期”数据作为起点，然后进
一步改善同步。

 • 手动调整同步。（参阅下方的“手动调整或滑移同步的片段”。）

【注】您可以随时在浏览器中更改源片段的“内容创建日期”日期和时间。只需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然后选

取“修改”>“调整内容创建日期和时间”。

 • 第一个片段的开头：Final Cut Pro 会将每个片段的第一帧用作同步点。 

Sync point

【提示】如果您想要仅使用源片段的特定范围选择，则“第一个片段开始处”方法将非常实用。在浏览器中，

将关键词或个人收藏评分添加到要使用的范围中，然后过滤或搜索片段。创建同步片段时，Final Cut Pro 仅
使用过滤视图中显示的媒体。

 • 片段上的第一个标记：Final Cut Pro 会将每个片段的第一个标记用作同步点。

Sync point

【提示】通过此方法，您可以使用第一个标记定义可使用“将音频用于同步”选项微调的区域（如下面的步骤

所述）。换言之，您无需准确放置标记，只需足够靠近，自动音频同步功能就可以同步剩余的片段。

 7 若要使用音频波形数据同步片段，请选择“将音频用于同步”。 

此选项使用音频波形实现精确同步调整。

Sync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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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部分录音不适合使用此功能。选择此选项可能会导致处理时间较长，在此期间 Final Cut Pro 不可用于
编辑。

 8 如果您想要同步片段的时间码以选定片段中最早时间码值（默认值）之外的值开始，请在“起始时间码”栏中键
入时间码值。

 9 如果您想要更改同步片段的视频属性设置，请在“视频属性”部分中选择“自定”，然后适当地更改设置。

【注】默认情况下，Final Cut Pro 将分析选定片段并根据片段中最常用的片段属性配置这些设置。

 10 如果您想要更改同步片段的音频或渲染设置，请在“音频和渲染属性”部分中选择“自定”，然后相应更改设置。

 11 点按“好”。

Final Cut Pro 在定义的事件中创建新同步片段。

手动调整或滑移同步的片段

您可能需要调整同步的片段（例如，滑移同步）。方法是在时间线中打开同步片段的内容。 

 1 选择浏览器或时间线中的片段。

 2 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选取“片段”>“在时间线中打开”。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同步的片段，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在时间线中打开”。

时间线将显示片段的内容。

 3 对同步片段的内容进行调整。

同步片段的内容包括主要故事情节中的片段以及一个或多个连接的片段。您可以调整或滑移同步，方法是向左

或向右拖移连接的片段来更改其与主要故事情节中片段的连接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89 页连接片段以
添加切换镜头、字幕和同步的声音效果。

 4 完成后，点按时间线左上角的左箭头来存储更改并关闭同步片段的内容。

同步的片段出现在浏览器中。原始片段不受影响。若要轻松地查看所有同步的片段，您可以创建“智能精选”， 
并将其“类型”搜索类别的其中一个搜索标准设定为“已同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64 页将搜索存储为
智能精选。

如果同步片段包含未使用的音频通道，则可以关闭这些通道。请参阅第 150 页配置音频通道。

匹配音频均衡设置
“匹配音频”功能使用均衡 (EQ) 让您可以将所选片段的声音与另一个片段匹配。在不同环境中录制了多个音
频片段，但想要片段的声音互相类似时，这将尤其有用。 

匹配音频

 1 选择要在时间线中更改的片段。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修改”>“匹配音频”。

 • 从“音频”检查器的“音频增强”部分的“均衡”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匹配”。

 • 从工具栏的“增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匹配音频”。

 3 点按以选择要匹配声音的片段。

 4 点按“应用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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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片段后，可以在“音频”检查器的“音频增强”部分中调整设置。

移除音频匹配

 1 在时间线中选择片段。

 2 在“音频”检查器的“音频增强”部分中，从“均衡”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不同的均衡预置。

若要移除所有均衡，请选取“扁平”设置。

重新定时片段时保持音高
默认情况下，Final Cut Pro 将在重新定时片段时保持音高，以便在片段较快时音高不会听起来较高或在片段较
慢时不会听起来较低。您可以在重新定时片段前后打开或关闭此功能。

打开或关闭“保持音高”

 1 在时间线中，选择计划要更改速度的整个片段或片段内的范围。

 2 从工具栏的“重新定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保持音高”。

命令名称左侧的勾号表明“保持音高”已打开。若要关闭，请再次选取“保持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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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场、字幕、效果和发生器概述
您可以轻松将特殊效果添加到项目中的视频、音频和照片。

Final Cut Pro 提供了几种效果和控制： 

 • 转场：在片段之间添加效果，以控制从一个片段切换到另一个片段的方式。请参阅第 186 页转场概述。

 • 字幕：用于在项目中的任何点添加文本。请参阅第 193 页字幕概述。

 • 效果：用于对视频和音频片段执行众多操作，从细微操作（将胶片颗粒或颜色效果添加到视频，或将图形均

衡器添加到音频）到不那么细微的操作（将水滴波纹或昆虫复眼视图添加到视频，或将夸大的音高位移应用

于音频）。效果主要有两种类型：

 • 内建效果：使用这些标准效果可调整、移动、旋转、修剪、倾斜、裁剪视频片段，或将 Ken Burns 缩放
效果应用于视频片段。这些效果已是每个时间线片段的组成部分，您需要做的只是调整它们。请参阅

第 200 页内建效果概述。

 • 片段效果：使用这些效果可更改视频和音频片段，以校正问题或创建令人称奇的新外观或声音。请参阅

第 212 页片段效果概述。

 • 发生器：添加占位符片段、时间码发生器或倒计时器等特殊元素，或者将颜色、模式或动画背景添加到项 
目中。请参阅第 219 页发生器概述。

 • 屏幕控制：使用屏幕控制自定许多效果。请参阅第 223 页屏幕控制概述。

 • 视频动画：在片段播放时更改效果设置。请参阅第 227 页视频动画概述。

在时间线中可将效果添加到任何片段中。添加后（对于内建效果，则为调整后），可使用检查器中的控制、检视

器中的屏幕控制和视频动画编辑器和音频动画编辑器中的控制自定效果。您还可以使用试听测试效果的多个

版本。

大多数效果和发生器都可在 Motion（旨在与 Final Cut Pro 配合使用的 Apple 应用程序）中打开，在其中可
自定和存储其专用版本。

添加转场、字幕、效果和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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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果使用第三方插件在 Motion 中创建转场、字幕、效果或发生器，而且您的 Final Cut Pro 系统上未
安装该插件，则 Final Cut Pro 项目可能不会正确或完整地渲染。若要验证这是否为原因所在，请在 Motion 
中打开模板；如果存在离线元素，则将看到一个警告对话框。有关如何在 Motion 中打开模板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第 193 页在 Motion 中创建转场的专用版本、第 219 页在 Motion 中创建视频效果的专用版本或
第 222 页在 Motion 中创建发生器的专用版本。

添加和调整转场

转场概述
您可以在剪切之间添加交叉叠化和其他转场效果，使节目更为有趣。

转场将在指定时间段内将一个镜头替换成另一个镜头；当一个镜头结束时，另一个镜头将替换它。有三种随时

间发生的常见视频转场：渐变、交叉叠化和划像。

您可以将纯音频转场添加到连接的故事情节中的音频编辑。这些转场可以是淡入、淡出或交叉渐变。

【注】将转场添加到含连接音频的视频片段时，会自动将交叉渐变转场应用于音频。如果从视频中分离或展开

音频，则音频不受视频转场影响。

如何创建转场
转场需要将片段中的视频重叠在编辑点的两边。一秒转场需要左片段结束处的一秒视频和右片段开始处的一

秒视频。将转场应用于编辑点时，Final Cut Pro 会尝试使用每个片段中的附加视频创建重叠。片段的这些附加
（未用）部分称为媒体余量。下图显示了每边都有媒体余量的片段，以及开始处无额外视频或媒体余量的片段。

Clip selected in the Browser

No start media handle

End media handleStart media handle

End media handle

媒体余量视频可能不适用于转场。例如，如果视频包括不可用的视频，如场记板，则将在项目中可见。

您可以设定转场的默认时间长度。请参阅第 187 页设定转场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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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插图显示了如何在编辑点两侧的片段具有媒体余量时创建转场。转场将放置为跨越片段；转场的一半与每

个片段均重叠。每个片段结束处的未用媒体将添加用来填充转场。项目的总时间长度不变。

Edit with no transition

Media handle

Clip 1 Clip 2

Clip 1

Clip 2

Media handle

Edit with transition (media handles used)

如果一个或两个片段没有足够的额外内容（媒体余量）来支持默认时间长度的转场，您可以选择在项目中重叠

媒体以创建转场。

Final Cut Pro 可使用任何可用媒体控制柄，然后根据需要重叠媒体，以创建转场。以下插图显示了未使用媒体
余量创建的转场。两个片段将重叠，且转场放在重叠区域上。这实际上是波纹式修剪编辑，且项目的总时间长度

将减少。

Edit with no transition

Clip 1 Clip 2

Clip 1

Clip 2

Edit with transition (no media handles used)

设定转场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 Command-T 键盘快捷键设定使用的默认转场。您还可以设定转场的默认时间长度。

设定默认转场

 1 点按工具栏中的“转场”按钮。

 2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转场，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设为默认”。

设定默认时间长度

您可以在 Final Cut Pro 偏好设置中设定转场的默认时间长度。

 1 选取“Final Cut Pro”>“偏好设置”，或按下 Command-逗号键 (,)，然后点按“编辑”。

 2 使用“时间长度为 x 秒”值滑块设定添加到时间线中的所有转场的时间长度（以秒为单位）。

您可以调整已放入时间线中的转场的时间长度。

【注】某些转场具有设定的时间长度，因此不受此设置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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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转场添加到项目
多个方法可用于将转场添加到项目。添加转场后，即可调整其参数。您也可以在 Motion 中修改转场效果。

添加交叉叠化

 1 从工具栏的“工具”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选择工具，然后在时间线中点按片段的边缘（编辑点）。

一个或两个片段边缘将高亮显示。

【注】如果在时间线中选择整个片段，而不是仅选择一个编辑点，则将在所选片段的每端添加转场。

 2 选取“编辑”>“添加交叉叠化”（或按下 Command-T）。

这将使用“转场应用方式”设置插入交叉叠化。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87 页设定转场默认值。如果视频片
段具有连接音频，则将交叉渐变转场应用于音频。

使用转场浏览器添加或更改转场

 1 点按工具栏中的“转场”按钮。

 2 选择一个转场。

将指针移到转场缩略图上，以查看转场外观示例。此外，您还可以在搜索栏中键入文本，以过滤显示的转场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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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将转场应用于编辑点：将转场拖到编辑点即可。

 • 若要替换项目中的现有转场：将转场拖到编辑点即可。

【提示】或者，您也可以先选择编辑点，然后在转场浏览器中连按一个转场以应用它。

这将使用“转场应用方式”设置将转场添加到编辑。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87 页设定转场默认值。如果视
频片段具有连接音频，则将交叉渐变转场应用于音频。

添加自动音频交叉渐变

视频片段具有连接音频时，在应用视频转场时，音频将自动应用交叉渐变转场。如果从视频中分离或展开音频，

则音频不受视频转场影响。执行以下步骤可在连接的故事情节中的分离音频片段之间添加音频交叉渐变。

 1 创建连接到主要故事情节的纯音频故事情节。

有关创建故事情节的信息，请参阅第 243 页添加故事情节。

 2 使用选择工具点按故事情节中的片段边缘（编辑点）。

一个或两个片段边缘将高亮显示。

【注】如果在故事情节中选择整个片段，而不是仅选择一个编辑点，则将在所选片段的每端添加转场。

 3 若要插入交叉渐变，请选取“编辑”>“添加交叉叠化”（或按下 Command-T）。

这将使用“转场应用方式”设置插入交叉渐变。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87 页设定转场默认值。您可以在 
“转场”检查器中配置淡入和淡出设置。

使用“编辑”菜单将转场拷贝到其他编辑点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转场，然后选取“编辑”>“拷贝”（或者按下 Command-C）。

 2 使用选择工具点按时间线中的片段边缘（编辑点），然后选取“编辑”>“粘贴”（或按下 Command-V）。

【注】如果将转场拷贝到已有转场的编辑点，则将覆盖现有转场。

通过拖移将转场拷贝到其他编辑点

 m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转场，按下 Option 键，然后将转场拖移到另一个编辑点。

【注】如果将转场拷贝到已有转场的编辑点，则将覆盖现有转场。

从项目中删除转场
您可以轻松删除转场，从而将编辑点恢复为简单剪切。

删除转场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转场。

 2 按下 Delete 键。

所选转场将被移除且其编辑点将转换为简单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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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如果删除的转场使用的是“完全重叠”，则编辑点现在位于已移除的转场的中心点，而不是位于应

用转场前的原始位置。您可以使用“编辑”>“撤销”移除转场并将片段恢复至原始长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186 页如何创建转场。

在时间线中调整转场
您可以在时间线中调整转场的时间长度和移动它。您还可以修建转场下方的任一片段。

更改转场时间长度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转场。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修改”>“更改时间长度”（或按下 Control-D），键入时间长度（显示在工具栏的 Dashboard 中）， 
然后按下 Return 键。

 • 将转场的一端拖离转场中心以延长它，或拖向中心以缩短它。

Drag either transition edge 
to trim its duration.

转场将保持其中心点且相等地修剪两端，其中数字显示在转场时间长度中添加或减去了多少帧。

移动转场

移动转场实际上是卷动转场下方的编辑，从而将内容添加到一个底层片段，同时从另一个片段中移除内容。 
项目的总时间长度不受影响。此外，仅当具有足够的媒体余量手可用于延长的片段时，才能移动转场。

Clip 2

Media handle

Edit with transition

Media handle

Clip 1

Clip 2

Media handle

 Media handle

Clip 1

Edit with transition moved right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转场。

 2 拖移位于转场上部中心区域的转场修剪图标。

Drag to roll the edit 
under the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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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卷动转场下方的编辑，其中一个片段将延长，而另一个片段将缩短。显示的数字显示了您向左（负数）或向

右（正数）卷动转场的帧数。

您还可以使用精确度编辑器卷动转场。

修剪转场下方的片段

转场包括便于修剪左或右片段而不影响转场的图标。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转场。

 2 拖移位于转场左上或右上区域中的其中一个修剪图标。

Drag to trim the start point 
of the clip on the right.

Drag to trim the end point 
of the clip on the left.

拖移左上方的修剪图标将调整右片段的开始点，而拖移右上方的修剪图标将调整左片段的结束点。显示的数字

显示了您在片段时间长度中添加（负数）或减去（正数）的帧数。修剪片段不影响转场时间长度，但会影响项目

时间长度。

您还可以使用精确度编辑器修剪转场下方的片段。

在“转场”检查器和检视器中调整转场
您可以使用“转场”检查器和检视器中的控制调整转场。

使用“转场”检查器和检视器调整转场

 1 如果“转场”检查器尚不可见，请选取“窗口”>“显示检查器”（或按下 Command-4）。

 2 在时间线中，选择要调整的转场。

对于此示例，使用“圆圈”转场。

检视器显示了可通过拖移控制柄进行的屏幕调整。“转场”检查器显示了可用于调整的其他参数。此外，某些转

场还具有图像池，供您选择显示为转场一部分的视频帧。

Drag onscreen controls 
to adjust selected 
transition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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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示例中，可以拖移检视器中的白色圆圈（屏幕控制），以定位圆圈划像的中心和方形，从而设定边框宽度

（此处为柔和度）。“转场”检查器包括圆圈划像的宽高比和边缘处理（如果选取硬边缘，则包括边框颜色）的

设置。

此外，许多转场还具有可使用关键帧制作动画的参数。例如，您可以让“圆圈”转场在您播放片段时移动。

有关在“转场”检查器中调整音频交叉渐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55 页使音频淡入或淡出。

调整含多个图像的转场
多个转场包括填充有来自转场任一边的片段的静止图像的区域。例如，这是“色相最右边”转场（其中一个“公

告牌”转场）。

This image is set by handle 
number 4 in the Timeline.

这些区域将编号且与时间线中转场前后的编号点相关。

调整含编号点的转场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含编号点的转场。

 2 将播放头移到转场上，直到看到编号与时间线中其中一个编号控制柄相同的区域。 

 3 拖移编号控制柄以选择要用于填充该区域的图像。

 4 继续选择，直至为所有区域都选择了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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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otion 中创建转场的专用版本
许多转场都使用 Motion（旨在与 Final Cut Pro 配合使用的 Apple 应用程序）创建。您可以在 Motion 中打
开这些转场，进行修改，然后将更改存储为显示在转场浏览器中的新转场文件。

【重要事项】以下步骤需要您在电脑上安装 Motion 5。

在 Motion 中修改转场
 1 点按工具栏中的“转场”按钮。

 2 在转场浏览器中，按住 Control 键点按要修改的转场，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在 Motion 中打开副本”。

Motion 将打开且转场项目将显示。

 3 修改转场项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Motion 帮助”位于 http://help.apple.com/motion。

 4 选取“文件”>“存储为”（或按下 Shift-Command-S），输入此新转场的名称（在 Motion 中称为模板），将其
分配给某个类别（或创建新类别），选取主题（如果需要），然后点按“发布”。

【注】如果选取“文件”>“存储”，将使用相同名称存储转场，只是会在名称结尾追加“副本”。

添加和调整字幕

字幕概述
字幕在电影中具有重要作用，它提供了重要的首尾元素（例如片头字幕和片尾致谢名单），还显示了影片中的时

间和日期。字幕，尤其是在屏幕下部三分之一的字幕，通常用于在记录片或新闻片视频中传达屏幕上的主题或

产品的详细信息。您也可以在编辑时在项目中添加备注和占位符。对于使用不同语言制作的电影，字幕是关键

性的元素。

您可以在 Final Cut Pro 内使用字幕效果创建字幕和摄制人员名单。字幕是合成片段（类似于发生器）， 
由 Final Cut Pro 生成。字幕片段不引用硬盘上的任何媒体。将字幕添加作为另一片段正上方的连接片段时， 
底层片段将显示为字幕背景，从而您无需执行任何其他复合操作即可创建该效果。

将字幕添加到项目
您可使用字幕浏览器将字幕添加到项目中的片段。添加文本后，即可修改字幕的文本样式。

将字幕添加到项目片段

 1 将时间线中的播放头拖移到要添加字幕的点。

 2 点按工具栏中的“字幕”按钮（或按下 Command-5）。

 3 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从字幕浏览器中添加字幕：连按字幕。

字幕片段将添加到播放头位置。

 • 若要添加基本字幕：选取“编辑”>“连接字幕”>“基本字幕”（或按下 Contro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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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在播放头位置添加名为“基本字幕”的字幕片段（无效果或动画）。

 • 若要添加下三分之一字幕：选取“编辑”>“连接字幕”>“基本下三分之一”（或按下 Control-Shift-T）。

这将在播放头位置添加名为“基本下三分之一”的下三分之一字幕片段（无效果或动画）。

字幕片段将连接到主要故事情节中位于播放头位置的片段。在视觉上，字幕将叠加在主要故事情节中位于播放

头位置的片段上。如果播放头不在片段上，则字幕将叠加在默认背景上。

在主要故事情节中将字幕添加为片段

两种方法可用于在主要故事情节中将字幕添加为片段。您可以在两个片段之间的编辑点插入字幕片段，也可以

将主要故事情节中的现有片段替换为字幕片段。

 m 若要在时间线的片段之间添加字幕：将字幕从字幕浏览器拖移到片段之间要显示字幕片段的编辑点。

 m 若要将现有时间线片段替换为字幕片段：将字幕从字幕浏览器中拖到时间线中要替换的片段，然后从快捷菜单

中选取“替换”。

输入字幕的文本

在时间线中将字幕片段添加到项目后，即可在检视器中键入字幕文本。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字幕片段。

 2 将播放头移到所选字幕片段上。

 3 在检视器中，连按字幕文本并键入字幕文本。

Double-click the text box 
to type text for the title.Next Text Layer button

Previous Text Layer button

 4 若要选择不同的文本对象，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点按“上一个文本层”或“下一个文本层”按钮。

 • 连按不同的文本对象。

 5 根据需要键入新文本。

 6 若要退出文本编辑，请按下 Command-Return。

【注】“上一个文本层”和“下一个文本层”按钮也支持 Motion 文本编辑标记。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Motion 帮助”位于 http://help.apple.com/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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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字幕
您可以在检视器中编辑文本，以及使用“字幕”和“视频”检查器调整字幕文本外观。例如，可以调整字幕不透

明度或修改文本的字体、对齐方式、颜色、光晕和阴影。

编辑字幕文本 
 1 在时间线中连按一个字幕片段。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检视器中连按文本对象。

 • 在“文本”检查器中选择文本。

 3 编辑该文本。

 4 若要退出文本编辑，请按下 Command-Return。

调整字幕在屏幕上的位置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字幕片段。

 2 将播放头移到所选字幕片段上。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检视器中，将文本对象拖到新位置。

 • 连按文本对象并将位置按钮拖到新位置。

Click the position button 
(the small circle) and drag 
the title to the new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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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字幕片段的不透明度

如果要将字幕放在现有片段上，则可以调整字幕片段的透明度。

 1 在时间线中连按一个字幕片段。

 2 选取“窗口”>“显示检查器”（或按下 Command-4），然后点按显示的面板顶部的“视频”按钮。

Opacity slider

 3 在“复合”部分中，调整不透明度设置。

 4 若要编辑文本编辑，请按下 Command-Return。

【注】您还可以设定字幕不透明度设置的关键帧。

调整字幕设置

您可以在“字幕”检查器中修改字幕的设置。

您可以在 Motion 5 中构建和修改字幕以在 Final Cut Pro 中使用。在 Motion 中存储字幕模板时，您可以选
取要在 Final Cut Pro 的“字幕”检查器中发布哪些参数。因此，如果字幕不同，则可以在“字幕”检查器中调整
的参数也会不同。

请参阅“Motion 帮助”位于 http://help.apple.com/motion/。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字幕片段。

 2 选取“窗口”>“显示检查器”（或按下 Command-4），然后点按显示的面板顶部的“字幕”按钮。

 3 根据需要调整可用设置。

【注】您还可以在“字幕”和“文本”检查器中设定许多设置的关键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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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字幕的文本样式

您可以修改字幕的文本样式。

 1 在时间线中连按一个字幕片段。

字幕显示在检视器中，并且选择了字幕片段中第一个文本对象的文本。

【注】若要修改同一字幕中的不同文本对象，请在检视器中选择它。

 2 选取“窗口”>“显示检查器”（或按下 Command-4）。

 3 根据需要调整以下部分中列出的可用设置。 

【注】若要显示每个部分中的控制，您可能需要在“文本”检查器中向下滚动并连按每个部分的名称。

 • 基本：设定基本的字体控制，例如字体、大小、对齐方式、字距以及行间距。

 • 表面：设定文本颜色、不透明度以及模糊。

 • 外框：设定文本外框颜色、不透明度、模糊以及宽度。

 • 光晕：设定文本光晕颜色、不透明度、模糊以及半径。

 • 阴影：设定文本阴影颜色、不透明度、距离以及角度。

 4 若要退出文本编辑，请按下 Command-Return。

【注】您还可以在“字幕”和“文本”检查器中设定许多设置的关键帧。

一次调整字幕片段中的多个文本对象

您可以一次调整多个文本对象的设置。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字幕片段。

 2 将播放头移到所选字幕片段上。

 3 在检视器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按住 Command 键并选择要修改的文本对象。

 • 拖动以选择要修改的文本对象。

 4 选取“窗口”>“显示检查器”（或按下 Command-4）。

 5 根据需要调整可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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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标尺设定段落文本对象布局和对齐方式

在 Motion 中创建的文本以及字幕浏览器中的某些字幕包含段落文本。可以使用标尺以及制表符来控制段落
文本的布局。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Motion 帮助”位于 http://help.apple.com/motion。

 1 在检视器中连按段落文本对象。

 2 在检视器中，点按“显示标尺”按钮。

【注】“显示标尺”按钮仅在编辑段落文本对象时显示。

在检视器中，标尺显示在段落文本对象的上方。标尺中的制表符显示以制表符分栏的文本在所选文本中的对齐

方式。

Left tab Center tab Decimal tab Right tab

 3 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添加制表符：在标尺中点按。

 • 若要更改通过在标尺中点按所添加的制表符类型：按住 Control 键在标尺中点按并从快捷菜单中选取一种
制表符类型。

 • 若要移动制表符：将其拖到标尺上的其他位置。

 • 若要删除制表符：将其拖离标尺。

 • 若要将制表符更改为其他制表符类型：按住 Control 键点按制表符并从快捷菜单中选取一种制表符类型。

应用预置文本样式
Final Cut Pro 附带一组预置文本样式，您可以将其应用于文本。文本样式是一组样式设置。您也可以创建自己
的自定文本样式并将其存储为预置。可以使用“文本”检查器顶部的弹出式菜单来应用预置文本样式。

Choose a preset text style 
from the pop-up menu.

将预置文本样式应用于字幕

 1 在时间线中连按一个字幕片段。

字幕显示在检视器中，并且选择了字幕片段中第一个文本对象的文本。

 2 选取“窗口”>“显示检查器”（或按下 Command-4），然后点按显示的面板顶部的“文本”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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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点按“文本”检查器顶部的弹出式菜单，然后选取一种文本样式。

文本样式会应用于所选文本。

存储和应用自定文本样式

 1 在时间线中连按一个字幕片段。

字幕显示在检视器中，并且选择了字幕片段中第一个文本对象的文本。

 2 选取“窗口”>“显示检查器”（或按下 Command-4），然后点按显示的面板顶部的“文本”按钮。

 3 在“文本”检查器中对字体或样式进行任何自定更改。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调整字幕”中的“修改字幕的文本样式”。

 4 在“文本”检查器顶部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以下其中一项：

 • 存储格式属性：存储基本的字体控制，包括字体、大小、对齐方式、字距以及行间距。

 • 存储样式属性：存储诸如文本颜色、外框颜色、光晕、阴影等效果。

 • 存储所有格式+样式属性：同时存储格式属性和样式属性。

 5 在“将预置存储到资源库”窗口中，键入新自定预置的名称。

自定文本样式会被存储，并按字母顺序显示在“文本”检查器顶部的弹出式菜单中。

Custom preset

 6 若要将新预置应用于其他字幕，请在时间线中选择该字幕并从“文本”检查器顶部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该预置。

从项目中移除字幕
您可以随时从项目中移除字幕。

移除字幕

 m 在时间线中，选择要移除的字幕，然后按下 Delete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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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中查找和替换文本
如果项目包含显示在多个字幕片段中的特定词语或短语的多个实例，如姓名、公司名称或职位，则可以找到特定

词语或短语并快速更改每个实例。

查找和替换字幕文本

 1 选取“编辑”>“查找和替换字幕文本”。

 2 在显示的“查找和替换字幕文本”窗口中，在“查找”栏中键入要搜索的文本。

 3 在“替换”栏中，键入要替换所查找的文本的文本。

 4 若要选取搜索范围，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在所选字幕片段中搜索文本：从“搜索范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所选字幕”。

此选项适用于在具有许多文本的字幕片段（如摄制人员名单）中搜索。

 • 若要在项目的所有字幕片段中搜索文本：从“搜索范围”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项目中的所有字幕”。

 5 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区分搜索字符串中的字母大小写：选择“匹配大小写”复选框。

 • 若要查找整个词，而不是词语内的一组字母：选择“整个词”复选框。

 • 若要让搜索在达到结尾时从搜索项目开始处重新开始：选择“循环搜索”复选框。

 6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一次替换文本的所有实例：点按“全部替换”按钮。

 • 若要仅替换文本的当前单个实例：点按“替换”按钮。

 • 若要替换文本的当前实例并查找文本的下一个显示位置：点按“替换并查找”按钮。

 • 若要向前和向后循环查找所查找的文本的每个实例：点按“上一个”和“下一个”按钮。

调整内建效果

内建效果概述
Final Cut Pro 包括多个视频效果，这些效果是每个时间线片段的组成部分且可从检视器直接访问。您需要做
的只是选择它们并开始调整。您可以将这些效果用于：

 • 从多个片段创建复合图像

 • 通过放大重新放置或重新构建片段

 • 裁剪片段以移除意外显示在视频中的不想要项目，如麦克风或灯光设备

 • 配置 Ken Burns 效果以将动态效果添加到静止图像（及视频片段）

您可以同时使用多个内建效果。例如，您可以使用“变换”减少图像的大小和位置，使用“修剪”移除视频的一

部分，以及使用“变形”让视频具有倾斜外观。

您可以将其中的任意效果制作成动画，以便它们随片段播放而变化。例如，您可以让图像收缩和移出屏幕外。 
若要配置动画，请在片段中的两个或多个点更改设置。播放片段时，Final Cut Pro 将在这些点之间创建平滑动
画转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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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移动和旋转片段
“变换”内建效果让您可以调整、移动和旋转图像。此效果常用于放在主要故事情节片段上的片段，从而变成已

调整片段的背景。它还常用于放大片段，从而让您可以根据需要重新构建镜头。

调整“变换”效果

检视器和“视频”检查器中的控制可用于调整此效果。但是，一些控制仅出现在其中一个位置。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片段。

 2 若要访问“变换”控制，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从检视器左下角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变换”（或按下 Shift-T）。

 • 按住 Control 键在检视器中点按，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变换”。

 3 若要使用屏幕控制调整效果：

 • 每个边角的蓝色控制柄：拖移这些控制柄可调整图像大小，同时保持其当前宽高比。

 • 每侧中间的蓝色控制柄：拖移这些控制柄可独立调整垂直和水平图像大小，从而更改图像的宽高比。

【注】“视频”检查器不提供这些控制。

 • 中间的白色圆圈：显示旋转锚点。拖移到图像内的任意位置，可调整图像位置。

 • 从中圆延伸的蓝色控制柄：拖移此控制柄可旋转图像。

【提示】若要在旋转图像时实现更高精度，请将旋转控制柄进一步拖离中心锚点。

Drag a corner handle 
to change the image’s 
size without changing 
its aspect ratio.

Drag a side’s handle 
to change the aspect 

ratio of the image.

Drag anywhere inside the 
image to set its position.

Drag this handle 
to rotate the image.

 4 按如下方式使用“视频”检查器中的“变换”控制：

 • 位置 X 和 Y：用于左右 (X) 和上下 (Y) 移动图像。

 • 旋转：用于围绕锚点旋转图像。

 • 缩放：用于更改图像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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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锚 X 和 Y：用于移动图像中心点。这将定义图像围绕其旋转的点。

【注】屏幕控制中不提供此控制。

 5 完成效果调整且不再需要屏幕控制时，请点按“完成”。 

您可以将效果制作成动画并将其显示在背景上。有关使用内建效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07 页使用内建效果。

修剪片段
“修剪”控制可用于独立修剪每个图像边缘，从而创建窗口外观。此效果通常与“变换”效果配合使用，常用于放

在主要故事情节片段上的片段，从而变成已修剪片段的背景。

调整“修剪”效果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片段。

 2 若要访问“修剪”控制，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从检视器左下角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裁剪”（或按下 Shift-C）。

 • 按住 Control 键并在检视器中点按，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裁剪”。

 3 点按检视器底部的“修剪”按钮。

 4 若要使用屏幕控制调整效果：

 • 每个边角的蓝色控制柄：拖移这些控制柄可同时调整两个修剪窗口边的位置。

 • 每侧中间的蓝色控制柄：拖移这些控制柄可独立调整每边的位置。

 • 窗口内的任意位置：拖移到窗口内的任意位置，可调整其位置。

Drag a handle in the middle of 
a side to change only one side.

Drag a corner handle to 
change two sides at once.

Drag anywhere in the image 
to position the trim window.

 5 若要使用“视频”检查器的“裁剪”区域逐个调整每个边缘，请使用“修剪”控制。

 6 完成效果调整且不再需要屏幕控制时，请点按“完成”。 

您可以将效果制作成动画并将其显示在背景上。有关使用内建效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07 页使用内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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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剪片段
“裁剪”效果可方便移除图像的不想要区域。它会自动扩展裁剪过的图像，以便填充屏幕。

调整“裁剪”效果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片段。

 2 若要访问“裁剪”控制，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从检视器左下角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裁剪”（或按下 Shift-C）。

 • 按住 Control 键并在检视器中点按，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裁剪”。

 3 点按检视器底部的“裁剪”按钮。

 4 若要使用屏幕控制调整效果：

 • 每个边角的蓝色控制柄：拖移这些控制柄可调整该边角的裁剪。裁剪过的图像始终保持原始宽高比。

 • 窗口内的任意位置：拖移到裁剪窗口内的任意位置，可调整其位置。

Drag a corner handle to 
change the crop window’s 
size (but not its aspect ratio).

Drag anywhere inside 
the image to position 
the crop window.

Click Done to crop the image 
and expand it to full size.

 5 若要使用“视频”检查器的“裁剪”区域逐个调整每个边缘，请使用“裁剪”控制。

【注】尽管您可以使用这些控制更改裁剪窗口的宽高比，则最终图像仍匹配原始图像的宽高比，其中将裁剪掉

附加内容，以便最终图像适合原始宽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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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点按“完成”以应用裁剪并查看缩放以填充屏幕的图像。

您可以将效果制作成动画，从而创建平移和缩放摄像机移动的错觉（实际上是手动 Ken Burns 效果）。有关使
用内建效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07 页使用内建效果。

使用 Ken Burns 效果平移和缩放片段
Ken Burns 效果将使用定义的开始位置和结束位置创建平移和缩放效果。Ken Burns 效果实际上是含两个裁
剪设置的“裁剪”效果，一个位于片段开始处，另一个位于结束处。

通过控制动画的平滑度，可进一步自定 Ken Burns 效果。创建 Ken Burns 效果时应用到片段的运动将自动 
平滑，因此移动会随着动画开始而缓慢加速，而随着片段在动画结尾处停止而缓慢减速。这模拟了现实中发生

的摩擦和惯性的效果。在视觉效果软件中，此方法通常称为减速和加速。

默认情况下，Ken Burns 动画会同时执行这两项平滑操作（减速和加速），但可以自定效果以将结果限制为仅 
减速、仅加速或进行线性移动而不模拟惯性或摩擦。

调整 Ken Burns 效果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片段。

 2 若要访问 Ken Burns 控制，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从检视器左下角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裁剪”（或按下 Shift-C）。

 • 按住 Control 键并在检视器中点按，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裁剪”。

 3 点按检视器底部的“Ken Burns”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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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视器中显示两个矩形：绿色矩形定义片段开始处的位置和大小，而红色矩形定义片段结束处的位置和大小。

Select the green Start or 
red End rectangle to adjust 
the crop size and position.

Click the Swap button 
to exchange the Start 
and End positions.

Click the Play Loop 
button to play the 
clip in a loop.

默认开始和结束设置会导致稍微缩放到图像中心。

 4 若要选取图像显示在效果开始处的部分，请拖移绿色控制柄以更改图像的裁剪大小，并拖移窗口以设定其 
位置。

 5 若要选取图像显示在效果结束处的部分，请拖移红色控制柄以更改图像的裁剪大小，并拖移窗口以设定其 
位置。

叠加箭头显示播放片段时图像的移动方向。

 6 若要让含该效果的片段循环播放，请点按“播放循环”按钮。

 7 若要交换开始位置和结束位置，请点按“交换”按钮。

 8 点按“完成”。

自定 Ken Burns 动画的平滑度
默认情况下，Ken Burns 动画会同时执行这两项平滑操作（减速和加速），但可以自定效果。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应用了 Ken Burns 效果的片段。 

 2 在检视器中，按住 Control 键点按图像中的任意位置，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一个选项： 

 • 加速和减速：将渐变效果应用到动画的开头和结尾。

 • 加速：将渐变效果限制到动画的结尾。

 • 减速：将渐变效果限制到动画的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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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线性：移除所有渐变效果。

【提示】使用“裁剪”效果和中间关键帧可创建遵循更复杂的路径的 Ken Burns 样式效果。

有关使用内建效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07 页使用内建效果。

倾斜片段透视
“变形”效果类似于“变换”效果，只是您可以相互独立地拖移每个边角，从而让您可以创建倾斜外观或将 3D 
透视添加到图像。

【注】“变形”效果将更改视频的形状，但不会实际移动视频。若要将视频移到不同位置，请使用“变换”效果。

调整“变形”效果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片段。

 2 若要访问“变形”控制，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从检视器左下角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变形”（或按下 Option-D）。

 • 按住 Control 键并在检视器中点按，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变形”。

 3 若要使用屏幕控制调整效果：

 • 每个边角的蓝色控制柄：拖移这些控制柄可调整每个边角的位置，从而将 3D 透视添加到图像，方法是让其
中一些部分比其他部分更靠近您。

 • 每侧中间的蓝色控制柄：拖移这些控制柄可调整每边的位置。通过往与其边缘相同的方向拖移这些控制柄 
（相对于拖向或拖离中心），可以创建倾斜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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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窗口内的任意位置：拖移到窗口内的任意位置，可调整其位置。

Drag each corner 
to set its position.

Drag the center handles 
to set a side’s position.

 4 若要使用“视频”检查器逐个调整每个边角，请使用“变形”控制。

 5 完成效果调整且不再需要屏幕控制时，请点按“完成”。 

您可以将效果制作成动画并将其显示在背景上。有关使用内建效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07 页使用内建效果。

使用内建效果
下面将介绍内建效果的使用方式。

关闭或还原效果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含该效果的片段。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关闭效果但保留其设置：在“视频”检查器中点按使用的效果（“变换”、“裁剪”或“变形”）旁边的蓝色

复选框。

您可以再次点按该复选框以重新打开该效果，以便比较片段有无该效果的差别。

Move the pointer to this 
area and click Show to 

see an effect’s settings.

Click a checkbox to turn 
an effect on or off.

Click an effect’s icon to show 
or hide its onscreen controls.

Click an effect’s Reset 
button to return its settings 
to their default values.

 • 若要将该效果的所有值都恢复为默认状态：点按还原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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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在视频动画编辑器中关闭效果：通过选取“片段”>“显示视频动画”（或按下 Control-V），打开视频动
画编辑器，然后点按要关闭的效果旁边的复选框。

Click an effect’s checkbox 
to turn the effect on or off.

将内建效果制作成动画

使用关键帧可让效果设置随视频播放而变化。这适用于所有内建效果，但 Ken Burns 效果除外。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片段。

 2 从检视器左下角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要制作成动画的效果。

对于本示例，选取“变换”（或按下 Shift-T）。

 3 将时间线的播放头放在片段开始处。

 4 调整该效果的屏幕控制以设定开始位置。

 5 点按检视器上部的“添加关键帧”按钮。

Click the Add Keyframe 
button to add the first 
keyframe to the animation.

 6 将播放头移到片段结束处。

 7 调整该效果的控制以设定结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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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自动添加关键帧。此外，对于“变换”效果，将出现显示图像路径的线。

Click the Left Arrow 
button to jump back 
to the first keyframe.

Click Done when you 
are finished creating 

the animation.

The red line shows the 
path of the image’s center.

 8 若要完成，请点按检视器右上角的“完成”。

播放片段时，视频将在关键帧之间平滑移动，从而创建动画效果。通过将播放头移到新位置和更改效果控制，

可以实际添加多个关键帧。有关使用关键帧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27 页视频动画概述。

平滑位置关键帧

通过将单个关键帧设定为平滑，可在检视器中修改片段路径的形状。这将添加一组贝塞尔控制柄，可让您创建

错综复杂的形状，而且可实现对片段移动方式进行更多控制。通过将关键帧设定为线性，还可移除用于创建它

们的曲线和控制柄。

 1 在检视器中，选择应用了关键帧的片段。 

若要了解如何在片段中添加关键帧，请参阅上面的“将内建效果制作成动画”。

 2 点按“变换”按钮以显示位置关键帧。

 3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任何单个关键帧，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一个选项：

 • 若要将关键帧转换为平滑关键帧：选取“平滑”。

贝塞尔控制柄会出现，而您可以拖移这些控制柄来控制路径的曲线形状。

 • 若要将关键帧转换为角点：选取“线性”。

贝塞尔控制柄将从关键帧中移除，而关键帧将成为角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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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变换”效果动画路径

变换动画具有可用于微调动画路径的附加关键帧控制。若要显示这些控制，首先需要创建简单的三角效果。

The Add Keyframe button 
changes to a Delete Keyframe 
button when you are 
positioned on a keyframe. The center keyframe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片段，然后将播放头放在开始处。

 2 从检视器左下角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变换”（或按下 Shift-T），然后拖移屏幕控制，以减少图像大小并将其放
在左上角。

 3 点按“添加关键帧”按钮。

 4 将时间线播放头移到片段中间。

 5 使用变换屏幕工具将图像移到右上角。

这将自动添加关键帧，且显示的红线将显示此时的动画路径。

 6 将时间线播放头移到片段结束处。

 7 使用变换屏幕工具将图像移到底部中间。

这将自动添加关键帧，且红线将延伸到此新点。

 8 若要在关键帧之间跳转，请点按红线沿线的白色方块。

第一个关键帧和最后一个关键帧具有白色箭头。

默认情况下，红线表示平滑路径（由其弯曲形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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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若要控制路径曲线，请点按开始或中间关键帧并拖移曲线控制柄。

Drag these handles 
on a middle keyframe to 
adjust the path’s curve.

The starting keyframe

The ending keyframe

 10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关键帧，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一个选项：

 • 线性：用于出入该关键帧的直接未弯曲路径。

 • 平滑：用于出入该关键帧的弯曲路径，从而提供更自然的移动。

 • 删除点：用于删除该关键帧。

 • 锁定点：用于防止调整该关键帧。设定后，将更改为“解锁点”。

 • 停用点：用于忽略该关键帧，但将关键帧保留在该位置，以防您稍后想要使用它。设定后，将更改为“启用点”。

在背景中复合效果

通常，变换、修剪和变形效果会导致图像小于实际大小，其中将使用黑色填充空白区域。通过将变换过的片段放在

背景片段上（称为复合），可将黑色替换为背景。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将片段添加到时间线作为连接的片段，然后将效果添加到该片段。 

这会将片段放在主要故事情节片段上，从而自动成为该效果的背景。

A clip that’s composited 
over the primary storyline

The clip in the primary 
storyline that is the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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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如果片段已位于主要故事情节中，请将其拖移到主要故事情节上，从而将其放在要设为背景的片段上。

结果是复合图像。

The Transform and Trim effects 
were used to composite this 
image over the background.

有关处理连接的片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43 页添加故事情节。有关复合片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325 页复合概述。

添加和调整片段效果

片段效果概述
除了内建效果之外，Final Cut Pro 还包括各种可应用于项目的视频片段的视频效果。许多效果都将修改视频
的外观，从添加模糊或光晕到严重变形。部分效果会作为摄录机或时间码图形的叠层。还有一个效果可用于将

一个视频片段抠像到另一个视频片段上。

Final Cut Pro 还包括众多可应用于项目音频片段的音频效果。许多效果都将修改音频的声音，从细微的回声
到严重的音高失真。

添加效果后，可以调整其参数。某些效果的调整量很小，但其他效果则提供完整集，从而让您可以在很大程度

上控制效果的外观。效果甚至可以制作成动画，其中设置将随片段播放而变化。

您可以将多个效果应用于片段，从而创建效果堆栈。但是，效果应用顺序会影响最终视频的外观。

此外，许多视频效果可在 Motion 中打开和更改，从而让您可以创建用于项目的专用版本。

将效果添加到项目
您可使用效果浏览器将效果添加到项目中的片段。

将效果添加到项目片段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片段，然后点按工具栏中的“效果”按钮。

 2 在效果浏览器中，选择一个效果，然后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以帮助选择：

 • 若要使用当前选定的时间线片段中的视频预览效果外观：将指针移到视频效果缩略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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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在更改效果的主控制时试听：按住 Option 键将指针移到视频效果缩略图上。

 • 若要过滤显示的效果列表：在“效果浏览器”搜索栏中键入文本。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将效果拖移到要应用它的时间线片段。

 • 连按效果缩略图以将其应用于所选片段。

您现在可以调整效果。

在 Final Cut Pro 中调整效果
大多数效果都具有一个或多个参数可使用“视频”或“音频”检查器、检视器或视频动画编辑器或音频动画编

辑器进行调整。您还可以控制如何将效果应用于片段，即逐渐或即时。

在“视频”检查器和检视器中调整效果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含要调整的效果的片段。

 2 在“视频”检查器或“音频”检查器中找到该效果。

Click to turn the 
effect on and off.

Click to reset the 
effect’s adjustments.

在上述示例中，“删减”效果具有多个设置。许多效果含有显示在检视器中的调整（称为屏幕控制）。

【提示】对于音频效果，您可以点按“控制”按钮（效果名称右侧）以显示自定控制窗口。

Click to show the effect’s 
custom control window.

 3 选择效果参数并根据需要调整设置。

若要将效果值恢复为默认设置，可以点按效果的还原按钮 。

在视频动画编辑器中调整效果

许多效果参数都可在视频动画编辑器中调整。此外，您还可以将这些参数设定为淡入和淡出，从而让您可以逐

渐应用效果的设置。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含该视频效果的片段。

 2 选取“片段”>“显示视频动画”（或按下 Contro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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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在视频动画编辑器中将作为其中一个动画显示在片段上方。您可以点按其复选框以打开和关闭效果。具有

多个可调属性的效果还拥有弹出式菜单，让您可选取要显示和调整的属性。

Double-click 
effects with this 
icon to vertically 
expand them.

Choose a specific 
effect adjustment from 
this pop-up menu.

Click to turn the 
effect on and off.

 3 若要垂直展开效果的调整区域，请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特定效果调整（如果存在），然后连按它。

这仅适用于具有单个值的效果调整。如果可展开调整，则效果部分右侧将显示一个图标。

 4 若要让效果设置淡入和淡出片段，请拖移效果任一端的控制柄。

Drag the fade handles to 
gradually apply the effect.

Drag this line 
to adjust the 
selected value.

您还可以上下拖移水平线，以控制效果的选定设置（在上述示例中为“数量”）。这还将显示添加的任何关键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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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应用于片段的音频效果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含该音频效果的片段。

 2 选取“片段”>“显示音频动画”（或按下 Control-A）。

音频效果在音频动画编辑器中显示为其中一个动画。您可以点按其绿色复选框以打开和关闭效果。

更改片段效果顺序
您可以将多个片段效果应用于时间线片段。效果应用顺序会影响最终输出。例如，在“老化纸张”效果之前 
应用“假象”效果（默认情况下会将随机白色圆圈添加到视频）时，还会老化白色圆圈；而在“老化纸张”之后 
应用时，圆圈会保留白色。

您可以在“视频”检查器、“音频”检查器、视频动画编辑器或音频动画编辑器中轻松更改片段效果的顺序。

【注】您不能更改内建效果或颜色校正的顺序。

使用“视频”或“音频”检查器更改视频和音频片段效果顺序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应用了多个视频或音频片段效果的片段，然后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查看视频效果：打开“视频”检查器。

 • 若要查看音频效果：打开“音频”检查器。

 2 在“视频”检查器或“音频”检查器中，拖移效果以更改其顺序。

Built-in effects and color 
correction cannot be 
rearranged.

Drag clip effects to 
rearrange their order.

使用视频动画或音频动画编辑器更改视频和音频片段效果顺序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应用了多个视频或音频片段效果的片段，然后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查看视频效果：选取“片段”>“显示视频动画”（或按下 Control-V）。

 • 若要查看音频效果：选取“片段”>“显示音频动画”（或按下 Contr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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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视频动画编辑器或音频动画编辑器中，拖移效果以更改其顺序。

Built-in effects 
and color correction 
cannot be rearranged.

Drag clip effects to 
rearrange their order.

在片段之间拷贝效果和属性
Final Cut Pro 提供两种方式来在片段之间拷贝效果。“粘贴属性”命令可让您将所选片段属性拷贝到另一个 
片段，并提供单个效果、设置和关键帧的更多控制。“粘贴效果”命令可让您将某个片段的所有效果拷贝到另一

个片段，且是拷贝效果和属性的最快方法。

您还可以将一个参数的单个关键帧拷贝并粘贴到另一个参数。请参阅第 217 页拷贝和粘贴关键帧。

将所选片段属性拷贝到另一个片段

您可以将片段的属性从一个片段拷贝到另一个片段，如设置和效果。例如，您可以拷贝视频裁剪设置、音频声相

设置或您添加到片段的任何效果，包括任何关键帧调整。

“粘贴属性”功能允许您选择要应用的片段属性。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片段，然后选取“编辑”>“拷贝”（或者按下 Command-C）。

 2 选择要应用属性的片段，然后选取“编辑”>“粘贴属性”（或按下 Shift-Command-V）。

 3 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应用源片段中的所有视频属性或所有音频属性：选择“视频属性”或“音频属性”复选框。

 • 若要应用单个属性：选择与每个要应用的属性对应的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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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如果对源片段进行了任何关键帧调整，请从“关键帧”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保持时序”或“拉伸以适合”。如果 
选取“拉伸以适合”，Final Cut Pro 将按时间调整关键帧，以匹配目标片段的时间长度。

 5 点按“粘贴”。

将一个片段的所有效果拷贝到另一个片段

 1 在时间线中，选择要从中拷贝效果的片段，然后选取“编辑”>“拷贝”（或按下 Command-C）。

 2 选择要应用效果的片段，然后选取“编辑”>“粘贴效果”（或按下 Option-Command-V）。

源片段的所有效果及其设置都将应用到目标片段。有关单个属性的更多控制，请遵循“将所选片段属性拷贝到

另一个片段”中的说明。

拷贝和粘贴关键帧
您可以将一个参数的单个关键帧拷贝并粘贴到另一个参数。这让您可将特定效果（或效果的一部分）从一个片

段移到或复制到另一个片段。例如，您可以拷贝并粘贴动画颜色校正效果或音频滤音器调整。

您还可以在同一片段内将关键帧从一个参数移动或拷贝到另一个参数。例如，您可以拷贝万花筒效果的中心点

关键帧并将其粘贴到放射状模糊效果的中心点，以使两种效果都遵循相同的路径。

您甚至可以在单个参数内拷贝和粘贴关键帧，从而可让您创建重复模式，或者将动画从片段开头移到稍后的时

间点。

关键帧可从任何参数内拷贝，包括片段效果中的参数（如不透明度、位置和音频音量等），从效果浏览器中应 
用的效果中的参数（如高斯模糊或通道均衡器），甚至字幕的已发布参数。您可以选择的任何关键帧均可剪切、

拷贝和粘贴。

【注】某些参数的关键帧只能粘贴到类似参数。例如，您可以将音频音量关键帧从一个片段粘贴到另一个片段

的音量动画，但不能将这些关键帧粘贴到片段的不透明度动画。

关键帧始终从播放头或浏览条位置处开始粘贴，因此在选取“粘贴”命令前，必须选择特定参数。如果播放头或

浏览条当前未在所选片段上方，将不粘贴任何关键帧。

【注】粘贴的关键帧将替换已应用到目的位置参数且在粘贴的关键帧的时间范围内的任何关键帧。在此时间范

围外粘贴的关键帧不受影响。例如，如果您选择的不透明度关键帧范围为 5 秒，并将其粘贴到新片段的不透明
度设置，则从播放头或浏览条处开始的 5 秒范围内关键帧将被拷贝的关键帧所替换。该范围前后的任何关键帧
都保持不变。

将关键帧从一个片段拷贝或移动到另一个片段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包含要拷贝的关键帧的片段。

 2 若要显示要从中拷贝的特定参数，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显示视频动画编辑器：选取“片段”>“显示视频动画”（或按下 Control-V）。

 • 若要显示音频动画编辑器：选取“片段”>“显示音频动画”（或按下 Control-A）。

 3 连按包含要拷贝的关键帧的参数的图形。 

该图形将展开，显示沿曲线排列的关键帧。

【注】某些参数允许您选择关键帧而不展开图形。

 4 按住 Shift 键点按要拷贝的关键帧或围绕它们拖移选择矩形。

所选关键帧将以黄色高亮显示。

 5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复制关键帧：选取“编辑”>“关键帧”>“拷贝”（或按下 Option-Shift-C）。 

 • 若要移动关键帧：选取“编辑”>“关键帧”>“剪切”（或按下 Option-Shift-X）。

关键帧将拷贝到剪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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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选择要将关键帧粘贴到的片段，然后显示该片段的视频动画编辑器或音频动画编辑器。

 7 点按要将关键帧粘贴到的参数的名称或关键帧图形。 

选择后，图形将高亮显示。

 8 将播放头或浏览条定位到要新关键帧开始的帧上方。

 9 选取“编辑”>“关键帧”>“粘贴”（或按下 Option-Shift-V）。

关键帧将添加到所选参数。

将关键帧从一个参数拷贝或移动到另一个参数

 1 在视频动画编辑器或音频动画编辑器中，选择要拷贝的关键帧。 

按住 Shift 键点按来选择多个关键帧或围绕要选择的关键帧拖移选择矩形。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复制关键帧：选取“编辑”>“关键帧”>“拷贝”（或按下 Option-Shift-C）。 

 • 若要移动关键帧：选取“编辑”>“关键帧”>“剪切”（或按下 Option-Shift-X）。

 3 选择要将关键帧粘贴到的参数。 

如果打开“单独播放动画”，请点按参数弹出式菜单，然后选取要将关键帧拷贝或移动到的参数的图形。有关使

用“单独播放动画”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27 页使用关键帧调整视频效果。

【注】某些参数的关键帧只能粘贴到类似参数。例如，您可以将音频音量关键帧从一个片段粘贴到另一个片段

的音量动画，但不能将这些关键帧粘贴到片段的不透明度动画。

 4 将播放头或浏览条定位到要粘贴的关键帧开始的帧上。

 5 选取“编辑”>“关键帧”>“粘贴”（或按下 Option-Shift-V）。

关键帧将添加到所选参数。

关闭效果或从片段中移除效果
将效果应用于片段时，可以关闭效果（但保留其设置），或从片段中移除效果。

关闭片段效果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含该效果的片段。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片段”>“显示视频动画”（或按下 Control-V）以查看视频效果，或者选取“片段”>“显示音频动画” 
（或按下 Control-A）以查看音频效果，选择效果，然后点按其复选框。

 • 在“视频”检查器或“音频”检查器中选择效果，然后点按其蓝色复选框。

效果不再影响视频或音频。您可以再次点按复选框以重新打开效果，其中其设置仍不变。

从片段中移除效果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含该效果的片段。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片段”>“显示视频动画”（或按下 Control-V）以查看视频效果，或者选取“片段”>“显示音频动画”
以查看音频效果，选择效果，然后按下 Delete 键。

 • 在“视频”检查器或“音频”检查器中选择效果，然后按下 Delete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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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otion 中创建视频效果的专用版本
许多提供的视频效果都使用 Motion（旨在与 Final Cut Pro 配合使用的 Apple 应用程序）创建。您可以在 
Motion 中打开其中的任何效果，进行修改，然后将更改存储为显示在效果浏览器中的新效果。

【重要事项】以下步骤需要您在电脑上安装 Motion 5。

在 Motion 中修改视频效果
 1 点按工具栏中的“效果”按钮。

 2 在效果浏览器中，按住 Control 键点按要修改的效果，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在 Motion 中打开副本”。

Motion 将打开且效果项目将显示。

 3 修改效果项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Motion 帮助”位于 http://help.apple.com/motion。

 4 选取“文件”>“存储为”（或按下 Shift-Command-S），输入此新效果的名称（在 Motion 中称为“模板”），
将其分配给某个类别（或创建新类别），选取主题（如果需要），然后点按“发布”。

【注】如果选取“文件”>“存储”，将使用相同名称存储效果，只是会在名称结尾追加“副本”。

添加发生器

发生器概述
Final Cut Pro 包括众多称为发生器的视频片段，可针对各种用途用于项目。例如，您可以使用发生器添加以下
元素：

 • 占位符内容：如果项目缺少尚未拍摄或传送的内容，则可以添加占位符片段。占位符发生器可用于将含合适

剪影的片段添加到时间线中，以表示缺少的内容。请参阅第 219 页使用占位符。

 • 时间码计数器：您可以将生成的时间码片段添加到项目，以将时间码计数器叠加在部分或整个项目上。请参

阅第 220 页使用时间码计数器。

 • 形状片段：您可以从用于将图形元素添加到项目中的各种形状中选取。请参阅第 221 页使用形状。

 • 通用背景片段：Final Cut Pro 包括各种可在其上叠加字幕或抠像效果的静止和动画背景。请参阅
第 221 页使用背景。

所有发生器都作为片段添加到项目中，其中使用的是默认时间长度。更改时间长度和位置的方式与时间线中的

任何其他视频片段都相同。

【注】发生器片段不会显示在效果浏览器中。

使用占位符
生成的占位符适用于许多要使用某些内容填充项目中的空隙的情况，其中某些内容为最终内容将包括的内容提

供了线索。您可以配置占位符片段来表示各种标准镜头，如特写、组、宽镜头等等。

插入和配置占位符片段

 1 将时间线中的播放头拖移到要添加占位符片段的点。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编辑”>“插入发生器”>“占位符”（或按下 Option-Comman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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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点按工具栏中的“发生器”按钮，然后连按名为“占位符”的缩略图，打开发生器浏览器。

 3 在时间线中选择占位符片段。

 4 使用“发生器”检查器中的设置配置要表示的片段的镜头。

 5 选择“查看备注”以在检视器中添加文本区域，您可以在其中键入此片段的相关文本。

如果您喜欢使用空白片段填充时间线中的空隙，则可以插入空隙片段。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87 页在项目中
插入片段。

使用时间码计数器
发送项目供检查时，它可用于将时间码叠加在其上，从而更便于检查者在提供反馈时精确地指定部分。

插入和配置时间码计数器

 1 通过点按工具栏中的“发生器”按钮，打开发生器浏览器。

 2 将时间码发生器拖移到主要故事情节上。

通常，时间码发生器片段将放在项目的开始处，但您可以将其放在要显示的任何位置，然后调整其长度以匹配

项目的长度。

 3 在“发生器”检查器中配置时间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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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点按还原按钮  以将发生器恢复至默认设置。

使用形状
您可以将形状发生器配置为众多形状中的一个，如星形、菱形、箭头和心形。这些最常位于主要故事情节上方，

用于将图形元素添加到可制作成动画的项目。

插入和配置形状

 1 通过点按工具栏中的“发生器”按钮，打开发生器浏览器。

 2 将形状发生器拖移到主要故事情节上方，以便其位于要将形状显示在其上的视频片段上方。

默认形状是白色圆圈。

 3 从“发生器”检查器的“形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要使用的形状。

 4 设定形状的填充颜色、轮廓颜色和宽度以及阴影。

您可以点按还原按钮  以将发生器恢复至默认设置。

 5 若要更改形状的大小、位置和旋转，请使用变换或变形内建效果。

Use the Transform effect 
to change the size, position, 
and rotation of the shape.

使用这些效果还可以将形状制作成动画。例如，可以让箭头跨房间跟随一个人。

 6 若要将形状设为部分透明，请在时间线中选择它，然后在“视频”检查器中调整其不透明度设置。

使用背景
许多发生器都提供通用背景，在其上可放置内建效果、字幕、抠像和含 Alpha 通道的片段。某些背景是单色， 
而其他背景则是纹理，如木头或石头。部分发生器甚至具有动画移动，从而提供更有趣的背景。

插入和配置背景片段

 1 将时间线中的播放头拖移到要添加背景片段的点。

 2 通过点按工具栏中的“发生器”按钮，打开发生器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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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发生器浏览器中，连按要使用的背景缩略图。

 4 在时间线中选择背景片段。

 5 使用“发生器”检查器中的设置配置背景（如果适用）。

在 Motion 中创建发生器的专用版本
许多发生器都使用 Motion（旨在与 Final Cut Pro 配合使用的 Apple 应用程序）创建。若要进一步自定发 
生器，则可以在 Motion 打开它们，进行修改，然后将更改存储为显示在发生器浏览器中的新文件。

【重要事项】以下步骤需要您在电脑上安装 Motion 5。

在 Motion 中修改发生器或背景
 1 通过点按工具栏中的“发生器”按钮，打开发生器浏览器。

 2 在发生器浏览器中，按住 Control 键点按一个缩略图，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在 Motion 中打开副本”。

Motion 将打开且片段项目将显示。

 3 修改片段项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Motion 帮助”位于 http://help.apple.com/motion。

 4 选取“文件”>“存储为”（或按下 Shift-Command-S），输入此新发生器的名称，然后点按“存储”。

【注】如果选取“文件”>“存储”，将使用相同名称存储发生器，只是会在名称结尾追加“副本”。

关于主题
Final Cut Pro 包括按主题分组的一系列发生器、转场和标题。每个主题中的发生器、转场和标题都使用相关的
形状和颜色，因此每个主题的视觉样式都独一无二。

主题名称，例如“方框”、“漫画书”或“纪录片”，表明了主题所使用的元素，或者可将某个主题用于其中的项目

类型。每个主题可能包含多个视频发生器、视频转场和标题。

若要访问“主题浏览器”，请点按工具栏中的“主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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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视频发生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9 页发生器概述。

有关视频转场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86 页转场概述。

有关标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93 页字幕概述。

使用屏幕控制

屏幕控制概述
许多效果、转场和其他项目都使用在检视器中叠加在视频上的屏幕控制，以更便于调整各种参数。在许多情况下，

这些屏幕控制都复制检查器中的控制，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控制是唯一的且提供了调整特定参数的唯一方法。

控制可以是定义鱼眼效果中心那样简单，也可以是定义晕影更复杂的直径、宽度和位置。

本部分重点讲解片段效果和转场中的屏幕控制类型。屏幕控制还可用于 Final Cut Pro 的其他区域，包括：

 • 内建效果：屏幕控制广泛用于所有内建效果。请参阅第 200 页内建效果概述。

 • 色度抠像：配置色键时，可使用专用屏幕控制。请参阅第 311 页使用色度抠像。

 • 颜色校正：颜色校正可包含用于创建颜色遮罩和形状遮罩的屏幕控制。请参阅第 331 页手动颜色校正概述。

显示或隐藏屏幕控制
当选择转场时，转场的屏幕控制会出现。当选择效果时，或将播放头放在时间线中应用了视频效果的片段或标题

上时，片段效果的屏幕控制会出现。您也可以显示或隐藏屏幕控制。

【注】在时间线中播放片段时，屏幕控制始终处于隐藏状态。

显示或隐藏转场的屏幕控制

 m 若要显示转场的屏幕控制：在时间线中选择转场。

 m 若要隐藏转场的屏幕控制：在时间线中取消选择转场。

显示或隐藏片段效果的屏幕控制

 m 若要显示效果的屏幕控制：请将播放头放在含该效果的片段上，或在时间线中选择含有该效果的片段，然后在视

频动画编辑器或“视频”检查器中选择该效果。

 m 若要隐藏效果的屏幕控制：在时间线中取消选择含该效果的片段，或者在视频动画编辑器或“视频”检查器中取

消选择该效果。

【注】如果一个片段包含多个使用屏幕控制的效果，那么当将播放头放在片段上时，只有最上面效果的屏幕控制

会出现。

屏幕控制示例
下面是在处理片段效果和转场时可能使用的几个屏幕控制的示例。许多其他片段效果和转场都使用这些相同或

类似的控制。这些示例旨在提供有关使用屏幕控制的通用信息。

查看这些示例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 这些示例假设您熟悉如何将片段效果应用于时间线中的片段。

 • 您可以将多个片段效果应用于同一片段，但在这些示例中，最好将每个片段效果都应用于不同的时间线片段，

或先移除片段效果再应用其他效果。

 • 这些示例还假定您熟悉如何将转场添加到时间线中的编辑点。

 • 大多数效果和转场在“视频”检查器或“转场”检查器中都具有附加调整。

示例：使用屏幕控制应用“删减”效果

 1 打开效果浏览器并将“删减”效果拖移到时间线中的一个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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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若要调整效果的屏幕控制，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定位效果：拖移中圆。

 • 若要设定效果的大小：拖移外圆。

Drag this center circle to 
position the effect.

Drag this circle to 
set the effect’s size.

示例：使用屏幕控制应用“水滴”效果

 1 打开效果浏览器并将“水滴”效果拖移到时间线中的一个片段。

 2 若要调整效果的屏幕控制，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定位效果：拖移中圆。

 • 若要设定效果的外部界限：拖移外圆。

 • 若要设定效果的内部界限：拖移内圆。

 • 若要设定效果的整体大小：拖移内圆和外圆之间的任何区域。指针位于此区域时，将显示阴影区域。

Drag this center circle 
to position the effect.

Drag any area between the 
circles (becomes shaded) 
to set the overall effect size.

Drag the inner circle to 
set the inner boundary.

Drag the outer circle to 
set the outer boundary.

示例：使用屏幕控制应用“棱柱”效果

 1 打开效果浏览器并将“棱柱”效果拖移到时间线中的一个片段。

 2 若要调整效果的方向，请拖移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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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效果没有中心设置，因此不能拖移中圆。

Drag the arrow to set 
the effect’s direction.

This center circle cannot 
be dragged since the effect 

has no center setting.

示例：使用屏幕控制应用“擦痕”效果

 1 打开效果浏览器并将“擦痕”效果拖移到时间线中的一个片段。

 2 若要调整效果的屏幕控制，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定位效果：拖移中圆。

 • 若要设定效果的方向：拖移旋转控制柄。

Drag this handle to rotate 
the effect’s direction.

Drag the center circle to set 
the effect’s start position.

示例：使用屏幕控制应用“中心”转场

 1 打开转场浏览器并将“中心”转场拖移到时间线中的一个编辑点。

 2 若要调整转场的屏幕控制，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定位转场：拖移中圆。

 • 若要设定转场的方向：拖移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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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设定转场的边框宽度（此处为柔和度）：将外部控制柄拖向或拖离中圆。

Drag this arrow to set the 
transition’s direction.

Drag this center circle to 
position the transition.

Drag this handle to set 
the border width (softness 

amount in this case).

示例：使用屏幕控制应用“星形”转场

 1 打开转场浏览器并将“星形”转场拖移到时间线中的一个编辑点。

 2 若要调整转场的屏幕控制，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定位转场：拖移中圆。

 • 若要设定星形上的点数：拖移较长的控制柄。

 • 若要旋转星形：拖移较短的控制柄。

Drag this center circle to set 
the transition’s position.

Drag this handle to set the 
number of points on the star.

Drag this handle to rotate 
the star transition.

示例：使用屏幕控制应用“缩放和平移”转场

 1 打开转场浏览器并将“缩放和平移”转场拖移到时间线中的一个编辑点。

 2 若要调整转场的屏幕控制，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设定转场的开始点：拖移绿色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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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设定转场的结束点：拖移红色圆圈。

Drag the red circle 
to set the end point.

Drag the green circle 
to set the start point.

使用视频动画编辑器

视频动画概述
在 Final Cut Pro 中，可以随时间推移创建简单视频更改，如在影片开始处将视频从不可见渐变为可见。或者，
也可以随时间推移对视频效果、转场、运动路径等的许多单个参数进行高级和精确的调整。

在 Final Cut Pro 中，可使用视频动画编辑器中的关键帧和渐变控制柄随时间推移更改效果。

关键帧一词来自动画行业中的传统工作流程，此工作流程仅绘制动画序列中的几个重要（关键）的帧来绘制角

色随时间变化而运动的草图。关键帧一经确定，中间画画家将画出两个关键帧之间的所有帧。

在 Final Cut Pro 中，您可以在特定时间（由关键帧表示）将参数设定为特定值，而 Final Cut Pro 相当于一位
自动且实时的中间画家，计算出关键帧之间的所有值。例如，若要激活参数（如旋转或缩放设置），需要至少在

片段中创建两个关键帧。Final Cut Pro 会算出两个关键帧之间的设置值，从而在设置更改时创建平滑运动。

您可以在 Final Cut Pro 中设定视频和音频效果的关键帧以及将其制作成动画，包括单个效果参数和片段 
属性。若要了解有关设定音频关键帧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71 页使用关键帧调整音频效果。

使用关键帧调整视频效果
将关键帧放置在片段中的特定点处以更改这些点处的参数值。 

例如，如果您想要项目中的某个片段渐变为黑色，可以在两个不同时间设定两个不透明度关键帧：一个的值为 
100（完全可见），另一个的值为 0（完全透明）。Final Cut Pro 会内插介于 100 和 0 之间的值，从而创建到黑
色的平滑渐变。

您可以在时间线或“视频”检查器中设定关键帧。若要在时间线中查看关键帧，需要针对该片段显示视频动画

编辑器。

附加关键帧控制显示有 Final Cut Pro 内建效果。请参阅第 207 页使用内建效果。

有关音频片段的关键帧的信息，请参阅第 171 页使用关键帧调整音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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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关键帧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片段，然后选取“片段”>“显示视频动画”（或按下 Control-V）。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时间线中的片段，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显示视频动画”。 

位于视频动画编辑器中的每个效果都具有单独的关键帧添加区域。

一些效果具有多个参数，可让您分别将关键帧添加到各个参数。它们显示在视频动画编辑器中时效果名称旁边

具有一个三角形，而显示在“视频”检查器中时将作为附加参数控制。

 2 在视频动画编辑器或“视频”检查器的“效果”部分中，选择要添加关键帧的效果。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在视频动画编辑器中查看展开的参数：点按三角形以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单个参数，或者选取“全部”

以针对所有参数添加关键帧。

 • 若要在“视频”检查器中查看展开的参数：将指针定位在效果上时，点按“显示”。

 4 对于每个效果，都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视频动画编辑器中：按住 Option 键点按（或按下 Option-K）水平效果控制中要添加关键帧的点。

用于选取的参数的关键帧将显示为白色菱形，而用于其他效果参数的关键帧显示为灰色。

Keyframe for the 
selected parameter

选取查看视频动画编辑器中的所有参数时，所有参数的关键帧都显示为白色菱形。双菱形表示在该点添加了

用于多个参数的关键帧。

Double diam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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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视频”检查器中：将时间线中的播放头放在要添加关键帧的点，然后点按“关键帧”按钮（或按下 
Option-K）。

添加关键帧后，“关键帧”按钮将变为黄色，表示播放头当前位于此关键帧。

Keyframe button

移动时间线中的播放头时，箭头将显示在“视频”检查器中“关键帧”按钮的旁边，指示播放头的哪一侧具有

关键帧。若要转到上一个关键帧，请点按左箭头或按下 Option-分号键 (;)。若要转到下一个关键帧，请点按
右箭头或按下 Option-撇号键 (‘)。

Arrows

 5 根据需要添加关键帧。

【提示】添加一个关键帧之后，可通过在时间线中移动播放头并在“视频”检查器中调整效果参数值，自动添加

另一个关键帧。

自动在所选区域上添加关键帧

如果某个效果显示在视频动画编辑器中时含显示按钮，则可以使用选择工具或范围选择工具在所选区域上自动

添加关键帧。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片段，然后选取“片段”>“显示视频动画”（或按下 Control-V）。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片段，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显示视频动画”。 

 2 选择一个效果，然后点按显示按钮以在视频动画编辑器中展开它。

Disclosure button

 3 在时间线中，从工具栏的“工具”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选择”或“范围选择”（或按下 A 键选取“选择”，或 R 键
选取“范围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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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视频动画编辑器中拖过要调整效果的区域。

【提示】若要取消选择范围，请点按时间线背景上的任何位置。

 5 通过向上或向下拖移效果的水平控制，调整范围内的效果。

关键帧将自动沿范围内的调整点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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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视频动画编辑器中调整关键帧

您可以在视频动画编辑器中向左或向右移动关键帧。如果效果显示有显示按钮，则可以展开效果视图并上移或

下移关键帧，以更改参数值。

 1 选择一个关键帧。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更改其时间位置，请向左或向右拖移关键帧。

拖移时，将显示时间码值。

Drag the keyframe 
left or right.

 • 如果效果显示有显示按钮，请点按该按钮（或连按效果）以展开它。

Disclosure button

效果展开后，即可向上或向下拖移关键帧，以更改效果的参数值。

Drag the keyframe up or down.

67% resize factor



 第 9 章：添加转场、字幕、效果和发生器 232

若要添加其他关键帧，请按住 Option 键点按（或按下 Option-K）效果控制中要添加关键帧的点。若要添
加关键帧并同时更改效果的参数值，请按住 Option 键点按，同时向上或向下拖移效果控制。

如果某个效果显示在视频动画编辑器中时含显示按钮，则还可以淡入或淡出视频效果，或更改关键帧之间效果

曲线的形状。

在“视频”检查器中调整关键帧

对于许多效果，可使用“视频”检查器调整单个关键帧的参数值。

移动时间线中的播放头时，箭头将显示在“视频”检查器中“关键帧”按钮的旁边，指示播放头的哪一侧具有关

键帧。若要转到上一个关键帧，请点按左箭头或按下 Option-分号键 (;)。若要转到下一个关键帧，请点按右箭
头或按下 Option-撇号键 (‘)。

Arrows

 1 选择一个关键帧或将播放头定位在关键帧上，然后在“视频”检查器中调整参数值。

 2 若要在下一个关键帧中调整值，请转到下一个关键帧并再次调整该值。

删除关键帧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在视频动画编辑器中选择一个关键帧，然后按下 Option-Shift-Delete。

 m 导航到“视频”检查器中的一个关键帧，然后点按“关键帧”按钮。

After navigating to 
a keyframe, click the 
Keyframe button to 
delete the keyframe.

在视频动画编辑器中一次仅查看一个效果

您可以折叠视频动画编辑器以一次仅查看一个效果。如果将多个效果应用于片段且要节省屏幕空间，这将很 
有用。

 1 选取“片段”>“单独播放动画”（或按下 Control-Shift-V）。

 2 在视频动画编辑器中，点按显示的效果名称旁边的三角形，以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效果。

【注】打开“单独播放动画”时，不能从视频动画编辑器中删除效果。

若要关闭“单独播放动画”，请选取“片段”>“单独播放动画”（或按下 Control-Shift-V）。

隐藏片段的视频动画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在时间线中选择片段，然后选取“片段”>“隐藏视频动画”（或按下 Control-V）。

 m 点按视频动画编辑器左上角的关闭按钮 。

 m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时间线中的片段，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隐藏视频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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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关键帧群组
您可以采用许多方法来修改关键帧，以创建简单或复杂的动画。除了上节中介绍的修改单个关键帧之外，您还可

以修改关键帧群组、效果曲线（关键帧之间的线段）或者给定参数的整组关键帧，并且可以采用极高精度进行所

有此类更改。

选择和修改多个关键帧

 1 若要在视频动画编辑器、音频动画编辑器或者直接在片段主体中（对于音量关键帧）选择多个关键帧，请执行以
下一项操作：

 • 按住 Shift 键点按多个关键帧。

这将选择所有中间关键帧。您不能选择不相邻关键帧。

 • 围绕要选择的关键帧拖移选择矩形。 

【注】在视频动画编辑器或音频动画编辑器中，您可以使用选择工具或范围选择工具拖移来选择一个范围。

若要选择显示在片段主体中一系列关键帧（如音频关键帧），您必须使用范围选择工具。

 2 若要修改所选关键帧，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将群组移到其他时间位置：水平拖移任何单个关键帧。

 • 若要更改所有关键帧的值：垂直拖移任何单个关键帧。

拖移时关键帧值保持相互相关；但是，如果您径直拖到图形的顶部或底部来“展平”曲线，关键帧值将保持该

展平状态，其中所有关键帧共享同个值。

 • 若要将相对值增加 1：按下 Option-上箭头键。

 • 若要将相对值减少 1：按下 Option-下箭头键。

 • 若要将两个关键帧在时间上朝前移动 1 帧：按下逗号键 (,)。

 • 若要将两个关键帧在时间上朝后移动 1 帧：按下句点键 (.)。

【提示】通过选择两个关键帧之间的线段，然后执行上述任意步骤，也可以同时修改任何两个关键帧。

调整曲线上的所有关键帧

 m 在视频动画编辑器、音频动画编辑器或者直接在片段主体中（对于音量关键帧），按住 Command 键和 
Option 键，然后向上或向下拖移关键帧或曲线。

所有关键帧的调整量都相同，从而保留曲线的原始形状。但是，如果您径直拖到图形的顶部或底部来“展平” 
曲线，关键帧值将保持该展平状态，其中所有关键帧共享同个值。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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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您还可以在不同的属性或不同的片段之间拷贝特定关键帧。请参阅第 217 页拷贝和粘贴关键帧。

使用渐变控制柄或关键帧动画调整效果曲线
视频动画编辑器中的部分效果包括渐变控制柄，您可以使用它来调整效果淡入或淡出的时间。例如，您可以使

用渐变控制柄来调整不透明度效果淡入的时间，其从黑画面渐变增强的时间以及渐变至黑画面的时间。

您还可以上移或下移关键帧，以创建效果参数的曲线并更改关键帧之间的曲线形状（插值）。

创建渐变或效果曲线将平滑转场，因此片段播放时效果变化将显得更自然。

使用渐变控制柄更改效果

 1 点按显示按钮以在视频动画编辑器中展开效果。

Disclosure button

【注】如果效果没有显示按钮，则它没有渐变控制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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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将渐变控制柄拖到片段中您想要渐变开始或结束的点。

片段开头的渐变控制柄将创建淡入，而片段结尾的渐变控制柄将创建淡出。

Fade-in Fade-out

使用关键帧更改效果 
 m 点按显示按钮以在视频动画编辑器中展开效果，并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Disclosure button

【注】如果效果没有显示按钮，则不能上移或下移关键帧。

 • 若要添加关键帧：按住 Option 键点按（或按下 Option-K）效果控制中要添加关键帧的点。

【提示】若要添加关键帧并同时更改效果的参数值，请按住 Option 键点按，同时向上或向下拖移效果控制。

 • 若要更改特定关键帧的效果参数值：选择关键帧并向上或向下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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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若要使用更大精度调整值，请按住 Command 键向上或向下拖移关键帧。

Drag the keyframe up or down.

更改关键帧之间的曲线形状（插值）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在关键帧之间按住 Command 键水平拖移线条以创建曲线。

 m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关键帧之间的线条，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一个曲线选项。

 • 线性：在整个渐变时间长度上保持变化的固定速率。

 • 减弱：加速和减速渐变，中点设定在开头值和结尾值之间。

 • 加速：从开头值开始很快，然后缓慢移到结尾值。

 • 减速：从开头值开始很慢，然后迅速移到结尾值。

【注】您可以仅更改视频效果的关键帧之间的曲线形状。仅对于音频音量，您才能更改使用渐变控制柄（而非

关键帧）创建的渐变的曲线形状。请参阅第 155 页使音频淡入或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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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复合片段进行片段分组

复合片段概述
在 Final Cut Pro 中，可以创建复合片段，从而对时间线或浏览器中任意组合的片段进行分组并将片段嵌套在其
他片段内。 

复合片段可包含视频和音频片段组件、片段和其他复合片段。实际上，每个复合片段都可被视为小型项目，具有自

己的独特项目属性。复合片段与其他片段相似：您可以将它们添加到项目、进行修剪、重新定时以及给它们添加效

果和转场。图标将显示在浏览器和时间线中的复合片段上。 

Compound clip 
icon for a clip 
in the Browser

Compound clip 
icon for a clip 
in the Timeline

复合片段具有许多用途。您可以：

 • 通过针对每个主要部分创建单独复合片段，简化复杂项目。

 • 将一个视频片段与一个或多个音频片段同步，然后将这些片段组合为复合片段，以避免意外将其设为不同步。

 • 打开任何片段，在时间线中编辑其内容，然后关闭它。 

 • 根据浏览器排序顺序快速创建包含事件中的片段的复合片段。

 • 使用复合片段创建设置与主要项目的设置不同的项目部分。

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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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如何使用复合片段简化时间线中的项目：

Selected clips in the Timeline 

New compound clip

复合片段具有以下特征：

 • 您可以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创建复合片段。 

 • 时间线中的每个复合片段在浏览器中都具有“父”复合片段。

Browser clips

Project 3Project 1

Child clip Child clips Child clip

Project 2

Parent compound clip

 • 编辑任何复合片段的内容时，事实上是从浏览器编辑父复合片段。所有子片段都将继承对复合片段所做的任

何更改。例如，如果从父复合片段的内容中删除某个字幕片段，则将从所有子片段中删除该字幕片段。

您可以从现有复合片段创建独立复合片段。例如，您可能具有 TV 或播客系列的标准字幕序列的复合片段。
您可以为每个剧集创建复合片段的唯一（独立）实例，且不影响字幕序列的其他实例。

您也可以创建整个项目的快照。项目快照是自包含的备份版本，它包括复合或多机位父片段。将项目复制为

快照将制作复合或多机位父片段的副本并将其嵌入项目中，以便对片段的其他实例所做的任何更改均不影响

快照。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5 页复制项目和片段。

【注】Final Cut Pro X 中的复合片段提供了 Final Cut Pro 7 中嵌套序列功能的所有功能，且灵活性和易用性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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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分解复合片段
您可以根据时间线或浏览器中的现有片段创建复合片段，也可以在浏览器中创建新的空复合片段，然后将片段

添加到其中（在时间线中）。您还可以在时间线中将复合片段分解为其组成部分，以便不再进行项目分组。

根据现有片段创建复合片段

 1 在时间线或浏览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

选定片段可以是连续或不连续片段、复合片段、主要故事情节片段或连接的片段的任意组合。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新建复合片段”（或按下 Option-G）。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选择，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新建复合片段”。

【注】在时间线中添加复合片段或根据时间线中的现有片段创建复合片段时，可在浏览器中的父复合片段和时 
间线中的子复合片段之间创建直接的活跃关系。如果浏览器中尚不存在父片段，Final Cut Pro 将自动创建一个。
编辑复合片段的内容时（例如，通过在复合片段中修剪片段或将效果添加到片段中），事实上是在编辑该复合片

段的所有实例，包括浏览器中的父复合片段。

片段在复合片段中的分组方式取决于片段选择位置：

 • 如果在事件中选择片段：Final Cut Pro 在事件中创建新复合片段（除了所选片段之外）并将所选片段的重 
复项水平放在新复合片段中，其中采用选择顺序。（有关在浏览器中创建复合片段的其他说明，请参阅下面

的“创建空复合片段”。）

Selected clips in the Browser

New compound clip

Compound 
clip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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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在时间线中选择片段：Final Cut Pro 将所选片段放在新复合片段中，其中布局与时间线中的完全相同。
新复合片段将继承当前时间线的帧尺寸和帧速率。

Selected clips in the Timeline 

New compound clip

Compound 
clip contents

从现有复合片段创建独立复合片段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复合片段。

 2 选取“片段”>“引用新的父片段”。

Final Cut Pro 会在浏览器中创建新的父复合片段。此命令将断开时间线中所选复合片段及其原始父复合片段 
（以及原始父片段在所有项目中的任何子片段）之间的关系。 

【注】您还可以在步骤 1 中选择多个片段，而 Final Cut Pro 将制作一个或多个父片段，具体取决于现有父片
段参考。

创建空复合片段

您可以创建新的空复合片段，然后将片段添加到其中。每个复合片段都可被视为小型项目，具有自己的独特项目

属性。

 1 在资源库中，选择要添加复合片段的事件。

 2 选取“文件”>“新建复合片段”。

在显示的窗口中，在“名称”栏中键入复合片段的名称。

 3 点按“使用自定设置”以进一步自定复合片段的设置。

【注】Final Cut Pro 默认情况下显示“自动设置”，但将记住您上次使用的设置，因此可能无需执行此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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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默认情况下，Final Cut Pro 会将“起始时间码”栏设定为所选片段中最低的时间码值。如果您想要复合片段的
时间码以不同值开始，请在“起始时间码”栏中键入该起始时间码。

 5 若要调整视频、音频和渲染设置，请点按“自定”。除非要创建的复合片段具有特定要求，最好选择“根据第一个
视频片段自动设定”和“使用默认设置”。

 6 点按“好”。

新复合片段将显示在事件中。

在时间线中编辑标准片段的内容

您可以编辑标准片段的内容。

 m 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选择一个片段，然后选取“片段”>“在时间线中打开”。

时间线将显示片段的内容。大多数标准片段都包括视频组件和/或音频组件。您不能编辑这些音频和视频组件
的内容。

您可以将媒体添加到此片段的内容（通过将片段添加到此时间线）。若要关闭此片段，请在时间线历史记录中向

上导航一层。

【注】由于 Final Cut Pro 中的编辑是非破坏性编辑，因此对标准或复合片段的内容所做的任何更改都不会
影响对应的源媒体文件，后者在电脑硬盘上保持不变。有关媒体文件和片段之间的差异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20 页媒体文件和片段。

将片段项分开

您可以分解复合片段或标准片段，以将其内容转换为时间线中的单个片段。

 m 在时间线中选择复合片段或标准片段，然后选取“片段”>“将片段项分开”（或按下 Shift-Command-G）。

Final Cut Pro 会将时间线中选择的片段替换为组成片段的单独项目。

如果选择复合片段，其内容将复原为组成复合片段的原始片段。但是，父复合片段保留在浏览器中。

如果所选片段是标准片段，则内容在时间线中显示为单个片段。大多数标准片段都包括视频组件和/或音频 
组件。音频将显示为连接的片段。

管理复合片段
多种方式可用于管理和编辑复合片段。例如，可以在单独时间线中打开复合片段（和编辑其组成部分）。您可以

轻松向上和向下导航一系列复合片段层。此外，您也可以在事件中打开和编辑复合片段。

【注】编辑复合片段的内容时（例如，通过在复合片段中修剪片段或将效果添加到片段中），事实上是在编辑该

复合片段的所有实例，包括浏览器中的父复合片段。在所有项目中，所有子片段都将继承对复合片段的内部部分

所做的任何更改。这些更改可包括添加或删除的片段、修剪调整、以及视频或音频效果（如颜色校正）、片段速

度重新定时等。例如，如果从父复合片段中删除字幕片段，则将从所有子复合片段中删除该字幕片段。

打开复合片段以供编辑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在时间线或浏览器中选择一个复合片段，然后选取“片段”>“在时间线中打开”。

 m 连按时间线或浏览器中复合片段的视频部分。

 m 点按时间线中复合片段左上角的复合片段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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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片段将在新时间线视图中打开，其内容可供编辑。

Compound clip in a project in the Timeline

Compound clip opened in a new Timeline view

Project Compound clip

Project

【注】由于 Final Cut Pro 中的编辑是非破坏性编辑，因此对标准或复合片段的内容所做的任何更改都不会
影响对应的源媒体文件，后者在电脑硬盘上保持不变。有关媒体文件和片段之间的差异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20 页媒体文件和片段。

使用菜单命令和键盘快捷键导航复合片段层

您可以向上或向下导航复合片段的一层或多层。

 m 若要向前移动（向下一层）：请选取“显示”>“时间线历史记录前进”，或按下 Command–右方括号键 (])。

 m 若要向后移动（向上一层）：请选取“显示”>“时间线历史记录后退”，或按下 Command–左方括号键 ([)。

使用箭头按钮导航复合片段层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点按时间线左上角的左箭头和右箭头。

 m 点按并按住时间线左上角的右箭头或左箭头，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层。

左箭头实际上将关闭当前复合片段并打开其父项，其中顶层是包含复合片段的项目或事件。如果无历史记录可

供导航，则左箭头和右箭头都将变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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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复合片段的所有内容都显示在影片中。

编辑复合片段的内容时，Final Cut Pro 将使用暗灰色指明复合片段的边界，以及片段开始点左侧和片段结束点
右侧的交叉影线区域。

如果将片段添加到复合片段的内容，则任何扩展到暗灰区域的片段的任何部分都不会显示在项目中。

Any clips in the dark gray, 
cross-hatched area do not 
appear in your final movie.

若要让新片段素材显示在项目中，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以给新素材腾出空间：

 m 减少复合片段内其他片段的总时间长度。例如，可修剪复合片段内的一个或多个片段。

 m 关闭复合片段以向上导航一层，然后在时间线中延长父片段（复合片段的“外壳”）的总时间长度。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07 页修剪概述。

添加故事情节
故事情节是连接到主要故事情节的片段序列。它们将连接的片段的便利性与主要故事情节的精确编辑功能相

结合。

您可以将故事情节用于与连接的片段相同的目的（如创建切换镜头、复合字幕和其他图形以及添加声音效果和

音乐）。 

故事情节的独特优势是可以在时间线中其他片段的上下文中编辑连接的片段的序列。例如，可以将交叉叠化 
转场添加到故事情节中的一系列叠加字幕，然后将字幕的时序调整为与主要故事情节中的片段匹配。与连接 
的片段类似，故事情节也可以同时包含视频和音频，或者可以仅包含视频或仅包含音频。有关连接的片段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第 89 页连接片段以添加切换镜头、字幕和同步的声音效果。

Storyline

Audio-only storylinePrimary story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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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使用编辑主要故事情节的相同方法来编辑故事情节。您可以：

 • 添加片段：将片段拖到故事情节以添加它们，或者使用标准的追加、插入、替换和覆盖命令。

 • 添加转场、字幕、效果和发生器：将效果添加到故事情节，方法是拖移它们或使用任意标准命令和键盘快捷键。

【注】将转场应用于连接到主要故事情节的片段时，将自动为该片段创建故事情节。

 • 修剪片段：使用故事情节中的任意标准修剪编辑，包括波纹、卷动、滑移和滑动。通过输入时间码值，还可以在

故事情节内修剪或移动片段。

 • 创建拆分编辑：在单个片段中设置单独的视频和音频开始点和结束点，以在故事情节中创建拆分编辑（L 剪切
和 J 剪切）。

创建或分解故事情节

您可以根据现有连接的片段快速创建故事情节。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两个或多个连接的片段。

 2 选取“片段”>“创建故事情节”（或按下 Command-G）。

一个灰色边框会出现在片段周围，指示故事情节。

The gray border 
indicates a storyline.

【注】如果原始连接的片段不是连续的，Final Cut Pro 将插入空隙片段，以填充片段之间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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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按住 G 键将片段拖到连接的片段，以便其边缘互相接触，也可以创建故事情节：

Hold down the G key as you 
drag a clip to a connected clip.

 3 若要将故事情节转换回其组成片段，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择故事情节（通过点按灰色边框），然后选取“片段”>“将片段项分开”（或按下 Shift-Command-G）。 

 • 将故事情节拖到主要故事情节中。

选择和移动故事情节

您可以像标准片段或复合片段那样选择或移动整个故事情节。它们具有连接的片段的连接属性。

 m 若要选择整个故事情节：点按故事情节的灰色边框。

 m 若要通过拖移移动故事情节：点按故事情节的灰色边框，然后将其向左或向右拖移，以将其连接到主要故事情

节上的不同点。

Drag the storyline left or right.

 m 若要使用时间码值或键盘快捷键移动故事情节：使用用于标准片段的相同技术。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02 页在时间线中排列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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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精确度编辑器微调编辑
您可以使用精确度编辑器微调时间线中两个片段之间的编辑点，其中提供了编辑点任一侧的片段及每个片段的

未用部分的展开视图。您可以单独或一起修剪或延长一个片段的结束点和下一个片段的开始点。进行更改时，

可以即时看到编辑将如何影响从一个片段到下一个片段的剪切或转场。

在时间线中修剪编辑点时，可以在检视器中看到“二联”显示窗口。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20 页显示详细的
修剪反馈。

使用精确度编辑器调整片段之间的编辑点

 1 从工具栏的“工具”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选择工具  或修剪工具 ，然后在时间线中连按要修剪的编辑点。

Double-click the edit point 
you want to trim.

这将显示精确度编辑器，其中显示出镜头和入镜头的展开视图。编辑点由精确度编辑器中间的垂直线表示。 
出片段及其前面的片段将显示在故事情节顶部。入片段及其后面的片段将显示在底部。

编辑线右侧和左侧的片段变暗部分是可供修剪的媒体未用部分（称为媒体余量）。您可以浏览这些区域，以查看

和回放媒体，这有助于决定修剪位置。

Outgoing clip end point Edit line Skimmer

Incoming clip start pointEdit line ha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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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若要调整编辑点，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通过向左或向右拖移控制柄，移动精确度编辑器中间的编辑线。

Drag the edit line 
handle left or right.

移动整条编辑线将执行卷动式编辑。

 • 拖移出片段的结束点或入片段的开始点。这将执行波纹式编辑。

【注】您可以按媒体余量可用的程度拖移编辑线或单个编辑点。将片段往任一方向延长到其最大长度时， 
片段边缘都将变为红色。

Drag the end point of the 
outgoing clip or the start 
point of the incoming c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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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浏览并点按任意点的出片段或入片段。 

Click either clip at any point.

片段的编辑点将调整到您点按的帧。这等同于波纹式编辑。

The clip’s edit point moves 
to the frame you click.

您还可以输入时间码值，以数值方式调整编辑点。如果选择出片段的结束点或入片段的开始点，将执行波纹

式编辑。否则，将执行卷动式编辑。

 3 若要导航到其他编辑点，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直接转到编辑点：点按其他编辑点。

 • 若要转到下一个或上一个编辑点：按下上箭头键或下箭头键。

 4 若要关闭精确度编辑器，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连按当前编辑点，或者按下 Esc (Escape) 键。

 • 点按时间线右下角的“关闭精确度编辑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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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拆分编辑
Final Cut Pro 让您可以在单个片段中设定单独的视频和音频开始点和结束点。这些编辑称为拆分编辑，可用
于许多不同情况，如对话场景、在访问中剪切到说明性的 B-roll 素材或从一个场景转场到另一场景。

 您可以使用拆分编辑在剪切到该镜头或场景的视频之前引入新镜头或场景的声音。相反，您可以使用拆分编 
辑在后续镜头中延长镜头音频。例如，您可以从一人讲话的片段剪切到一人在听的视频，而第一个片段中的音频

继续。

拆分编辑技术将产生音频向左或向右延长的 L 形和 J 形片段。这些称为 L 剪切和 J 剪切。

【注】只要在项目中使用拆分编辑，就建议您选取“显示”>“展开音频/视频片段”>“对于拆分”（以便菜单项
旁边显示勾号）。此设置向您提供了所有拆分编辑的最准确显示。 

通过拖移创建拆分编辑

若要创建拆分编辑，请将一个片段的音频延长到相邻片段上。在本例中，男人特写中的音频将延长到女人特写

上，以创建 J 剪切。

 1 按想要的影片中显示顺序将片段添加到时间线中。

 2 若要显示要编辑的片段的单独音频，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时间线中，选择要扩展其音频的片段，然后选取“片段”>“展开音频/视频”（或按下 Control-S）。

 • 连按片段的音频波形。

片段的音频和视频部分将显示为可单独更改的离散组件。它们仍处于连接状态且将保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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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向右拖移片段视频部分的开始点（左边缘），以便有效地使用波纹式编辑修剪它。 

以下示例显示了要向右拖移的男人特写的视频开始点。

这将创建 J 形拆分编辑，其中音频的开始点与上一个片段重叠。

 4 若要完成拆分编辑，请显示上一个片段的单独音频，然后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向左拖移上一个片段的结束点，以便两个音频片段不再重叠。

 • 调整任一片段的音频（渐变）电平，以便音频重叠听起来自然。 

 5 如果您想要关闭单独音频视图以“整理”受影响的片段，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显示”>“折叠所有片段”。

 • 在时间线中选择片段，然后选取“片段”>“折叠音频/视频”（或按下 Contr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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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连按片段的音频波形。

回放此部分的时间线时，将在视频剪切到其特写之前听到男人开始讲话。这样，就可以使用拆分编辑创建从一

个镜头到下一个镜头的无缝编辑。

使用键盘快捷键创建拆分编辑

您可以使用键盘快捷键快速创建拆分编辑。在本例中，男人特写中的音频将延长到女人特写上，以创建 J 剪切。

 1 确认两个相邻片段具有足够媒体余量。如果没有，修剪片段（较短）以创建媒体余量。

 2 若要展开两个相邻片段（显示单独音频），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时间线中，选择要扩展其音频的片段，然后选取“片段”>“展开音频/视频”（或按下 Control-S）。

 • 连按片段的音频波形。

 3 将播放头移到两个片段之间的编辑点。 

Playhead at edit point

若要确保播放头放置正确，请使用键盘快捷键：

 • 若要将播放头移到上一个编辑点：按下分号键 (;) 或上箭头键。

 • 若要将播放头移到下一个编辑点：按下撇号键 (‘) 或下箭头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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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选择音频编辑点的两侧：按下 Shift-反斜杠键 (\)。

 • 若要选择视频编辑点的两侧：按下反斜杠键 (\)。

Selected audio edit point

 5 若要卷动音频编辑点或视频编辑点，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向左或向右挪动编辑点：分别按下逗号键 (,) 或句点键 (.)。

 • 若要向左或向右挪动编辑点 10 帧：分别按下 Shift-逗号键 (,) 或 Shift-句点键 (.)。

 • 若要使用时间码添加或减去当前编辑：按下时间码时间长度后面的加号键 (+) 或减号键 (–)，然后按下 
Return 键。

键入时，时间码输入栏（含蓝色编号）将显示在工具栏的 Dashboard 中。有关输入时间码值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第 126 页使用时间码导航。

Original edit pointShifted edit point

回放此部分的时间线时，将在视频剪切到其特写之前听到男人开始讲话。这样，就可以使用拆分编辑创建从一

个镜头到下一个镜头的无缝编辑。

进行三点编辑

三点编辑概述
三点编辑让您可以在浏览器和时间线中使用开始点和结束点，指定片段的时间长度以及其在时间线中的位置。三

点编辑的名称源自仅需三个编辑点即可确定要使用的源片段部分以及该片段在时间线中的位置。Final Cut Pro 
将自动插入第四个编辑点。编辑结果取决于在浏览器和时间线中设定的三个点：两个开始点和一个结束点或一个

开始点和两个结束点。

您可以将三点编辑与以下类型的编辑配合使用： 

 • 插入

 • 连接

 • 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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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编辑类型中，还可以执行反向时序三点编辑，其中结束点（而不是开始点）将与浏览器或时间线中的浏览

条或播放头位置对齐。您还可以进行两点编辑，其中开始点和结束点根据浏览条位置和片段时间长度推算。

若要进行三点编辑，务必了解如何进行选择以及如何使用浏览条和播放头。有关进行选择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81 页选择一个范围和第 79 页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有关浏览条和播放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67 页回放
和浏览概述。

基本三点编辑具有三个阶段：

阶段 1：在浏览器中设定源选择编辑点
指定要放在时间线中的片段部分。为此，请设定开始点和结束点。如果要仅在浏览器中设定开始点，请将浏览条

（或播放头）放在要编辑开始的点。在这种情况下，结束点由在时间线中设定的开始点和结束点或片段的结束

点确定。您还可以在浏览器中选择多个片段，则其总源媒体时间长度将确定开始点和结束点。

阶段 2：在时间线的故事情节中设定编辑点
通过在主要故事情节或连接的故事情节中设定开始点和结束点，指定片段在时间线中的显示位置。如果在时

间线中同时设定了开始点和结束点，则这些编辑点确定编辑时间长度，而不管在浏览器中设定的时间长度。

如果未在时间线中设定开始点或结束点，则 Final Cut Pro 将浏览条位置用作编辑开始点。如果浏览条未
显示，Final Cut Pro 将使用播放头位置。

【重要事项】在几个例外中，三点编辑需要范围选择（而不是片段选择）。

阶段 3：将源片段或选择添加到时间线
选取插入、连接或覆盖。

【重要事项】时间线开始点和结束点始终优先于在浏览器中设定的开始点和结束点。这表示，如果在时间线中

同时设定了开始点和结束点，则时间线开始点和结束点确定编辑的时间长度，而不管浏览器中的开始点和结束

点。这让您可以将编辑限制为时间线的特定部分。

进行三点编辑时，需要谨记几个关键事项。

设定的编辑点 结果

 • 浏览器中的源选择开始点和结束点

 • 时间线中的目的开始点

浏览器中源选择的开始点将与时间线中的目的开始点对齐，且编辑时间长度由浏览

器中的源选择开始点和结束点确定。

 • 浏览器中的源选择开始点

 • 时间线中的目的开始点和结束点

浏览器中源选择的开始点将与时间线中的目的开始点对齐，且编辑时间长度由时间

线中的目的开始点和结束点确定。

【注】此编辑需要时间线中的范围选择。您可以使用范围选择工具  或 I 键和 O 
键实现此目的。有关进行范围选择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81 页选择一个范围。

 • 浏览器中的源选择开始点和结束点

 • 时间线中的目的结束点

浏览器中源选择的结束点将与时间线中的目的结束点对齐，且编辑时间长度由浏览

器中的源选择开始点和结束点确定。

这称为“反向时序”编辑。当您想要确定片段在项目中的特定点结束时，请使用此 
方法。 

 • 浏览器中的源选择结束点

 • 时间线中的目的开始点和结束点

浏览器中源选择的结束点将与时间线中的目的结束点对齐，且编辑时间长度由时间

线中的目的开始点和结束点确定。

这称为“反向时序”编辑。当您想要确定片段在项目中的特定点结束时，请使用此 
方法。 

【注】此编辑需要时间线中的范围选择。您可以使用范围选择工具  或 I 键和 O 
键实现此目的。有关进行范围选择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81 页选择一个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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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编辑示例
在 Final Cut Pro 中，您可以使用在浏览器和时间线中设定的三个（或有时两个）编辑点的组合进行精确编辑。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52 页三点编辑概述。

下面是进行三点编辑的几个方法示例。

示例：进行三点编辑

执行三点编辑的最简单方法是在浏览器中指定源选择的开始点和结束点，然后通过在时间线中定位浏览条 
（或播放头）来在项目中指定目的开始点。

 1 在浏览器中设定源选择的开始点和结束点。

Start point End point

 2 在时间线中，将浏览条（或播放头，如果浏览条未显示）定位在项目中要片段开始的位置（目的开始点）。

Position the skimmer at the 
location in the project where 

you want the clip to start.

 3 若要使用覆盖编辑将源选择添加到项目，请按下 D 键。

The new clip starts where 
the skimmer was positioned.

介于开始点和结束点的源选择部分将显示在时间线中，从浏览条位置开始。

通过仅定义三个点（浏览器中的源选择开始点和结束点以及时间线中的目的开始点），即可完全控制编辑。

示例：进行反向时序三点编辑

通过在浏览器中定义源选择开始点和结束点和在时间线中定义目的结束点（而不是目的开始点），可进行三点

编辑。这称为反向时序片段。当您想要确定特定片段在项目中的特定点（如在音乐节拍上）结束时，可以使用此

方法。在产生的编辑中，浏览器选择中的媒体结束点将与在时间线中设定的结束点对齐，而源选择的其余部分

显示在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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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浏览器中设定源选择的开始点和结束点。

Start point End point

 2 在时间线中，定位浏览条（或播放头，如果浏览条未显示）在项目中要片段结束的位置。

Position the skimmer at 
the location where you 

want the clip to end.

 3 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使用连接编辑进行反向时序选择：按下 Shift-Q。

 • 若要使用覆盖编辑进行反向时序选择：按下 Shift-D。

您的源选择将编辑到项目，以便源选择中的媒体结束点与在时间线中指定的结束点对齐。

The new clip ends where the 
skimmer was positioned.

片段的其余部分已覆盖在浏览器中设定的源选择开始点和结束点定义的时间长度的结束点左侧的任何素材。

示例：对多个片段进行三点编辑

您可以一次对多个片段进行三点编辑。

 1 在浏览器中，选择两个或多个片段。（请勿在单个片段中选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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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选择多个片段的信息，请参阅第 79 页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

Three clips are selected 
to be placed in the storyline. 
No range selection is set.

 2 在时间线中，通过将浏览条定位在项目中要片段或片段组开始的位置，定义目的开始点。

Position the skimmer at the 
location where you want the 
group of clips to begin.

 3 若要使用覆盖编辑将所选片段添加到项目，请按下 D 键。

The new group of clips 
begins where the skimmer 
was positioned.

The playhead moves to the 
end of the new clips.

在浏览器中选择的整组片段均已编辑到项目中。

【注】片段将按选择顺序添加。

由于使用的是覆盖编辑，因此对于浏览器片段的时间长度，在浏览器中选择的片段将覆盖已在项目中的任何片

段项目。

您还可以在时间线中进行涉及多个片段的三点编辑。若要在时间线中选择跨多个片段的范围，请使用范围选择

工具  或 I 键和 O 键。有关范围选择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81 页选择一个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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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进行两点编辑

您可以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不做任何选择的情况下进行编辑。这称为两点编辑。在这种情况下，Final Cut Pro 
将处理浏览器中从浏览条或播放头位置到片段结束点的当前片段，以及时间线中从浏览条或播放头位置往前的

项目。

您还可以进行反向时序两点编辑，其中 Final Cut Pro 将处理浏览器中的当前片段，以及时间线中从浏览条或
播放头位置往后的项目。 

在任一情况下，编辑时间长度均由浏览器中的浏览条或播放头位置和片段结束点确定。

 1 若要在浏览器中指定源选择开始点，请将浏览条或播放头移到要编辑开始的位置（但不进行任何选择）。

The Browser playhead 
position determines the 
source selection start point.

 2 若要在时间线中指定目的开始点，请将浏览条或播放头移到要编辑开始的位置（但不进行任何选择）。

The skimmer position in the Timeline 
is the destination start point.

 3 若要使用覆盖编辑将片段添加到项目，请按下 D 键。

新片段将从浏览条所在位置开始。

The new clip starts where 
the skimmer was positio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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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试演测试片段

试演概述
在 Final Cut Pro 中，您可以将相关片段整理为集合，称为试演，从中可选取一个要使用的片段。您可以创建由
不同片段组成的试演以尝试多个镜头，也可以创建由同一片段的多个版本组成的试演以预览不同的效果。

试演的连续画面将显示当前选定的片段，称为挑选项。试演中的所有其他片段称为备选项。您可以打开试演以

查看选定片段和备选项。

Alternate clips

Selected clip

试演让您可以保留备选编辑，而不影响时间线中的其他片段。未试演某个试演中的片段时，试演的运行方式与

单个片段类似。您可以修剪试演，在试演和其他片段之间应用转场，以及添加关键词和标记。您可以根据需要将

包含备选片段的试演保存任意长时间。

检查试演中的片段并确定最适合项目的片段后，即可最终确定试演，这将叠化它并将挑选项作为单个片段留在

时间线中。挑选项将保留试演在时间线中的位置以及应用于试演的所有关键词和标记。

【注】与片段一样，试演显示在浏览器和时间线中，左上角带有试演图标。

Icon for an audition 
in the Browser

Icon for an audition 
in the Tim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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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试演以测试片段
您可以在浏览器中创建试演，然后将其添加到时间线中，也可以直接在时间线中创建试演。在时间线中创建试

演时，可以对相关片段进行分组或对同一片段的多个版本进行分组（例如，测试多个效果处理或下部三分之一

字幕）。

Icon for an audition 
in the Browser

Icon for an audition 
in the Timeline

在浏览器中创建试演

 m 选择要包括在试演中的片段，然后选取“片段”>“试演”>“创建”（或按下 Command-Y）。

在时间线中创建试演

 m 若要使用相关片段创建试演：将片段或片段组从浏览器中拖到时间线中的片段上，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试演

选项。

选取“添加到试演”将创建将当前时间线片段用作挑选项的试演。选取“替换并添加到试演”会将当前拖移的片

段设为挑选项。

【重要事项】如果将转场应用于时间线中的当前片段且新试演的挑选项缺少转场的足够媒体，则将缩短或移除

转场。

 m 若要使用片段的复制版本创建试演，包括应用的效果：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片段，然后选取“片段”>“试演”> 
“复制为试演”。

创建的试演将包含选定片段以及包括应用于原始片段的任何效果的复制版本。

 m 若要使用片段原始版本的重复项创建试演，但不包括应用的效果：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片段，然后选取 
“片段”>“试演”>“从原件复制”（或按下 Shift-Command-Y）。

创建的试演将包含选定片段以及不包括任何应用的效果的复制版本。

 m 若要使用片段原始版本的复制项创建试演，并包括其他片段的效果和属性：请在时间线中选择含有要拷贝属性

的片段，然后选取“编辑”>“拷贝”（或按下 Command-C）。再选择要制作成试演的片段，并选取“片段”> 
“试演”>“复制并粘贴效果”（或按下 Option-Command-Y）。

创建的试演会包含选定片段以及包括拷贝自第一个片段的效果和属性的复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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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试演

创建试演后，即可轻松打开它并检查其内容。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取“片段”>“试演”>“打开”（或按下 Y 键）。

 m 点按“试演”图标。

Audition icon

这将显示“试演”窗口，您可以预览片段以选取挑选项。

分开试演

您可以分开试演以将其内容转换为时间线中的单个片段。

 m 在时间线中选择试演，然后选取“片段”>“将片段项分开”（或按下 Shift-Command-G）。

Final Cut Pro 会将时间线中的所选试演替换为组成试演的单个项目。

还可以分开复合片段、故事情节和标准片段。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39 页创建和分解复合片段和
第 243 页添加故事情节。

在试演中添加和移除片段
构建试演以测试不同片段或具有不同效果的片段的不同版本时，可以随时添加和移除片段。在浏览器和时间线

中，可以将新片段添加到试演，也可以复制试演中的片段。时间线中的试演包含要测试的片段时，可以使用试演

预览项目中的片段或效果。

在浏览器中将片段添加到试演

 m 若要在浏览器中将新片段添加到试演：选择试演和想要添加进去的片段，然后选取“片段”>“试演”>“创建” 
（或按下 Command-Y）。

Select the audition.
Select clips to add 
to the au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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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在浏览器的试演内复制片段：点按试演左上角的图标，以打开“试演”窗口，选择要复制的片段，然后点按 
“复制”。

Select the clip you 
want to duplicate, 
and click Duplicate.

所选片段的新版本将显示在“试演”窗口中。

在时间线中将新片段添加到试演

 m 若要将新片段添加到试演并将时间线中的当前片段保持为挑选项：将片段从浏览器中拖到时间线中的试演， 
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添加到试演”。

 m 若要将新片段添加到试演并将要添加的片段设为挑选项：将片段从浏览器中拖到时间线中的试演，然后从快捷

菜单中选取“替换并添加到试演”。

【重要事项】如果将转场应用于时间线中的当前片段且新试演的挑选项缺少转场的足够媒体，则将缩短或移除

转场。

 m 若要复制试演内的片段：点按试演左上角的“试演”图标，以打开“试演”窗口，选择要复制的片段，然后点按 
“复制”（或按下 Shift-Command-Y）。

Select the clip you 
want to duplicate, 
and click Duplicate.

所选片段的新版本将显示在“试演”窗口中。

 m 若要添加试演挑选原始版本的复制项，并包括其他片段的效果和属性：请在时间线中选择含有要拷贝属性的 
片段，然后选取“编辑”>“拷贝”（或按下 Command-C）。再选择试演，并选取“片段”>“试演”>“复制并粘 
贴效果”（或按下 Option-Command-Y）。

从试演中移除片段

 1 若要打开包含要移除的片段的试演，请点按试演左上角的图标。

 2 在“试演”窗口中，选择要移除的片段，然后按下 Delete 键。

片段将从试演中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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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试演测试项目中的片段
您可创建试演测试其中的片段，然后找到最适合项目的片段。尽管试演工作流程会因项目的不同而不同，但通用

流程相同。您可创建包含一组备选镜头、效果或文本处理的试演，然后通过将其设为挑选项选取最适合编辑的

片段。确定决策时，即可最终确定试演，以叠化它并将挑选项留在时间线中。

您可以测试试演内的片段并同时拼合试演，也可以将试演留在时间线中以向客户显示备选编辑，具体取决于工

作流程。

【注】您一次只能将试演命令用于一个选定的试演。例如，无法最终确定多个选定的试演。

在时间线中检查试演内的片段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包含要检查的片段的试演，然后通过选取“片段”>“试演”>“打开”（或按下 Y 键）打开它。

The clip under the spotlight 
in the center of the window 
is the pick.

 2 在“试演”窗口中，选择挑选项并按下空格键（或按下 Control-Command-Y）以播放它。

 3 若要在检视器中播放备选片段，请选择挑选项右侧或左侧的片段（或者按下右箭头键或左箭头键）。

The alternate becomes 
the new pick and plays 
back in the Viewer.

The star icon indicates 
the previous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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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若要快速移动和播放备选片段，请在时间线中选择关闭的试演，按下空格键，然后按下 Control-左箭
头键以播放当前挑选项左侧的片段，或者按下 Control-右箭头键播放右侧的片段。

 4 决定要使用的片段时，确定它已被高亮显示，然后点按“完成”。

 5 如果确定决定并想要最终确定试演，请选取“片段”>“试演”>“最终确定试演”（或按下 Option-Shift-Y）。

试演将叠化，从而将挑选项留在时间线中。选择作为挑选项的片段将保留分配给试演的任何关键词或标记。

在时间线的片段上测试多个效果

通过创建试演和将单个效果添加到同一片段的重复项，可以在时间线的片段上测试效果。此技术让您可以根据

时间线中试演前后的片段查看每种效果。 

 1 在时间线中，选择要用于测试不同效果的片段。

 2 选取“片段”>“试演”>“复制为试演”（或按下 Option-Y）。

 3 对于每个要试演的效果，重复步骤 2。

 4 若要打开“试演”窗口，点按试演左上角的图标（或按下 Y 键）。

 5 若要打开效果浏览器，请点按工具栏中的“效果”按钮（或按下 Command-5）。

 6 在“试演”窗口中，选择要应用效果的片段版本。

 7 在效果浏览器中，选择要测试的效果，让后将其拖到“试演”窗口中的片段。

Drag an effect from the 
Effects Browser to a clip 
in the Audition window.

 8 重复步骤 6 和 7，直至已应用所有要试演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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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通过选择挑选项右侧或左侧的片段，检查每种效果对时间线中片段的影响。

Click an alternate clip 
to play it in the Viewer.

【提示】若要快速移动和播放备选片段，请在按下 Control-左箭头键以播放当前挑选项左侧的片段，或者按下 
Control-右箭头键播放右侧的片段。

 10 决定要使用的效果时，请在“试演”窗口中选择带该效果的片段，然后点按“完成”。

 11 如果确定决定并想要最终确定试演，请选取“片段”>“试演”>“最终确定试演”（或按下 Option-Shift-Y）。

试演将叠化，从而将应用了选取效果的片段留在时间线中。

【提示】若要节省时间，可以让 Final Cut Pro 自动复制时间线中的片段，然后将效果应用于复制的片段，方法
是按住 Control 键将效果从效果浏览器中拖到时间线中的片段。通过按住 Option 键和 Control 键将效果从
效果浏览器拖到时间线中的试演，也可以将效果应用于试演中的每个片段。在这两种情况下，均必须开始从效

果浏览器拖移效果，然后在将效果添加到片段时按下这些键。

重新定时片段以创建速度效果

重新定时片段概述
您可以调整片段的速度设置以创建快动作或慢动作效果。您还可以倒转片段，倒回片段分段，将变速效果（也称

为速度变化）应用于片段选择，以及创建即时重放和跳切。默认情况下，Final Cut Pro 将保持任何速度调整的
音频音高，但可以关闭此功能以强调速度效果。

您不能将速度变化应用于 Final Cut Pro 中的静止图像、发生器、字幕和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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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片段速度
在 Final Cut Pro 中，您可以对片段进行匀速和变速变化，同时保留音频音高。 

【注】速度设置仅应用于选定片段的特定实例。它们不会应用于该片段位于磁盘上的源媒体文件。若要创建一

个应用了速度效果的媒体文件，请将片段导出为 QuickTime 影片。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48 页共享项目、
片段以及范围。

应用匀速变化

对范围选择或整个片段应用匀速变化会以均匀的百分比改变选择的回放速度。例如，对选择应用速度设置 
25% 将使整个选择以慢动作播放。 

匀速变化通常还会改变片段的时间长度。默认情况下，如果匀速变化导致片段的时间长度变长或变短，它之后

的所有片段将以波纹式前进或后退。如果将速度更改为 50%，片段长度将翻倍，而且后续片段将向右移动；
如果将速度更改为 200%，片段长度将减半，而且后续片段将向左波动。例如，如果将 5 秒长的片段设定为以 
50% 的速度回放，Final Cut Pro 会将帧添加到片段中，以使该片段变成 10 秒长，并以较慢的速度回放。如果
将片段的速度增加到 200%，Final Cut Pro 将移除帧且片段仅回放 2.5 秒。

Same clip with speed 
changed to 50 percent 
(now 10 seconds long)

5-second clip

 1 在时间线中，选择要更改速度的范围、整个片段或片段组。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应用预置速度设置：从工具栏中的“重新定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慢”或“快”（如下所示），然后从子

菜单中选取一个速度。

 • 若要应用手动速度设置：从“重新定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显示重新定时编辑器”（或按下  
Command-R），以在时间线的选择上方显示重新定时编辑器，然后拖移重新定时控制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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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向右拖移重新定时控制柄，所选内容的速度将降低，所选内容的时间长度将增加，而时间线选择上方的彩

条将变为橙色。

Drag the retiming handle 
to the right to create 
a slow-motion effect.

如果向左拖移重新定时控制柄，所选内容的速度将增加，所选内容的时间长度将减少，而时间线选择上方的彩

条将变为蓝色。

Drag the retiming handle 
to the left to create a 

fast-motion effect.

 • 若要应用自定速度设置：从“重新定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自定”，然后在打开的“自定速度”窗口中，选择一

个方向（向前或反向）并输入速率或时间长度。

应用匀速变化而不波动序列

您还可以创建不会导致下游片段波动的速度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您让片段减慢（通常会让片段变长），片段

将保留其当前长度，但将看到动作部分变短。例如，如果您将抛出并抓住足球的 5 秒镜头减慢至 50%，则将看到
球被抛出（缓慢），但由于动作长度现在翻倍，因此片段将在抓住球之前结束。

【注】 如果要减慢的片段右侧存在空隙，则将延长片段的时间长度来涵盖该空隙。

在片段加速时，片段的时间长度将缩短，而且空隙将填充更改后的片段和项目其余部分之间的空间。

 1 在时间线中，选择要更改速度的范围、整个片段或片段组。

 2 从工具栏的“重新定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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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选择一个方向（向前或反向），取消选择“波纹”复选框，然后在“速率”栏中键入一个百分比。

 4 按下 Return 键。 

速度效果将应用到片段，而项目的其余部分保持不变。

在重新定时片段中保留音频音高

默认情况下，Final Cut Pro 设定为保留已重新定时的片段的音频音高。但是，如果您想要通过音高随重新定时
调整变化来强调重新定时调整的效果，则可以关闭此功能。

 1 在时间线中，选择计划更改速度的范围、整个片段或片段组。

 2 从工具栏的“重新定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保持音高”。

命令名称左侧的勾号表明“保持音高”已打开。再次选取“保持音高”可将其关闭。

让片段速度与项目速度匹配

如果已使用摄像机应用速度效果，则源媒体的原生速度可能与时间线项目中片段其余部分的源媒体的原生速度

不匹配。但是，可以将具有不同原生速度的片段更改为与时间线中片段的其余部分匹配。

 1 在时间线中，选择要将速度更改为与项目中片段的其余部分匹配的片段。

 2 从工具栏的“重新定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自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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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视频质量预置让慢动作片段变平滑

若要让以慢动作回放的片段的可见运动变平滑，可以将帧融合或光流分析应用于重新定时片段。

 1 在时间线中，选择要更改视频质量的范围、整个片段或片段组。

 2 从工具栏的“重新定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视频质量设置。

 • 正常：默认设置。将复制帧，且不会将任何帧融合应用于慢动作片段。不要求渲染。

 • 帧融合：通过融合相邻帧的单个像素添加中间帧。相对于使用“正常”（复制）设置创建的慢动作片段，使用 
“帧融合”创建的慢动作片段似乎回放更平滑。需要渲染。

 • 光流：使用光流算法添加中间帧，其中将分析片段以确定像素的定向运动，然后根据光流分析绘制新帧部分。

仅分析项目中使用的片段部分（介于片段开始点和结束点的媒体）。需要渲染。

【注】片段中包含的运动越多，分析和渲染所需的时间就越长。

创建变速效果
除了匀速变化，您还可以创建变速效果，其中片段的回放速度将动态变化。例如，片段可能会以缓慢运动开始，

加速到快速运动，然后再次重新减速到常规速度。通过将一系列片段标识为速度分段，其中每个分段都具有自

己的匀速设置，可创建变速变化。速度分段可以设定为任何速度值（向前或反向），并且您可以在速度分段之间

创建突然位移或者逐渐转场（也称为跃立）。

【注】您不能在设定为前进速度的速度分段和设定为倒转速度的速度分段之间创建平滑转场，反之亦然。

应用预置变速变化

您可以应用会自动将片段分为多个速度分段的预置变速效果。

 1 在时间线中，选择要应用速度变化效果的片段内范围或整个片段。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降低速度：从工具栏的“重新定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速度变化”>“至 0%”。

 • 若要提高速度：从工具栏的“重新定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速度变化”>“自 0%”。

选择将分段为四个具有不同速度百分比的部分，从而创建变化效果。如果需要更高精度，则可以手动拖移四

个重新定时控制柄中的任何一个，以设定想要的速度。

Drag a retiming handle to 
modify the speed percentage 

of a speed ramp se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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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修改分段之间的转场，以控制每个分段转场到下一个分段的速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70 页在速
度分段之间添加转场。

更改速度分段的结束帧

您可以在时间线中更改速度分段的结束帧。

拖移速度分段的重新定时控制柄时，是调整分段的速度，而不是修剪它。“更改结束源帧”命令让您可以修剪分

段的结束点（结束帧）。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具有速度分段的片段。

 2 从工具栏的“重新定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显示重新定时编辑器”（或按下 Command-R）。

 3 在时间线的重新定时编辑器中连按两个速度分段之间的转场。

 4 在“速度转场”窗口中，点按“编辑”按钮。

一个连续画面图标将显示在速度分段的结束帧上。

 5 若要更改结束帧，请向左或向右拖移连续画面图标。

Filmstrip icon

拖移时，检视器将显示当前结束帧。

创建自定变速变化

您可以手动将某个片段分为多个分段，然后给每个分段分配其自己的速度设置。

 1 在时间线中，将播放头或浏览条放在要开始新速度分段的帧上。

 2 从工具栏的“重新定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切割速度”（或按下 Shift-B）。

重新定时编辑器将显示在片段上方（如果尚未显示），并且片段将分为两个速度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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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若要为新创建的分段设定速度，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连按其中一个速度分段上方的重新定时编辑器。接着，在“自定速度”窗口中，选择速率或时间长度并输入

速度百分比或时间长度，以设定新速度。点按“自定速度”窗口外部的任意位置以关闭它。

 • 在重新定时编辑器中拖移速度分段的右边缘，以更改分段的速度。

 4 若要创建并修改其他速度分段，请重复步骤 1 到 3。

您可以修改分段之间的转场，以创建从一个速度到另一个速度的平滑调整。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70 页在
速度分段之间添加转场。

在速度分段之间添加转场
将两个相邻速度分段设定为以不同速度播放时，可以控制回放速度之间的视频切换平滑度。分段之间没有转

场时，回放会突然从一个速度转变为另一个速度。通过在分段之间添加转场，您可以创建更平缓或更跃立的效

果。您还可以控制转场发生的速度。

在片段中应用将自动创建速度分段的效果时（如速度斜坡、即时重放和静止），将自动在新创建的分段之间添加

转场。转场在速度分段之间的边框任一侧均显示为阴影栏。

手动创建速度分段时，可以逐个添加速度转场，也可以一次将其添加到片段中的所有速度分段。

【注】您不能在向前播放分段和反向播放分段之间添加转场，反之亦然。

在片段的所有速度分段之间添加转场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具有速度分段的片段。

 2 从工具栏的“重新定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速度转场”，以便菜单项旁边显示勾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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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场将自动添加到速度分段之间的边界。

从片段的所有速度分段中移除转场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具有速度转场的片段。

 2 从工具栏的“重新定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速度转场”，以便移除勾号。

这将从片段的所有速度分段中移除速度转场。

移除单个速度转场

若要在片段中的某些速度分段之间添加转场，您必须在“重新定时”弹出式菜单中打开“速度转场”，然后移除

不想要的转场。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具有速度分段的片段。

 2 从工具栏的“重新定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速度转场”，以便菜单项旁边显示勾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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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转场将添加到片段中的所有速度分段。

 3 若要移除速度分段之间的转场，请在重新定时编辑器中连按输出速度分段的最后一帧。

 4 取消选择“速度转场”窗口中的“速度转场”复选框，然后点按窗口外部的任意位置以关闭它。

这将移除转场。

更改速度转场的时间长度 
应用速度转场后，可以更改其时间长度。转场越短，速度从一个值跃立另一个值的速度就越快。转场越长，跃立

就越慢。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具有速度转场的片段。

 2 如果重新定时编辑器未显示，请从“重新定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显示重新定时编辑器”（或按下 
Command-R）。

 3 在重新定时编辑器中拖移阴影栏的左边缘或右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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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转或倒回片段
除了更改片段的速度之外，还可以添加方向效果：

 • 倒转：倒转帧在片段中的顺序，以便先播放最后一个帧。

 • 倒回：将范围选择或片段的重复性作为分段追加，以 1x、2x 或 4x 速度倒回复制的分段，然后以前进运动和
正常速度再次播放原始片段分段。

倒转片段

 1 在时间线中，选择要倒转内容的片段或片段组。

 2 从工具栏的“重新定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倒转片段”。

箭头指向时间线中选择上方左侧的绿色条表示片段已倒转。

 3 如果您想要调整倒转片段的速度，请向左拖移重新定时控制柄以增加速度，或向右拖移以降低速度。

Reversed segment

Drag the retiming 
handle to change 
the speed of the 
reversed clip.

 4 若要查看倒转效果，请回放倒转片段或选择。

倒回范围选择或片段

 1 在时间线中，选择要倒回内容的范围、整个片段或片段组。

 2 从工具栏中的“重新定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倒转”（如下所示），然后从子菜单中选取一个速度。

选择将得到复制、添加到原始选择的结尾处，然后根据速度选项进行倒转。时间线选择的额外重复项跟随倒转

部分，并以前进运动和选择的原始速度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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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果您想要调整倒回部分或倒回部分前后的部分的速度，请向左拖移该部分的重新定时控制柄以增加速度， 
或向右拖移以降低速度。

Drag a retiming handle 
to change the speed.

 4 回放片段以检查倒回效果。

创建即时重放
您可以将即时重放应用到片段内的范围选择或整个片段。Final Cut Pro 会复制范围或片段，从而将复制的帧
追加到选择末尾，作为新分段。接着，可以修改新分段的速度，以实现正在寻求的即时重放效果。

创建即时重放

 1 在时间线中，选择要将其内容用于创建即时重放的范围或整个片段。

 2 从工具栏的“重新定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即时重放”。

范围或片段的重复项将追加到选择的结尾处，并以前进运动和选择的原始速度回放。（默认情况下，即时重放设

定为以 100% 速度回放。）

 3 如果您想要调整即时重放分段的速度，请向左拖移重新定时控制柄以增加速度，或向右拖移以降低速度。

Original clip
(now a segment)

Instant replay segment set to 
a manual slow-motion setting

Drag the retiming handle to 
change the speed of the 
instant replay segment.

 4 若要查看即时重放效果，请回放原始选择和即时重放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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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定帧处创建跳跃剪切
若要压缩长片段的时间而不快速播放片段，您可以创建跳跃剪切，以定期跳过特定数量的帧。例如，如果您拥有

某个人走过走廊的 10 秒钟的镜头，您可以每隔两秒创建跳跃剪切（各跳过 30 帧），以便动作以两倍时间完成，
而非仅播放全部 10 秒的镜头。

使用跳跃剪切加速片段

 1 在时间线中，选择要加速的片段，然后在要跳跃剪切的每个帧处添加标记。

 2 从工具栏的“重新定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在标记处跳跃剪切”（如下所示），然后从子菜单中选取一系列帧。

您可以跳过 3、5、10、20 或 30 帧。

创建保留分段
在 Final Cut Pro 中，您可以保持特定帧，以创建静止图像，从而临时停止屏幕运动。默认情况下，Final Cut  
Pro 会在浏览条或播放头位置添加 2 秒静止帧（称为保留分段），但可以随时更改保留分段的时间长度。

或者，可以在 Final Cut Pro 中创建单独的静帧片段。静帧和保留分段之间的一个关键差异就是保留分段仍属
于原始片段，且其时间长度可在片段内调整。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98 页创建静帧。

【重要事项】将保持分段添加到片段中将增加其时间长度。

创建静止图像保留分段

 1 在时间线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择具有要保留的帧的片段，然后将浏览条或播放头移到该帧。

 • 在时间线的片段内选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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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从工具栏的“重新定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保持”（或按下 Shift-H）。

如果选择了片段，2 秒保持分段将添加到位于浏览条或播放头位置的片段。

如果选择了范围，则将为该范围的时间长度创建保持分段。用作静止帧的帧是范围中的第一个（最左）帧。

 3 如果您想要调整保留分段的时间长度，请向右拖移分段的重新定时控制柄以增加时间长度，或向左拖移以减少
时间长度。

Drag the retiming handle 
to change the duration 
of the hold segment.

 4 若要查看保留分段的效果，请在时间线中回放片段。

还原重新定时片段以采用正常速度播放
您可以随时将范围选择或片段还原为以正常 (100%) 速度回放。还原速度会同时移除应用于选择的任何方向
效果和保持。

将范围或片段还原为以 100% 速度向前播放
 1 在时间线中，选择要还原为原始速度的范围、整个片段或片段组。

 2 从工具栏的“重新定时”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正常 100%”（或按下 Shift-N）。

符合帧尺寸和帧速率
Final Cut Pro 会自动管理项目设置。这表示您可以处理同一项目中多个具有不同帧尺寸（也称为分辨率）和帧
速率的媒体类型。将第一个视频片段添加到项目时，Final Cut Pro 将自动根据第一个片段的属性（或更准确地
说，根据片段的源媒体文件的属性），设定整个项目的格式、帧尺寸和帧速率。 

您可以随时修改项目设置，且可以逐个片段控制 Final Cut Pro 让单个片段的帧速率和帧尺寸与项目设置匹配
的方式。该部分的所有项目信息均适用于复合片段，可自行进行项目设定。

您可以将隔行扫描片段添加到逐行扫描（非隔行扫描）项目，也可以将逐行扫描片段添加到隔行扫描项目。若要

将隔行扫描片段添加到逐行扫描项目，请参阅下面的说明。Final Cut Pro 会自动接受隔行扫描项目中的逐行
扫描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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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多种格式和帧尺寸时，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 根据要与观众分享最终影片的方式选取视频和音频项目属性。例如，如果要编辑的项目含混合格式媒体且要

将其作为 1080p HD 分享，则应该将项目的视频属性设定为 1080p HD。

 • 如果不确定最终发布格式，您可以在创建项目之前做出的最重要决定是选取项目的帧速率。随时可轻松更改

项目的格式和帧尺寸，但更改帧速率会导致项目中的所有编辑点随时间推移而移动。

 • 如果片段与要用于分享项目的格式的视频和音频属性匹配，则先将此片段添加到项目。Final Cut Pro 将自
动创建匹配项目设置。由于稍后无需更改项目设置，因此将节省时间。

【提示】如果添加到项目的第一个片段是音频片段或静止图像片段，Final Cut Pro 将提示您选取项目的视频
属性。取消编辑，添加源媒体文件具有项目需要的视频属性的视频片段，然后将非视频片段添加到项目中。

选取符合帧尺寸的方法

您可以选取 Final Cut Pro 将片段的帧尺寸修改为与项目的帧尺寸设置匹配的方法。例如，可以让 
Final Cut Pro 将片段的帧尺寸更改为适合项目帧尺寸的最长尺寸，填充项目的整个帧（通常导致裁剪），或保
留片段的原始帧尺寸。

 1 将片段添加到时间线（帧尺寸与当前项目帧尺寸或分辨率设置不匹配）。

 2 在时间线中选择片段。

 3 若要打开“视频”检查器，请点按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如下所示），然后点按显示的面板顶部的“视频”
按钮。

 4 从“视频”检查器的“空间符合”部分的“类型”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符合帧尺寸的方法。

 • 适合：默认设置。让片段适合项目的帧尺寸设置，而不裁剪片段的视频。黑色条将显示在与项目帧尺寸（分辨

率）不匹配的帧的边上。如果是高清晰度 (HD) 项目中的标准清晰度 (SD) 片段，Final Cut Pro 将放大 SD 
片段，以适合 HD 项目的帧尺寸。如果是 SD 项目中的 HD 片段，Final Cut Pro 将缩小 HD 片段，以适合 
SD 项目的帧尺寸。

 • 填充：让片段的视频填充项目的帧尺寸。如果是 HD 项目中的 SD 片段，Final Cut Pro 将放大 SD 片段，
以适合 HD 项目的帧尺寸。裁剪将沿片段的较长尺寸进行，以允许较短尺寸填充屏幕。如果是 SD 项目中的 
HD 片段，Final Cut Pro 将缩小 HD 片段，以适合 SD 项目的帧尺寸。裁剪将沿片段的较短尺寸进行，以允
许较长尺寸填充屏幕。 

 • 无：保留片段的帧尺寸不变。如果片段的帧尺寸大于项目的帧尺寸，则片段将显示为已裁剪。如果片段的帧尺

寸小于项目的帧尺寸，则片段周围将显示黑色条。

选取符合帧速率的方法

片段的帧速率与项目的帧速率不同时，Final Cut Pro 将采用帧采样方法将片段的帧速率更改为与项目的帧速
率匹配。您可以选取 Final Cut Pro 用于修改片段帧速率的帧采样方法。选取的方法取决于消除视觉断断续续
和视觉假象对您的重要程度。

 1 将片段添加到时间线（帧速率与当前项目帧速率设置不匹配）。

 2 在时间线中选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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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若要打开“视频”检查器，请点按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如下所示），然后点按显示的面板顶部的“视频”
按钮。

 4 从“视频”检查器的“速率符合”部分的“帧采样”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符合帧速率的方法。

【注】如果选取片段的帧速率和项目帧速率的设置相同，则速率符合部分不会出现在“视频”检查器中。

 • 向下取整：默认设置。Final Cut Pro 在计算期间向下截短到最近整数，以将片段的帧速率与项目的帧速率 
匹配。

 • 近邻：Final Cut Pro 在计算期间四舍五入到最近整数，以将片段的帧速率与项目的帧速率匹配。“最近邻”
选项将减少假象，但存在视觉断断续续。需要渲染。

 • 帧融合：通过融合相邻帧的单个像素创建中间帧。相对于使用“向下取整”或“最近邻”设置创建的慢动作片

段，使用“帧融合”创建的慢动作片段似乎回放更平滑。此设置将减少视觉断断续续，但可能会看到一些视觉

假象。需要渲染。

 • 光流：一种使用光流算法在帧之间创建新入点的帧融合。Final Cut Pro 将分析片段以确定像素的定向运动，
然后根据光流分析绘制新帧部分。选取“光流”选项将减少视觉断断续续，且 Final Cut Pro 将花大量时间
来修复视觉假象。

将隔行扫描片段添加到非隔行扫描（逐行扫描）项目。

一些视频格式采用隔行扫描方法将一个视频帧分成两个输出场，每个输出场包括在不同时间扫描的交替变化奇

数和线条。 

如果您要将隔行扫描片段添加到逐行扫描项目，可以用 Final Cut Pro 将片段消除隔行，使其以最高分辨率进
行播放，避免出现与逐行扫描项目中的隔行扫描片段相关的交替变化的锯齿状线条。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浏览器中，选择您要添加到逐行扫描项目中的隔行扫描片段。

 • 在时间线中，选择您已经添加到逐行扫描项目中的隔行扫描片段。

 2 若要打开“信息”检查器，请点按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如下所示），然后点按出现的面板顶部的“信息” 
按钮。

 3 在“信息”检查器中，从“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设置视图”。

 4 选择“消除隔行”复选框。

【注】选择“消除隔行”设置会导致所选片段的帧速率加倍。例如，如果原始隔行扫描片段的帧速率为  
29.97 fps，消除隔行后，片段的帧速率将达到 59.94 fps。当您为项目选取视频和音频设置时，请记住这一点。

【提示】若要确认不存在交错的片段，您可以按下左箭头和右箭头按键，逐帧扫描时间线中的片段。

 5 若要在回放期间显示完整分辨率的帧图像，请从检视器右上角的“检视器选项”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较好质量”。

片段将进行回放，并发挥逐行扫描片段的功能。根据您电脑的特定配置，可能需要后台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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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变形素材

部分视频摄录机和录制设备使用宽屏幕 16:9 宽高比拍摄，但使用 4:3 宽高比录制数据。有时，指定 16:9 回放
视频文件的元数据标记丢失或设定错误。在 Final Cut Pro 中，您可以设定此标记，以便视频以宽屏幕 16:9 宽
高比正确播放。

【注】此选项仅适用于（且仅显示为）标准清晰度 (SD) 格式。

 1 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选择要调整变形设置的 SD 片段。

 2 若要打开“信息”检查器，请点按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如下所示），然后点按出现的面板顶部的“信息” 
按钮。

 3 从“信息”检查器底部的“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设置视图”。

 4 在“变形覆盖”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宽屏幕”。

片段现在以宽屏幕 16:9 宽高比回放和运行。

使用角色管理片段

角色概述
角色是分配给浏览器或时间线中的片段的元数据文本标签，可提供管理编辑工作流程的灵活且强大方法。您可

以在 Final Cut Pro 中使用角色整理事件和项目中的片段，控制时间线的外观，以及导出单独的视频或音频文件
（也称为媒体符干），供发布、音频混合或后期制作。

Selected role Clips assigned a selected  
role appear highlighted.

导入片段（视频、音频或静止图像）时，Final Cut Pro 将分析现有片段元数据，以将五个默认角色之一分配给每
个片段的视频和音频组件：“视频”、“字幕”、“对话”、“音乐”和“效果”。例如，如果源媒体文件具有 iTunes 
“风格”元数据标记，Final Cut Pro 会将“音乐”角色分配给产生的片段。Final Cut Pro 会将“视频”和“对
话”角色分配给既包含视频又包含音频的片段。

您可以将角色用于以下工作流程：

 • 重新分配角色：您可以在时间线索引、浏览器、“信息”检查器或“修改”菜单中查看和重新分配片段角色。 
请参阅第 280 页查看和重新分配角色。您还可以创建自定角色和子角色来进一步整理片段。 

 • 按角色查看片段：在时间线索引中，您可以按角色整理片段，打开或关闭角色，以及高亮显示或最小化片段

供在时间线中查看。例如，可以轻松标识所有对话片段并在与其他音频文件隔离的情况下回放它们。请参阅

第 285 页在时间线中按角色查看片段。

67% resize factor



 第 10 章：高级编辑 280

 • 导出媒体符干：您可以将角色导出作为组合多轨道 QuickTime 文件中的媒体符干，或作为单独的音频或视
频文件。在导出期间，可以针对音频通道分配单声道、立体声或环绕声输出。请参阅第 386 页“目的位置”偏
好设置。

查看和重新分配角色
在浏览器、时间线索引、“信息”检查器或“修改”菜单中，可以查看和更改分配给片段的角色。

使用角色时注意以下事项：

 • 每个片段都必须至少分配有一个角色（含音频和视频的片段始终具有一个音频角色和一个视频角色）。默认

情况下，给静止图像分配“视频”角色，但可以创建自定（静止图像）角色并将其分配给静止图像。

 • 视频角色不能分配给纯音频片段，而音频角色不能分配给纯视频片段。

 • 角色可以分配给片段的音频或视频组件，但不能分配给片段范围或片段部分。

 • 您可以在“信息”检查器中查看和重新分配音频组件的角色，当包含该音频组件的片段位于时间线中时，也可

以使用“修改”菜单查看和重新分配。

 • 您可以将不同的角色分配给片段的每个实例。例如，如果将浏览器中的片段添加到时间线，将拷贝事件之间

的片段，或拷贝时间线内的片段，其中每个片段实例（副本）都互相独立。

在浏览器中查看和重新分配角色

 1 在列表视图的浏览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

【注】如果“角色”栏在浏览器中不可见，请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栏标题，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角色”。

 2 在“角色”栏中，点按片段分配的角色，以查看列出可用角色的快捷菜单。

 3 若要更改所选片段的角色分配，请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其他角色。

在“信息”检查器中查看和重新分配角色

 1 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

 2 若要打开“信息”检查器，请点按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如下所示），然后点按出现的面板顶部的“信息”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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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信息”检查器中，点按“角色”弹出式菜单，以查看可用角色。

 4 若要更改所选片段的角色分配，请从“角色”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其他角色。

在时间线索引中查看和重新分配角色

 1 若要打开时间线索引，请点按 Final Cut Pro 主窗口左下角的“时间线索引”按钮（或按下  
Shift-Command-2）。

 2 若要打开“片段”面板，请点按时间线索引顶部的“片段”按钮。 

 3 如果“角色”栏在“片段”面板中不可见，请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栏标题，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角色”。

 4 在“片段”面板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

 5 若要更改所选片段的角色分配，请点按分配的角色，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其他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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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修改”菜单查看和重新分配角色

 1 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

 2 选取“修改”>“分配角色”，然后从子菜单中选取一个角色。

选取的角色旁边将显示一个勾号。

查看和重新分配音频组件的角色

 1 在时间线中选择片段，然后选取“片段”>“展开音频组件”（或按下 Control-Option-S）。

Audio components

 2 选择音频组件。

 3 若要更改所选组件的角色分配，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修改”>“分配角色”，然后从子菜单中选取一个角色。

选取的角色旁边将显示一个勾号。

 • 打开“信息”检查器，然后从“角色”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其他角色。

选取的角色旁边将显示一个勾号。

有关音频组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38 页关于音频通道和音频组件。

在复合片段中查看和重新分配角色

复合片段反映组成复合片段的原始片段的角色。您可以查看和重新分配复合片段内的片段的角色，但不能将角

色分配给复合片段本身。 

 1 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选择一个复合片段。

 2 若要查看分配的角色或将角色分配给复合片段内的每个片段，请使用以下方法：

 • 列表视图的浏览器中的“角色”栏：遵循上面“在浏览器中查看和重新分配角色”中的说明。

 • “信息”检查器中的“角色”弹出式菜单：遵循上面“在‘信息’检查器中查看和重新分配角色”中的说明。

 • 时间线索引的“片段”面板中的“角色”栏：遵循上面“在时间线索引中查看和重新分配角色”中的说明。

 • “分配角色”命令：遵循上面“使用‘修改’菜单查看和重新分配角色”中的说明。

将角色分配给复合片段（容器）时，该角色将分配给复合片段内的每个片段。如果您想要将不同角色分配给复合

片段内的特定片段，则可以打开复合片段以供编辑，然后将角色分配给复合片段内的单个片段。

有关复合片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37 页复合片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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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自定角色和子角色
除了五个默认角色（“视频”、“字幕”、“对话”、“音乐”和“效果”）之外，您还可以创建自定角色和子角色。

【重要事项】谨慎创建自定角色和子角色。自定角色（及其名称）不能编辑或从角色列表中移除。但是，可以随

时更改片段的角色分配。

创建自定角色

 1 若要打开角色编辑器，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修改”>“编辑角色”。

 • 在列表视图的浏览器或时间线索引的“片段”面板中，点按“角色”栏中的一个片段，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 
“编辑角色”。

 • 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选择片段后，打开“信息”检查器，然后从“角色”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辑角色”。

 2 从角色编辑器窗口左下角的“添加角色”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角色类型。

新角色显示在“角色”栏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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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键入新角色的名称。

创建新角色后，它将显示在角色列表中，以便将其分配给任何片段。

创建子角色

子角色让您可以在角色内整理角色；例如，您可以在“效果”角色内创建“拟音效果”子角色，或者在“字幕”角色

内创建“西班牙语子字幕”子角色。

 1 若要打开角色编辑器，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修改”>“编辑角色”。

 • 在列表视图的浏览器或时间线索引的“片段”面板中，点按“角色”栏中的一个片段，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 
“编辑角色”。

 • 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选择片段后，打开“信息”检查器，然后从“角色”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辑角色”。

 2 在“角色”栏中选择一个角色，然后点按“子角色”栏下方的“添加子角色”按钮（带加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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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键入子角色的名称。

新子角色将保留在“子角色”列表中，并在位于 Final Cut Pro 其他位置的角色列表中显示在其父角色下方。 
将子角色分配给时间线中的片段时，子角色还将显示在时间线索引中。

Subroles

在时间线中按角色查看片段
您可以使用时间线索引的“角色”面板在时间线中按角色查看和回放片段。

所有视频和音频片段都将按默认角色“视频”、“字幕”、“对话”、“音乐”或“效果”整理，或者按您创建的自定

角色或子角色整理。您可以关闭角色以暂停所有分配有这些角色的片段的回放。例如，您可以关闭“对话”之外

的所有角色，以仅回放对话片段，然后打开“音乐”角色，以随对话聆听影片声音轨道。

角色向您提供了在将片段导出为文件以供广播或音频后期制作前，整理和预览片段的强大方法。

【注】在时间线中打开或关闭角色不影响浏览器、时间线或检查器中的导出设置或片段设置。

打开或关闭角色

 1 在时间线索引中，点按“角色”按钮。

 2 在“角色”面板中，选择要打开的角色或子角色旁边的复选框。取消选择要关闭的角色或子角色旁边的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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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角色将在时间线中显示为彩色，而不活跃角色显示为灰色。如果关闭所有视频角色或所有音频角色，则音

频-视频片段的相应部分也将显示为灰色。

Clips assigned an active 
role appear in color.

Clips assigned an inactive 
role appear in gray.

Active roles

 3 若要按角色预览片段，请回放项目。 

仅回放分配有活跃角色的片段。

在时间线中高亮显示角色

 1 在时间线索引中，点按“角色”按钮。

 2 在“角色”面板中，点按要高亮显示的角色的名称。 

分配有此角色的片段在时间线中将高亮显示。这既包括活跃（彩色）片段，又包括不活跃（灰色）片段。

Selected role Clips assigned a selected  
role appear highlighted.

【提示】若要一次高亮显示多个角色，请按住 Shift 键点按以选择连续项目，以及按住 Command 键点按以
选择非连续项目。

按角色最小化片段

若要腾出更多空间以在时间线中查看和处理片段，可以最小化分配有特定角色的片段。最小化的片段在时间线

中将缩小。 

 1 在时间线索引中，点按“角色”按钮。

 2 在“角色”面板中，点按要最小化其片段的角色旁边的“最小化”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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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ize button Minimized clip

Roles that have 
been minimized

通过更改片段外观和高度，也可以自定时间线中的片段显示，且可以选取是按名称还是按角色查看片段。请参

阅第 123 页调整时间线设置。 

使用角色导出媒体符干
导出作品时，可以使用角色定义输出媒体文件的详细信息。传送文件以符合广播规格或传递媒体符干以供混合

或后期制作时，通常使用此过程。

您可以将角色导出为组合的多轨道 QuickTime 文件，或者导出为单独的音频或视频文件。在导出期间，可以针
对音频通道分配单声道、立体声或环绕声输出。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58 页将角色作为文件共享。

使用 XML 传输项目和事件
Final Cut Pro 可导入和导出 XML（可扩展标记语言）文件。您可以使用 XML 文稿（带标记元素的纯 ASCII  
文本文件），在 Final Cut Pro 和第三方应用程序、设备和媒体资源管理工具（无法识别 Final Cut Pro 文稿和
文件）之间传输资源库、事件、项目和片段的详细信息。

XML 导入和导出选项将在 Final Cut Pro XML 开发者文稿中详细介绍。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Apple 开发者
网站的“Apple 应用程序”页面：http://developer.apple.com/appleapplications。

将 XML 导入 Final Cut Pro
您可以使用其他应用程序生成 XML 文件，然后将它们导入 Final Cut Pro。导入 XML 文件时，Final Cut Pro 
会根据 XML 文件的内容生成片段、事件、项目和资源库。

 1 在 Final Cut Pro 中，选取“文件”>“导入”>“XML”。

 2 导航到要导入的 XML 文件，然后点按“导入”。

Final Cut Pro 会处理 XML 并根据 XML 文件的内容生成对应的片段、事件、项目和资源库。

【提示】您还可以导入 XML 文件，方法是在 Finder 中连按它们或将它们拖到 Final Cut Pro 应用程序图标。 

从 Final Cut Pro 导出 XML
您可以将事件和项目导出为 XML 文件。

 1 在 Final Cut Pro 中，选择资源库，或选择一个或多个要导出为 XML 文件的事件、项目或片段。 

若要导出时间线中当前打开的项目，请在时间线中点按以激活项目。

 2 选取“文件”>“导出 XML”。

 3 在出现显的窗口中，导航到硬盘上要用于储存 XML 文件的文件夹，然后点按“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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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机位片段编辑

多机位编辑概述
您可以使用 Final Cut Pro 实时编辑来自多机位拍摄的素材或其他同步素材。例如，如果您使用四个不同的摄
像机拍摄一场现场音乐会或婚礼，则可以将每个摄像机角度中的素材同步到单个多机位片段，然后在角度之间

实时剪切。

多机位片段中的角度按常用同步点同步，其中同步点是可在要同步的每个角度中识别（看到或听到）的帧。将多

机位片段添加到时间线时，播放项目时显示在检视器中的角度称为活跃角度。在检视器中播放活跃角度时， 
您也可以同时在角度检视器中查看所有正在播放的角度，然后在其间轻松剪切和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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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c point
Multicam clip

在 Final Cut Pro 中处理多机位片段是一个灵活和流畅的过程。您可以随时在多机位片段中添加角度或移除 
角度，以及轻松在角度之间调整同步。

您也可以将不相关的素材分组到一起以进行实时蒙太奇编辑（例如音乐视频）。例如，如果您要编辑一个音乐视

频，则可以添加几个抽象画面的角度，并在音乐特定位置剪切到这些角度。您甚至可以在多机位片段中使用照片

（来自相机）。如果日期和时间（内容创建日期）信息与其他角度的内容匹配，将自动调整照片的时间长度，以 
“填充”角度。

多机位片段具有以下特征：

 • 您只能在浏览器中根据现有事件片段创建多机位片段。 

 • 您可以在与时间线外观类似的角度编辑器中编辑和调整多机位片段。

 • 将多机位片段添加到时间线时，可在浏览器中的“父”多机位片段和时间线中的“子”多机位片段之间创建直

接的活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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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 clip Child clips Child c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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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 multicam clip

 • 在角度编辑器中打开任何多机位片段（不管是从浏览器还是时间线）时，事实上是从浏览器打开父多机位片

段。在所有项目中，所有子片段都将继承在角度编辑器中对多机位片段所做的任何更改。这些更改包括同步

或修剪调整、片段速度重新定时、视频或音频效果（如颜色校正）以及添加或删除的角度。例如，如果从父多

机位片段删除某个角度，则将从所有子片段删除该角度。有关角度编辑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01 页在角
度编辑器中同步和调整角度和片段。

【提示】您可以创建整个项目的“快照”备份，以防止其被意外更改。项目快照是自包含的备份版本，它包括

多机位或复合父片段。将项目复制为快照将制作多机位或复合父片段的副本并将其嵌入项目中，以便对片段

的其他实例所做的任何更改均不影响快照。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5 页复制项目和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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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机位编辑工作流程
下面概述了创建多机位项目的流程。这些步骤按照大致时间顺序显示，但您可以重新排列顺序以符合工作流程。

使用多个摄像机拍摄某个活动并记录相应同步信息

多机位拍摄是指使用多台摄录机从不同的角度和距离记录相同的主题或事件。

对于多机位项目，最好先在摄录机或录制设备上设定日期、时间和时区，再拍摄多机位项目的素材。这将在自动

多机位片段创建过程中向 “Final Cut Pro” 提供有用信息。

在专业的多机位拍摄中，每个摄录机或 VTR 接收来自主时间码发生器的相同时间码，或者您可以在拍摄开始时
人为干涉每个摄录机的时间码发生器同步。如果您使用的是不能接受外部时间码的非专业摄录机，则需要在所

有摄录机上录制一个视频或音频提示，例如音影对号板关闭或摄录机闪光。您可以使用此提示同步多机位片段

中的角度。

由于您可以使用 “Final Cut Pro” 中的高级自动音频同步功能来帮助确保多机位同步精确度，因此在多机位
生产中的每台摄录机和录制设备上录制音频将有意义。（清晰录音将提供最佳效果。）

导入媒体以进行多机位编辑

尽管导入多机位项目的媒体与任何其他项目的导入相同，但您可以在导入期间执行一些步骤来帮助简化多机位工

作流程。

分配摄像机名称和多机位角度

您可以使用“摄像机名称”和“摄像机角度”元数据标记自动化和整理多机位工作流程。建议（但不强制要求） 
先将这些标记应用于事件片段，再创建实际多机位片段。

创建多机位片段

您可以根据选定事件片段创建多机位片段（类似于在浏览器中创建试演和复合片段）。不管您是手动执行还是 
Final Cut Pro 自动为您执行，创建多机位片段都涉及三个基本步骤：

 • 创建角度（各包含一个或多个片段）。 

 • 排列每个角度内的片段顺序。

 • 使用常用同步点同步角度。

如果您知道源媒体的元数据类型，则可以使用手动方法创建多机位片段，这将比自动方法快得多。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第 290 页分配摄像机名称和多机位角度和第 291 页在浏览器中创建多机位片段。

在角度检视器中在角度之间剪切和切换

创建多机位片段后，可以在角度检视器中同时观看所有角度，同时实时切换或剪切到不同角度。您可以同时或单

独剪切和切换视频和音频。例如，您在角度 1–4 之间切换视频时，可以使用角度 1 的音频。

在角度编辑器中同步和调整角度

您可以随时在角度编辑器中打开多机位片段，以调整同步和角度顺序，或添加或删除角度。您也可以使用角度编

辑器编辑多机位片段中内的单个片段（如修剪、进行颜色校正、添加转场等）。 

在时间线中编辑多机位片段

您可以直接在时间线或检查器中切换多机位角度，而无需打开角度检视器。尽管多机位片段具有某些唯一属性，

但可以在时间线中编辑它们，方式与编辑任何其他片段相同。

导入媒体以进行多机位编辑
导入多机位项目的媒体时，可以指定摄录机或基于文件的录制设备的名称。在自动多机位片段创建过程中， 
Final Cut Pro 使用此“摄像机名称”标记来对多机位片段内的源片段进行排序。

如果您预计多机位片段具有大量角度，请在“回放”偏好设置中选择“使用代理媒体”，以在多机位编辑中保持最

高性能。您可以在导入流程中生成片段必要的代理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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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多机位编辑中只有几个角度，则可以在导入期间使用 Apple ProRes 422 编解码器生成媒体的优化版本。
或者，如果您喜欢，则可以在“回放”偏好设置中选择“创建多机位片段的优化媒体”，以在每次创建多机位片段

时都自动生成优化媒体。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84 页“回放”偏好设置。

给摄像机命名

以下说明讲解，当您从连接的基于文件的设备导入媒体时，如何添加“摄像机名称”属性。您也可以稍后添加 
“摄像机名称”属性。

 1 将摄像机或录制设备连接到电脑。

 2 在 Final Cut Pro 中，选取“文件”>“导入”>“媒体”（或按下 Command-I）。

 3 在“媒体导入”窗口中，从左侧的设备列表中选择摄录机或录制设备（如果尚未选择）。

 4 再次点按它，然后输入名称。

Final Cut Pro 将您输入的名称用作从此设备导入的所有片段的“摄像机名称”元数据属性。

【注】大多数现代摄录机和录制设备（包括所有 iOS 设备）都录制“摄像机 ID”标记。在从基于文件的设备导
入且可以使用此信息自动构建多机位角度时，Final Cut Pro 会自动导入“摄像机 ID”元数据。

分配摄像机名称和多机位角度
“摄像机角度”和“摄像机名称”属性是可用于整理多机位工作流程的灵活元数据标记。 

尽管可随时将元数据分配给片段，但最好先将“摄像机角度”和“摄像机名称”标记，再使用片段创建多机位片

段。“摄像机角度”标记有助于确定和跟踪哪些片段以哪些角度显示。在导入期间可应用“摄像机名称”标记， 
并可用于各种情形，如颜色校正。

Final Cut Pro 让您能够自动或手动创建多机位片段。如果使用自动方法在多机位片段中创建角度， 
Final Cut Pro 将按以下顺序在选定的片段中查找元数据： 

 • “摄像机角度”元数据

 • “摄像机名称”元数据

 • “摄像机 ID”元数据

【注】大多数现代摄录机和录制设备（包括所有 iOS 设备）都会生成“摄像机 ID”标记。在从基于文件的设
备导入时，Final Cut Pro 会自动导入“摄像机 ID”元数据。

Final Cut Pro 将使用“摄像机角度”、“摄像机名称”和“摄像机 ID”元数据以正确角度放置片段。如果找不到
任何此类信息，Final Cut Pro 将为每个选定的片段创建单独角度。

将摄像机名称和角度分配给选定片段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打开“信息”检查器，然后在“摄像机角度”栏或“摄像机名称”栏中

输入文本。

 m 在列表视图的浏览器中，在“摄像机角度”栏或“摄像机名称”栏中输入任何片段的文本。

【注】如果使用自动方法创建角度，Final Cut Pro 将使用选定片段中的任何“摄像机角度”标记给相关多机
位片段中的角度命名。如果未显示“摄像机角度”标记，Final Cut Pro 将使用“摄像机名称”、“名称”（片段
名称）或“摄像机 ID”元数据给角度命名。您可以在角度编辑器中给角度重新命名。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301 页在角度编辑器中同步和调整角度和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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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浏览器中创建多机位片段
创建多机位片段与在浏览器中创建试演和复合片段相同。多机位片段可由各种媒体源（不同格式、帧速率等） 
组成。在多机位片段的任何指定角度中均可具有多个片段。

您可以让 Final Cut Pro 自动为您创建多机位片段，也可以手动创建片段。

如果您知道多机位媒体的元数据类型，则可以使用手动方法创建多机位片段，这将比自动方法快得多。自动方 
法使用高级自动音频同步技术确保同步精确度（但会增加处理时间）。不需要时，最好关闭“将音频用于同步” 
功能。例如，如果已在每个片段中录制准确的时间码，Final Cut Pro 可不使用音频同步功能自动创建多机位片段。

自动创建多机位片段

 1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包括在多机位片段中的片段。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新建多机位片段”。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选择，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新建多机位片段”。

 3 在显示的窗口中，在“名称”栏中键入多机位片段的名称。

 4 使用“事件中”弹出式菜单选取要在其中创建新多机位片段的事件。

 5 如果未显示多机位自动设置，请点按“使用自动设置”。

这将出现多机位自动设置。

【注】默认情况下将显示自动设置。但是，如果上次创建的多机位片段使用自定设置，则显示这些设置。

 6 若要自动使用音频波形数据同步角度，请选择“将音频用于同步”。 

此选项使用每个角度中的音频波形实现精确同步调整。这是可用于自动将片段一起同步到复合片段的相同音频

同步技术。 

Sync point

【注】部分录音不适合使用此功能。选择此选项可能会导致处理时间较长，在此期间 Final Cut Pro 不可用于 
编辑。

 7 点按“好”。

Final Cut Pro 将在事件中创建新多机位片段，然后将选定片段的重复项放在新多机位片段中。

Multicam clip 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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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定设置创建多机位片段

 1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包括在多机位片段中的片段。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新建多机位片段”。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选择，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新建多机位片段”。

 3 在显示的窗口中，在“名称”栏中键入多机位片段的名称。

 4 如果未显示多机位自定设置，请点按“使用自定设置”。

这将出现自定设置。

【注】默认情况下将显示自动设置。但是，如果上次创建的多机位片段使用自定设置，则显示这些设置。

 5 在“角度编排”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在多机位片段中创建角度的方式：

 • 自动：Final Cut Pro 会自动创建角度。 

 • 摄像机角度：Final Cut Pro 根据选定片段的“摄像机角度”属性在多机位片段中创建角度。

 • 摄像机名称：Final Cut Pro 根据选定片段的“摄像机名称”属性在多机位片段中创建角度。

 • 片段：Final Cut Pro 会为每个选定片段创建单独角度，使用每个片段中的“名称”属性给角度命名。

 6 在“角度片段排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角度在多机位片段中的排序方式：

 • 自动：Final Cut Pro 会自动将每个角度内的片段进行排序。如果每个角度的片段都有多个，Final Cut Pro 
将根据需要在片段之间插入空隙片段，以实现正确的时序和间隔。

 • 时间码：Final Cut Pro 会使用片段中录制的时间码对每个角度内的片段进行排序。如果在片段中录制了时
间码，请选取此选项。这是片段排序的最快且帧最准确的方法。

 • 内容创建日期：Final Cut Pro 会使用摄录机或视频录制设备录制的日期和时间信息对每个角度内的片段进
行排序。

“内容创建日期”方法可采用 1 秒的精确度定位片段（因为，在大多数摄录机中，日期和时间信息的最小单
位都是 1 秒）。如果选取此片段排序方法，可以考虑选择“使用音频进行同步”（在步骤 8 中描述）或手动在
角度编辑器中同步角度来使多机位片段精确到帧。

【注】您可以随时在浏览器中更改源片段的“内容创建日期”日期和时间。只需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然后选

取“修改”>“调整内容创建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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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在“角度同步”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角度在多机位片段中的同步方式：

 • 自动：Final Cut Pro 会自动同步角度（使用以下一个或多个方法）。 

 • 时间码：Final Cut Pro 会根据在片段中录制的时间码同步角度。有关录制时间码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289 页多机位编辑工作流程。

01:00:00:00

01:00:00:00 

01:00:00:00

01:00:00:00

Sync point

 • 内容创建日期：Final Cut Pro 会根据摄录机或视频录制设备录制的日期和时间信息同步角度。

【注】您可以随时在浏览器中更改源片段的“内容创建日期”日期和时间。只需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然后选

取“修改”>“调整内容创建日期和时间”。

12:59 PM

12:59 PM

12:59 PM

12:59 PM

Sync point

 • 第一个片段的开头：Final Cut Pro 会将每个角度的第一帧用作同步点。 

Sync point

【提示】如果您想要仅使用源片段的特定范围选择，则“第一个片段开始处”方法将非常实用。在浏览 
器中，将关键词或个人收藏评分添加到要使用的范围选择中，然后过滤或搜索片段。创建多机位片段时， 
Final Cut Pro 仅使用过滤视图中显示的媒体。

 • 角度上的第一个标记：Final Cut Pro 会将每个角度的第一个标记用作同步点。

Sync point

【提示】通过此方法，您可以使用第一个标记定义可使用“将音频用于同步”选项微调的区域（如下所述）。

换言之，您无需准确放置标记，只需足够靠近，以便自动音频同步功能可同步剩余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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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若要自动使用音频波形数据同步角度，请选择“将音频用于同步”。 

此选项使用每个角度中的音频波形实现精确同步调整。这是可用于自动将片段一起同步到复合片段的相同音频

同步技术。 

Sync point

【注】部分录音不适合使用此功能。选择此选项可能会导致处理时间较长，在此期间 Final Cut Pro 不可用于
编辑。

 9 如果您想要多机位片段的时间码以选定片段中最早时间码值（默认值）之外的值开始，请在“起始时间码”栏中
键入时间码值。

 10 如果您想要更改视频属性设置，请在“视频属性”部分中选择“自定”，然后相应更改设置。

【注】默认情况下，Final Cut Pro 将分析选定片段并根据这些片段中最常用的片段属性配置这些设置。

 11 如果您想要更改音频或渲染设置，请在“音频和渲染属性”部分中选择“自定”，然后相应更改设置。

 12 点按“好”。

Final Cut Pro 将在事件中创建新多机位片段，然后将选定片段的重复项放在新多机位片段中。

Multicam clip icon

在角度检视器中剪切和切换角度
创建多机位片段后，可以在角度检视器中同时观看所有角度，同时实时切换或剪切到不同角度。这允许您就像在

现场一样剪切整个硬盘，然后可以像在其他项目中一样在时间线中微调编辑点。

角度检视器既是显示屏又是交互界面，可在回放多机位片段和项目时快速做出剪切和切换决策。角度将以含  
2、4、9 或 16 个角度的倾斜角度组形式显示。

Angle Vie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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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角度检视器中回放多机位片段

 1 若要打开角度检视器，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窗口”>“检视器显示”>“显示角度”（或按下 Shift-Command-7）。

 • 从检视器右上角的“检视器选项”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显示角度”。

如果是在浏览器中查看多机位片段，则可选择在检视器旁边显示事件检视器。若要在事件检视器中显示多机位

角度，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窗口”>“事件检视器显示”>“显示角度”。 

 • 从事件检视器右上角的“检视器选项”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显示角度”。

 2 使用浏览条或播放头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回放多机位片段。

角度检视器显示在 Final Cut Pro 窗口的上半部分。

The multicam clip’s 
angles appear in the 
Angle Viewer.

Active angle

Play back a multicam 
clip in the Browser 
or the Timeline.

在角度检视器中剪切和切换角度

您可以“动态”剪切和切换角度（在回放项目时），也可以浏览到时间线中的特定点，然后剪切和切换。您也可以

使用这两种方法的组合。

 1 若要打开角度检视器，请选取“窗口”>“检视器显示”>“显示角度”（或按下 Shift-Command-7）。

 2 将要剪切和切换的多机位片段添加到时间线。 

【注】剪切和切换功能仅适用于时间线片段。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放置播放头并按下空格键以回放多机位片段。

 • 将时间线浏览到要剪切和切换到不同角度的帧。

67% resize factor



 第 10 章：高级编辑 296

 4  在角度检视器中，将指针移到要切换到的角度上。

将指针移到角度检视器中的角度时，指针将更改为切割工具，表示点按时将执行剪切（和切换）。 

The pointer changes 
to the Blade tool.

The active angle 
is highlighted.

 5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剪切和切换：点按要切换到的角度。（或按下任何数字键以剪切和切换到当前倾斜角度组的对应角度。 
例如，按下 5 以剪切和切换到当前倾斜角度组的角度 5。）

在时间线中，将在播放头位置剪切当前多机位片段。播放头右侧的片段部分将替换为片段的新实例， 
其中您点按的角度将成为活跃角度。特殊直通编辑点将显示在时间线播放头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第 306 页在时间线和检查器中编辑多机位片段。 

 • 若要切换：按住 Option 键点按要切换到的角度。（或按住 Option 键并按下任何数字键以切换到当前倾斜
角度组的对应角度。例如，按下 Option-5 以剪切和切换到当前倾斜角度组的角度 5。）

【注】按住 Option 键时，指针将更改为削尖手图标，表示仅切换编辑。

在时间线中，播放头下的多机位片段将更改，以显示切换到的角度作为活跃角度。

在任一情况下，检视器都切换到您选择的角度。活跃角度以黄色、蓝色或绿色高亮显示，具体取决于使用的切

换模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下面的“单独切换视频或音频”。

单独切换视频或音频

默认情况下，Final Cut Pro 会同时切换多机位片段的视频和音频。但是，您可以将 Final Cut Pro 设定为单独
切换视频和音频。 

 1 若要打开角度检视器，请选取“窗口”>“检视器显示”>“显示角度”（或按下 Shift-Command-7）。

67% resize factor



 第 10 章：高级编辑 297

 2 若要更改切换模式，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启用音频和视频切换：点按角度检视器左上角的左切换模式按钮。这是默认设置。 

Click to enable video 
and audio switching.

Yellow highlighting indicates 
that both the active video 
and the active audio are 
contained in one clip.

The bank switcher 
shows the active angle.

 • 若要启用仅视频切换：点按中间切换模式按钮。仅视频切换。原始角度中的音频保持活跃。

Click to enable 
video-only switching.

 • 若要启用仅音频切换：点按右切换模式按钮。仅音频切换。原始角度中的视频保持活跃。

Click to enable 
audio-only switching.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剪切和切换：在角度检视器中点按某个角度。 

 • 若要切换：按住 Option 键在角度检视器中点按某个角度。 

如果选择仅视频或仅音频切换模式，蓝色高亮显示表示活跃视频角度，而绿色高亮显示表示活跃音频角度。

Switch Video 
Only button

Switch Audio 
Only button

The active video angle 
is highlighted in blue.

The active audio angle 
is highlighted in green.

The bank switcher 
shows the active an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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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启用仅音频切换时，可以添加从不活跃角度到活跃角度的音频组件，也可以从活跃角度中移除音

频组件。只需按住 Option-Command 键点按不活跃角度，以将其音频添加到活跃角度。或按住 Option-
Command 键点按活跃角度以移除其音频。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60 页多通道音频编辑示例中的“示例：
在多机位片段中添加或移除音频组件”。 

查看和导航倾斜角度组

您可以一次显示 2、4、9 或 16 个角度，具体取决于您选取的角度检视器显示设置。这些角度集称为倾斜角 
度组。Final Cut Pro 中的倾斜角度组切换器是显示和导航多机位片段中的倾斜角度组的高效工具。

 1 若要打开角度检视器，请选取“窗口”>“检视器显示”>“显示角度”（或按下 Shift-Command-7）。

 2 将浏览条或播放头放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的多机位片段上。

倾斜角度组切换器在角度检视器底部显示为方块网格。黄色、蓝色或绿色高亮显示表示当前活跃的角度。 

The bank switcher shows 
the number of angles 
and which is active.

 3 在“设置”弹出式菜单中（位于角度检视器右上角），选取要在每个倾斜角度组中显示的角度数。

Settings pop-up menu 
in the upper-right corner 
of the Angle Viewer

如果多机位片段中的角度数超过当前角度检视器显示设置，Final Cut Pro 将创建附加倾斜角度组并将其显示
为单独方块网格。 

以下是几个不同的倾斜角度组的组合示例： 

 • 三个倾斜角度组，每个倾斜角度组 4 个角度，其中第三个倾斜角度组中的最后一个角度作为活跃角度，而第
三个倾斜角度组是当前显示的倾斜角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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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组 16 个角度，其中最后一个角度是活跃角度：

 • 一组 9 个角度，另一组 7 个角度，其中第一组作为当前显示的组：

 4 若要导航倾斜角度组，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在角度检视器中显示倾斜角度组的角度：点按该倾斜角度组的倾斜角度组切换器图标。

 • 若要显示上一个倾斜角度组：请按下 Option-Shift-分号键 (;)。

 • 若要显示下一个倾斜角度组：请按下 Option-Shift-撇号键 (‘)。

在角度检视器中显示叠层

对于每个要显示在角度检视器中的角度，都可以显示视频叠层，从而显示时间码和片段名称或角度名称。

Angle name Timecode

 1 若要打开角度检视器，请选取“窗口”>“检视器显示”>“显示角度”（或按下 Shift-Command-7）。

 2 若要选取显示选项，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显示每个角度中片段的时间码：从角度检视器右上角的“设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时间码”。（再次 
选取“时间码”可关闭时间码显示。）

Settings pop-up menu 
in the upper-right corner 
of the Angle Viewer

 • 若要显示每个角度中片段的名称：在“设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显示名称”>“片段”。

 • 若要显示每个角度的名称：在“设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显示名称”>“角度”。

 • 若要关闭显示名称：在“设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显示名称”>“无”。 

67% resize factor



 第 10 章：高级编辑 300

调整角度检视器显示

您可以调整角度检视器显示以满足需求。

 m 若要调整角度检视器中的角度数：在角度检视器右上角的“设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2 个角度”、“4 个角度”、 
“9 个角度”或“16 个角度”。

Angle Viewer in the 
9 Angles display setting

Settings pop-up menu

 m 若要调整角度检视器和主检视器的大小：在其间拖移边界。

Drag the boundary to the right.

Drag the boundary to the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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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若要将角度检视器设为垂直栏：向左拖移边界，然后将 Final Cut Pro 工具栏向下拖移以垂直扩展检视器四分
区。（此垂直栏视图仅适用于“2 个角度”和“4 个角度”视图。）

Drag the boundary to the left. Drag the toolbar down.

在角度编辑器中同步和调整角度和片段
您可以随时在角度编辑器中打开多机位片段，以调整同步和角度顺序、设定监视角度或添加或删除角度。 

【注】在角度编辑器中打开任何多机位片段（不管是从浏览器还是时间线）时，事实上是打开父多机位片段。

您在角度编辑器中所做的任何更改都将传播到每个项目中该多机位片段的所有子片段。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291 页在浏览器中创建多机位片段。 

您可以使用角度编辑器编辑多机位片段内的单个片段（类似于编辑复合片段的内容的方式）。可在角度编辑器

中执行的众多更改中包括基本编辑和修剪，以及您正常将在时间线中添加的效果，如颜色校正和转场。 

您可以在角度编辑器中拷贝并粘贴片段。片段将按顺序粘贴为覆盖编辑点，且仅为监视角度。

【提示】在角度编辑器中编辑多机位片段之前，在浏览器中复制它们，以便维护清洁备份副本。

您无法在角度编辑器中在角度之间剪切和切换。您也不能连接片段、使片段单独播放、使用精确度编辑器、执行

波纹式删除或使用“分离音频”和“将片段项分开”命令。

在角度编辑器中打开多机位片段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在浏览器中连按某个多机位片段。

 m 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某个多机位片段，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在角度编辑器中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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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编辑器将在 Final Cut Pro 窗口底部的“时间线”区域中打开。尽管与时间线类似，但角度编辑器提供专用
于编辑多机位片段内的角度和片段的单独界面。多机位片段中的每个角度都将在角度编辑器中显示为单独行。 

The Angle Editor appears 
in the Timeline area.

在角度编辑器中设定视频和音频监视

在角度编辑器中，您可以将任一角度设定为监视角度。这是在角度编辑器中回放多机位片段时在检视器中显示

的角度。您也可以一次监视任意数量的角度的音频。

您可以使用监视角度在角度编辑器中同步角度。监视角度与活跃角度不同（在时间线中可以看出）。您无法在角

度编辑器中在角度之间剪切和切换。

【注】对于本部分后面介绍的两个同步命令，设定正确监视角度非常重要：同步到监视角度并同步角度到监视

角度。

 1 若要打开角度编辑器，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浏览器中连按某个多机位片段。

 • 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某个多机位片段，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在角度编辑器中打开”。

 2 若要将角度设定为监视角度，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点按角度左侧的“视频监视器”图标。

 • 从角度名称旁边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设定监视角度”。

 • 按下 Shift-V 浏览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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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监视器”图标将变为白色，且整个角度都将以浅灰色高亮显示。在角度编辑器中回放多机位片段时，将在

检视器中播放角度。一次只有一个角度可以成为视频监视角度。

Click to set the monitoring angle.

 3 若要为角度打开音频监视，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点按“音频监视器”图标一次。（若要关闭音频监视，请再次点按该图标。）

 • 从角度名称旁边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监视音频”。（若要关闭音频监视，请再次选取“监视音频”。）

 • 按下 Shift-A 浏览角度。（若要关闭音频监视，请再次按下 Shift-A。）

Audio monitoring on

Audio monitoring off

监视设置不影响任何活跃角度。它们只是更改在角度编辑器中工作时在检视器中回放的内容。

【提示】您可以使用音频监视再次检查多机位片段的单个角度的同步。在角度编辑器中打开片段，并一次为两个

或多个角度打开音频监视。如果角度处于同步状态或需要进一步调整，则将立即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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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调整多机位片段的同步

角度编辑器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校正多机位片段中未同步角度的轻松方法。以下说明介绍如何通过找到同步点，

然后手动将其拖移为对齐来同步角度。

 1 若要打开角度编辑器，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浏览器中连按某个多机位片段。

 • 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某个多机位片段，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在角度编辑器中打开”。

 2 通过在角度编辑器中浏览角度，在其中一个不同步角度中找到同步点。

在浏览时，角度将显示在检视器左侧（替代角度检视器）。同步点可以是视频或音频提示（如音影对号板闭合或

猛然关门）。

 3 在要同步到原始角度的一个或多个角度中找到对应同步点。

若要简化此流程，可以在同步点添加标记，以直观指导您和提供吸附点。

 4 在角度编辑器行中向左或向右拖移片段，以便同步点垂直对齐。

Sync point

Sync point

Drag the clip to align 
the sync points.

如果角度包含多个片段，则可以轻松地在可一次移动的角度中选择所有片段。为此，请从角度名称旁边的弹出式

菜单中选取“在角度中选择片段”。

To select all clips in an angle, 
choose Select Clips in Angle 
from the pop-up 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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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您可以向左或向右拖移片段，以将其全都移动相同的量。

When all clips in the angle 
are selected, you can drag 
them all at once.

自动调整多机位片段的同步

以下说明介绍用于在多机位片段中同步角度的两个自动方法。

 1 若要打开角度编辑器，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浏览器中连按某个多机位片段。

 • 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某个多机位片段，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在角度编辑器中打开”。

 2 在不同步角度中，点按角度名称右侧的弹出式菜单，然后选取以下一项： 

 • 同步到监视角度：此选项将在检视器中打开二联显示窗口，其中将帧显示在左侧浏览条位置并将帧放在右侧

监视角度的播放头。在不同步角度中，浏览到帧并点按以将角度同步到播放头位置。角度中的所有片段都将

一起移动，以对齐使用播放头点按的帧。若要关闭检视器中的二联显示窗口，请点按“完成”。

 • 将角度同步到监视角度：此选项会将选定角度中的音频波形与监视角度中波形比较，然后移动选定角度中的

片段，以将其与监视角度中的片段同步。这是可用于自动分析片段并将片段一起同步到复合片段的相同音频

同步技术。 

如果您在选取此选项前在一个或多个角度中选择片段，弹出式菜单中的命令名称会变为“同步选择到监视角

度”。当您选取此选项时，Final Cut Pro 会移动所有所选片段，将其与监视角度中的片段进行同步。如果在
监视角度中有一个所选部分，此选项将不可用。

【警告】此选项不会将片段波纹式向前推进。如果片段被移动到已经被现有片段占用的时间线位置，被移动

的片段将覆盖现有片段。

【注】部分录音不适合使用此功能。选取此选项可能会导致处理时间较长，在此期间 Final Cut Pro 不可用
于编辑。

调整多机位片段中的角度顺序

您可以调整角度在角度检视器和角度编辑器中的显示顺序。

【注】如果已开始在时间线中对多机位片段进行多机位编辑，则更改角度顺序不会影响为每个剪切和切换编辑

选取的角度。

 1 若要打开角度编辑器，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浏览器中连按某个多机位片段。

 • 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某个多机位片段，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在角度编辑器中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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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角度编辑器的右侧，使用拖移控制柄向上或向下拖移角度行，以进行重新排序。

Use the drag handles 
to reorder the angles.

角度编辑器和角度检视器中的角度将更改为新顺序。

在多机位片段中添加、删除角度或给其重新命名

 1 若要打开角度编辑器，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浏览器中连按某个多机位片段。

 • 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某个多机位片段，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在角度编辑器中打开”。

 2 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删除角度：从角度名称右侧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删除角度”。

这将从角度编辑器、角度检视器和多机位片段中的所有子片段删除角度。

【重要事项】删除活跃角度会影响项目中的编辑。在所有项目中，删除的角度都将替换为黑色填充项。

 • 若要添加角度：从角度名称右侧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添加角度”。

新的空角度将显示在角度编辑器和角度检视器中。

 • 若要给角度重新命名：在角度编辑器左侧，点按要重新命名的角度的名称。文本高亮显示时，键入新名称。

新名称将显示在角度编辑器和（如果打开叠层）和角度检视器中。

在时间线和检查器中编辑多机位片段
您可以直接在时间线或“信息”检查器中切换多机位片段角度，而无需打开角度检视器。

多机位片段在时间线中通常与任何标准片段类似。您可以添加视频和音频效果、转场和标记；附加连接的片段；

以及应用重新定时效果。您可以将拆分编辑应用于多机位片段并在精确度编辑器中编辑它们。您可以在复合片

段和故事情节中嵌套多机位片段。

但是，多机位片段在时间线中具有一些独特特征：

 • 您可以在时间线中显示多机位片段中的活跃视频角度和活跃音频角度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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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剪切和切换编辑点在时间线中将显示为虚线。这些是直通编辑（其中编辑点两侧的视频或音频内容为连续）。

如果是多机位编辑，直通编辑表示编辑点两侧的内容来自同一多机位片段。黑色虚线表示来自同一多机位片段

的不同角度位于编辑点两侧。 

Before the cut, 
the angle is “car left.”

Standard edit point

After the cut, 
the angle is “car right.”

A through edit point appears 
at the playhead position.

如果是仅视频或仅音频剪切和切换，可以混合编辑点（同时使用黑色和白色虚线）。例如，在仅剪切和切换视

频时，将看到视频是黑色虚线，而音频是白色虚线。

Black dotted lines indicate that different 
angles from the same multicam clip are 
on either side of the edit point.

A white dotted line indicates 
that the same angle is on 
either side of the edit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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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指针移到多机位直通编辑时，指针将更改为修剪工具，表示编辑将是卷动式编辑（因为任何其他编辑类型

都将中断时间线中剪切和切换编辑点两侧的片段之间的关系）。

 • 在切换角度后，许多编辑（如拆分编辑、标记、连接的片段和重新定时效果）在时间线中仍保留在多机位片段

中的位置。但是，某些编辑操作与特定角度直接相关，因此在切换角度时不会保留：

 • 视频和音频效果

 • 设置关键帧（包括音量和设定声相）

 • 角色分配

在时间线中切换角度 
 1 在时间线中，按住 Control 键点按要切换的多机位片段。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切换视频角度：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活跃视频角度”，然后从子菜单中选取要切换到的角度。

 • 若要切换音频角度：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活跃音频角度”，然后从子菜单中选取要切换到的角度。

片段将切换到您选取的视频或音频角度。

在检查器中切换角度

在检查器中切换角度让您可以一次切换多个选定多机位片段的角度。

 1 选择一个或多个要切换的多机位片段。

 2 打开“信息”检查器。

 3 在“信息”检查器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切换视频角度：在“活跃视频角度”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要切换到的角度。

 • 若要切换音频角度：在“活跃音频角度”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要切换到的角度。

 在时间线中显示活跃视频和音频角度的名称
您可以让 Final Cut Pro 在时间线中显示多机位片段中的活跃视频角度和活跃音频角度的名称，格式如下： 
V：视频角度名称 | A：音频角度名称。

Active video angle

Active audio angle

 m 点按时间线右下角的“片段外观”按钮，然后从“显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片段名称”或“角度”。

 移除多机位直通编辑点
 m 若要移除单个多机位直通编辑：请选择它，然后按下 Delete 键。

 m 若要一次移除多个直通编辑：请选择编辑点（或在直通编辑两侧选择片段），然后选取“修剪”>“接合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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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机位编辑提示和窍门
以下提示有助于监护多机位工作流程：

 • 先在摄录机或录制设备上设定日期、时间和时区，再拍摄多机位项目的素材。这将在自动多机位片段创建过

程中向 “Final Cut Pro” 提供有用信息。

【注】您可以随时在浏览器中更改源片段的“内容创建日期”日期和时间。只需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然后选

取“修改”>“调整内容创建日期和时间”。

 • 由于您可以使用 “Final Cut Pro” 中的高级自动音频同步功能来帮助确保多机位同步精确度，因此在多机
位生产中的每台摄录机和录制设备上录制音频将有意义。（清晰录音将提供最佳效果。）

 • 在角度编辑器中编辑多机位片段之前，在浏览器中复制它们，以便维护清洁备份副本。

 • 若要再次检查多机位片段中单个角度的同步，请在角度编辑器中打开片段，然后一次针对两个或多个角度打

开音频监视。如果角度处于同步状态或需要进一步调整，则将立即听到。

 • 如果在处理多机位项目时性能成为问题，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设置 Final Cut Pro 来使用代理媒体，方法是从“检视器选项”弹出式菜单（位于检视器右上角）的“媒体”
部分中选取“代理”。代理回放允许您一次回放更多角度。若要使用代理回放，必须具有可用媒体的代理 
版本，或必须创建代理版本。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69 页管理优化的媒体文件和代理媒体文件。

 • 确定在“回放”偏好设置中选择“创建多机位片段的优化媒体”。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84 页“回放”
偏好设置。此选项会将视频转码为 Apple ProRes 422 编解码器格式，从而在多机位编辑期间提高性能。
默认情况下，此选项处于打开状态。如果原始摄像机格式能以较好的性能进行编辑，则可取消选择此复 
选框。

 • 确定存放多机位源片段的硬盘足够快，可一次回放所有媒体。您可以通过选取“Final Cut Pro”>“偏好 
设置”并选择“由于硬盘性能问题而丢帧时发出警告”。若要了解是否是其他原因导致回放问题，请选择 
“在回放期间丢帧时发出警告”。 

 • 您可以在多机位片段中使用照片（来自相机）。如果日期和时间（内容创建日期）信息与其他角度的内容 
匹配，将自动调整照片的时间长度，以“填充”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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抠像

抠像概述
有时需要组合两个片段来创建含两个片段的位的图像。组合两个片段的常用方法是使用抠像流程，其中将处理

顶部或前景片段的视频，以消除视频区域中的颜色或亮度值，然后将其与底部或背景片段组合。

例如，抠像可用于拍摄站在绿色背景前面的人物的视频片段，然后将绿色替换为街道场景，使其显示为如同此

人站在街道上一样。

这种抠像可使用 Final Cut Pro 中的两个抠像器效果之一实现。

 • 抠像器：此通用色度抠像效果已针对蓝屏或绿屏抠像优化，但可对选取的任何颜色范围进行抠像。请参阅

第 311 页使用色度抠像。

 • 亮度抠像器：这旨在根据图像亮度生成遮罩。您可选取移除白色或黑色区域，以及灰色区域是否应该部分 
透明。请参阅第 318 页使用亮度抠像。

除了这些抠像效果之外，您可能还需要使用遮罩、定位效果和颜色校正，以确保在背景上抠像时前景视频看起

来自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21 页最终确定抠像。

另一种组合两个片段的方法让前景片段具有 Alpha 或遮罩通道，从而定义前景片段的哪些部分将保留以及哪
些部分将替换为背景片段。处理电脑生产的标志或动画图形时，这很常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25 页复
合概述。

抠像和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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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色度抠像
创建良好色度抠像的一个挑战是拍摄色度抠像视频，特别是使用提供要移除的均匀颜色的亮度合适的恰当 
背景。系统提供了各种专用色度抠像背景选项，从包括高反射加色的色度抠像油漆到色度抠像衣服或纸张。 
此外，务必使用可访问的最佳摄像机，并且避免使用高压缩视频格式，如 DV 或 MPEG-2。

在以下示例中，这位女人将在街道场景上抠像。灯架将在 第 321 页最终确定抠像 中处理。

应用色度抠像效果

 1 在时间线中，将前景片段（含要移除的颜色的色度抠像片段）添加到主要故事情节。

 2 拖移背景片段（要将色度抠像片段叠加在其上的片段），以便将其连接在主要故事情节中前景片段的下方。

Foreground

Background 
attached as a 
connected clip

有关连接的片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89 页连接片段以添加切换镜头、字幕和同步的声音效果。

 3 在时间线中选择前景片段，然后点按工具栏中的“效果”按钮。

【提示】为了实现最佳效果，另请将播放头放在显示要抠像的最大颜色量的前景片段内的某个点。

 4 在效果浏览器中，选择“抠像器”效果。

【提示】在效果浏览器的搜索栏中键入“抠像器”可快速找到“抠像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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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将效果拖移到要应用它的时间线前景片段。

 • 连按效果缩略图以将其应用于所选片段。

“抠像器”效果将自动分析视频，以检测绿色或蓝色主色，并配置自身以移除该颜色。如果产生的抠像不对或要

改进它，则可以调整色度抠像效果。

调整色度抠像效果

以下步骤假定您已应用色度抠像效果。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含“抠像器”效果的前景片段，然后打开“视频”检查器。

此时将显示用于修改和改善“抠像器”效果的控制。

 2 如果“选择”工具不是活跃工具，请从工具栏的“工具”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它（或按下 A 键）。

 3 若要使用检视器中的控制改进抠像，请使用“精炼抠像”和“强度”控制并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标识前景片段中可能仍有部分色度抠像颜色显示的区域：请点按“视频”检查器中的“样本颜色”缩略图

图像，然后在检视器中需要移除色度抠像颜色的区域上绘制矩形。

【注】默认情况下，“抠像器”效果应用溢出消除，从而导致您设为透明的（蓝屏或绿屏）背景颜色的任何剩

余须边显示为灰色。若要查看原始颜色，请将“溢出电平”参数设定为 0%。

Drag over an area where 
the chroma key color 
is not being removed.

若要改进抠像，您可以拖移矩形以调整其位置，或拖移其角以更改其大小，且可以在色度抠像颜色仍显示的

任何区域上拖移附加矩形。

【提示】选择“视频”检查器的“显示”区域中的“遮罩”（中间按钮），以查看色度抠像器创建的遮罩。这将

使得查看抠像不合适的区域更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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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改进任何困难区域，如头发和反射：请点按“视频”检查器中的“边缘”缩略图图像，跨检视器中的困难

区域绘制线条（一端位于要保留的区域中，另一端位于要移除的区域中），然后拖移线条控制柄以调整边缘柔

和度。

Drag to set the edge softness.

您可以使用以下键盘快捷键直接在检视器中处理：

 • 若要进行样本颜色调整：在按住 Shift 键的同时绘制矩形。

 • 若要进行边缘调整：在按住 Command 键的同时绘制线条。

 • 若要删除样本颜色或边缘调整：在按住 Option 键的同时点按“样本颜色”矩形或“边缘”线条，或选择控
制并按下 Delete 键。

 • 若要在“抠像器”效果选取颜色错误时选取不同颜色：将“强度”参数设定为 0（以覆盖自动初始颜色采样）。
接着使用“样本颜色”选取要移除的颜色。在“显示”区域中选择“复合”（左侧按钮），以查看与背景片段组

合的前景片段。

 • 若要调整“抠像器”将前景图像中的颜色与默认色度抠像颜色匹配的强度：使用“强度”滑块调整“抠像器”

效果的自动采样的容差（核心透明度）。默认值是 100%。减少此值会缩小采样颜色的范围，从而导致抠像图
像的透明度降低。增加“强度”值会扩展采样颜色的范围，从而导致抠像图像的透明度增加。“强度”参数可

用于取回半透明细节区域，如头发、烟雾和反光。

 4 若要帮助微调抠像，请使用“显示”选项：

Original 
(unprocessed 
foreground)

Matte (foreground-based 
alpha signal created 
by the keyer)

The name of the currently 
selected View button

Composite 
(foreground combined 

with background)

 • 复合：显示最终复合图像，其中抠像前景素材位于背景片段上。这是默认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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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遮罩：显示抠像操作生成的灰度遮罩或 Alpha 通道。白色区域为实色（前景视频不透明），黑色区域透明（前
景完全看不见），而不同的灰色阴影表示不同的透明度级别（可以发现背景视频与前景视频混合）。查看遮罩

将使发现抠像中不需要的孔或不够透明的区域更方便。

 • 原始状态：显示未抠像的原始前景图像。

 5 若要进一步精炼遮罩，请使用以下控制：

 • 填充孔：增加此参数值会将实色添加到抠像内边缘透明度的区域。在您对抠像边缘感到满意，但内部具有无

法在不破坏边缘的情况下通过“强度”参数消除的不需要的孔时，此控制将很有用。

 • 边缘距离：让您可调整“填充孔”参数获取的效果与抠像素材边缘的接近程度。减少此参数值可让遮罩的填

充区域更接近素材的边缘，从而牺牲边缘的半透明度。增加此参数值会将遮罩的填充区域推离边缘。边缘距

离太多会导致在本应该为实色的素材部分出现不想要的半透明度。

 6 若要抑制前景图像上出现（溢出）的任何背景颜色，请调整“溢出电平”控制。

 7 若要倒转抠像操作，从而保留背景颜色和移除前景图像，请选择“反转”。

 8 若要将抠像效果与未抠像效果混合，请调整“混合”控制。

有关进行高级色度抠像调整的信息，请参阅以下说明。

进行高级色度抠像调整

以下控制可用于不同抠像情况或微调特定问题：

 • 颜色选择：这些控制可在使用自动采用或“样本颜色”和“边缘”工具创建抠像后使用。（但是，您可以跳过这

些工具并使用“手动”模式创建抠像，如下所述。）图形色度和亮度控制提供了精炼定义抠像遮罩色相、饱和

度和图像亮度的范围。

 • 遮罩工具：这些控制用于精炼以前参数集生成的透明度遮罩。这些参数不会修改采样以创建抠像遮罩的值

范围。相反，它们修改“抠像器”效果的基本和高级控制生成的遮罩，让您可以收缩、扩展、柔滑或反转遮罩

以实现更好的复合。

 • 光融合：这些控制用于将复合的背景层中的颜色和亮度值与抠像前景层混合。使用这些控制，可以模拟环境

照明与抠像素材的交互，使其显示为如同背景光融合在素材边缘周围。

以下步骤假定您已应用色度抠像效果。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含“抠像器”效果的前景片段，然后打开“视频”检查器。

此时将显示用于修改和改善“抠像器”效果的控制。

 2 点按“颜色选择”可显示以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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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形：提供两个用于设定如何将“色度”和“亮度”控制中的可调整图形用于微调抠像的选项：

 • 搓擦方框：选择可将“色度”和“亮度”控制限制为调整要创建的遮罩中的柔和度（边缘透明度）。在此模

式中，无法手动调整容差（核心透明度），而容差由“抠像器”效果的自动采用一级在检视器中添加的任何 
“样本颜色”矩形确定。（若要增加遮罩容差，请添加更多“样本颜色”矩形或调整“强度”滑块。）

 • 手动：选择可使用“色度”和“亮度”控制调整要创建的遮罩中的柔和度（边缘透明度）和容差（核心透明

度）。确定先将“强度”滑块设定为大于 0 的值，再切换到“手动”模式；否则，将停用“色度”和“亮度” 
控制。切换到“手动”模式时，将停用“精炼抠像”工具和“强度”滑块，但是使用这些工具生成的样本仍 
可用于遮罩。

【重要事项】切换到“手动”模式时，最好不要切换回“搓擦方框”模式。为了实现最佳效果，开始使用“搓

擦方框”模式中的“样本颜色”和“边缘”工具抠像图像。如果您认为需要使用“色度”和“亮度”控制精炼遮

罩，之后切换到“手动”模式。但是，如果切换回“搓擦方框”模式，可能会遇到可能难以控制的附加采样和

设置为关键帧的值的意外组合。

 • 色度：拖移此颜色轮控制中的两个图形，以调整有助于定义抠像遮罩的色相和饱和度的分离范围。选定模式

控制颜色轮中的哪些图形可调整。外图形控制要创建的遮罩的柔和度（边缘透明度），且可在“搓擦方框”

或“手动”模式中调整。内图形控制容差（核心透明度），且只能在“手动”模式中调整。拖移任一图形的任一

侧都将展开或收缩图形边框，从而添加或减去影响抠像的色相和饱和度的范围。在“手动”模式中，还可以在

容差图形内拖移，以调整其在颜色轮中的总体位置。在颜色轮左侧，小图形显示色度滚降的斜线，即最受“色

度”控制影响的区域中遮罩边缘的相对柔和度。拖移“色度滚降”滑块（如下所述）会修改此斜线的形状。

【提示】此处可放大和平移“色度”控制，以更精确地调整图形。若要放大“色度”控制，请将指针移到颜

色轮上，并按住 Z 键向左拖移以缩小或向右拖移以放大。若要平移“色度”控制，请按住 H 键并以要移动
的方向在颜色轮中拖移。若要还原缩放并重新将“色度”控制居中，请将指针移到“色度”控制上并按下 
Shift-Z。

 • 亮度：拖移此灰度渐变中的可调整控制柄以修改亮度通道的分离范围（亮度和暗度的范围），这也有助于定

义抠像遮罩。顶部控制柄（仅显示在“手动”模式中）将亮度通道对抠像的影响力的容差（核心透明度）。底部

控制柄将调整亮度通道对抠像的影响力的柔和度（边缘透明度）。“图形”模式控制哪些控制柄可调整。在 
“搓擦方框”模式中，只能调整底部柔和度控制柄，这将修改影响遮罩边缘透明度的亮度和暗度的范围。

在“手动”模式中，您还可以调整顶部容差控制柄，这将修改遮罩亮度通道内的核心透明度。默认情况下， 
亮度图形左右两侧的斜线具有轻微的“S”曲线。通过调整“亮度滚降”滑块（如下所述），可修改曲线形状。

【注】亮度柔和度控制柄可能会超过“亮度”控制的外边界。这是由“抠像器”效果的浮点精度导致，是预期

行为。若要显示和移动超边控制柄，请拖移亮度图形的斜线。

 • 色度滚降：使用此滑块可调整色度滚降斜线（显示在“色度”控制左侧的小图形中）的线性。色度滚降将修

改最受“色度”控制影响的区域边缘周围的遮罩柔和度。减少此值会使图形斜线更具线性，从而柔化遮罩边

缘。减少此值会使图形斜线较陡峭，从而锐化遮罩边缘。

 • 亮度滚降：使用此滑块可调整亮度滚降斜线（显示在“亮度”控制中的贝尔形状亮度曲线的两端）的线性。 
亮度滚降将修改最受“亮度”控制影响的区域边缘周围的遮罩柔和度。减少此值会使“亮度”控制中的顶部

和底部控制柄之间的斜线更具线性，从而增加遮罩的边缘柔和度。增加此值会使斜线较陡峭，从而锐化遮罩

边缘和使其更突然。

 • 修正视频：选择此复选框可将子像素平滑应用于图像的色度分量，从而减少使用 4:2:0、4:1:1 或 4:2:2 色度
二次采样对压缩媒体进行抠像时导致的锯齿边缘。尽管默认情况下处于选择状态，但如果子像素平滑将降低

抠像的质量，可取消选择此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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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点按“遮罩工具”可显示以下控制：

 • 色阶：使用此灰度渐变可修改抠像遮罩的对比度，方法是拖移设定黑点、白点和偏移（灰色值在黑点和白点

之间的分布）的三个控制柄。调整遮罩对比度有助于处理抠像的半透明区域，以使其更具实色（通过减少白

点）或更具半透明性（通过增加黑点）。向右拖移“偏差”控制柄将侵蚀抠像的半透明区域，而向左拖移“偏

差”控制柄将使抠像的半透明区域更具实色。

 • 黑色、白色、偏移：点按“色阶”行中的显示三角形将显示“黑色”、“白色”和“偏移”参数的滑块。这些镜像上

述“色阶”控制柄的设置的滑块允许您对三个“色阶”参数设置关键帧（通过每个滑块右侧的“添加关键帧”

按钮）。对“黑”、“白”和“偏差”参数设置关键帧可生成更好的抠像，即可满足不断变化的蓝屏或绿屏 
情况。

 • 收缩/展开：使用此滑块可处理遮罩的对比度，以同时影响遮罩半透明度和遮罩大小。向左拖移滑块可使半透
明区域更具半透明性，同时收缩遮罩。向右拖移滑块可使半透明区域更具实色，同时扩展遮罩。

 • 柔化：使用此滑块可模糊抠像遮罩，从而按统一量羽化边缘。

 • 侵蚀：向右拖移此滑块可从抠像实色部分边缘向内逐渐增加透明度。

 4 点按“溢出抑制”可显示以下控制：

 • 溢出对比度：使用此灰度渐变可使用“黑点”和“白点”控制柄（和对应滑块），调整要抑制的颜色的对比度。

修改溢出对比度可减少前景素材周围的灰色镶边。“黑点”控制柄（位于渐变控制左侧）将使对于成功复合太

暗的边缘镶边变亮。“白点”控制柄（位于渐变控制右侧）将使太亮的边缘镶边变暗。这些控制可能在素材上

可能具有较大或较小的效果，具体取决于“溢出电平”滑块如何中性化溢出。

 • 黑、白：点按“溢出对比度”行中的显示三角形将显示“黑点”和“白点”参数的滑块。这些镜像上述“溢出

对比度”控制柄的设置的滑块允许您对“黑点”和“白点”参数设置关键帧（通过每个滑块右侧的“添加关

键帧”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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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色调：使用此滑块可恢复抠像前景素材的自然颜色。由于“溢出抑制”控制通过降低素材上消除了细微蓝色

或绿色镶边和反光的饱和度，消除了蓝色或绿色溢出，“色调”滑块让您可以添加色相以恢复素材的自然颜

色。此参数过度会导致使用要抑制的色相的补充颜色（绿色为洋红色，而蓝色为橙色）过度着色素材。

 • 饱和度：使用此滑块可修改“色调”滑块引入的色相范围（在适度级别使用“色调”滑块时）。

 5 点按“光融合”可显示以下控制：

 • 数量：使用此滑块可控制总体光融合效果，从而设定光融合延伸到前景的距离。

 • 强度：使用此滑块可调整灰度系数大小，以使融合边缘值与抠像前景素材的交互变亮或变暗。

 • 不透明度：使用此滑块可使光融合效果淡入或淡出。

 • 模式：使用此弹出式菜单可选取将采样背景值与抠像素材边缘混合的复合方法。存在五个模式：

 • 正常：将背景层中的亮值和暗值域抠像前景层边缘混合。

 • 增亮：比较前景层和背景层中的重叠像素，然后保留两者中的较亮者。适用于创建选择性光融合效果。

 • 屏幕：将背景层的较亮部分叠加在抠像前景层的融合区域。适用于创建主动式光融合效果。

 • 叠层：将背景层与抠像前景层的融合区域组合，以便重叠暗部分变暗，亮部分变亮，且颜色将增强。

 • 强光：类似于叠层复合模式，只是颜色将柔和。

将色度抠像效果制作成动画

若要补偿前景片段中不断变化的条件，可以在片段中的多个点进行“样本颜色”和“边缘”调整。

以下步骤假定您已应用色度抠像效果。

 1 将时间线的播放头放在片段开始处。

 2 使用“样本颜色”和“边缘”（如上所述）创建良好的色度抠像。

 3 将时间线的播放头放在片段中后面的点，其中灯光或背景条件将更改，从而导致色度抠像不再可接受。

 4 使用“样本颜色”和“边缘”再次创建良好的色度抠像。

 5 若要在其他播放头位置添加附加调整，请根据需要重复步骤 3 和 4。

 6 若要在添加的每个调整点之间移动播放头，请使用“跳转到样本”箭头。

播放片段时，“样本颜色”和“边缘”设置将平滑地从一个样本点切换到下一个样本点。若要实现更大控制， 
可以针对“视频”检查器的“抠像器”部分中的大多数其他设置添加关键帧。有关使用关键帧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第 227 页视频动画概述。

【注】“颜色选择”控制中的色度和亮度图形关键帧仅显示在“视频”检查器中，而不显示在时间线的视频动画

编辑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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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亮度抠像
亮度抠像提供了根据视频中的亮度电平在背景片段上复合前景片段的方法。这对静止图像最有用，如黑色背景

上的标志图片或电脑生成的图形。

在以下示例中，此测速仪图像将在户外汽车场景上抠像，从而创建反射外观。

应用亮度抠像效果

 1 在时间线中，将播放头移到背景片段（要将亮度抠像片段叠加在其上的片段）中要开始抠像的点。

 2 在浏览器中，选择前景片段（含要移除的黑色或白色的亮度抠像片段）中要在背景上抠像的片段，然后选取 
“编辑”>“连接到主要故事情节”（或按下 Q 键）。

Foreground clip

Background clip

有关采用这种方式连接片段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9 页连接片段以添加切换镜头、字幕和同步的声音效果。

 3 在时间线中选择前景片段，然后点按工具栏中的“效果”按钮。

 4 在效果浏览器中，选择“亮度抠像器”效果。

【提示】在效果浏览器的搜索栏中键入“抠像器”可快速找到“亮度抠像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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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将效果拖移到要应用它的时间线前景片段。

 • 连按效果缩略图以将其应用于所选片段。

“亮度抠像器”效果会自动配置自身以移除黑色背景视频。如果产生的抠像不对或要改善它，则可以调整亮度

抠像效果。

调整亮度抠像效果

以下步骤假定您已应用“亮度抠像器”效果。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含“亮度抠像器”效果的片段。

 2 打开“视频”检查器。

“视频”检查器的“效果”部分将显示可用于调整“亮度抠像器”效果的参数。

 3 若要倒转抠像和移除前景片段的白色区域，而不是其黑色区域，请选择“反转”。

 4 若要调整白色和黑色片段值，请拖移渐变缩略图图像任一端的控制柄。

默认情况下，这些控制柄设定为提供线性抠像，其中亮度电平将以线性方式控制前景的透明度，即 100% 白色
为全不透明，0% 黑色为全透明，而 25% 灰色保留 25% 的前景图像。拖移白色和黑色控制会更改值，从而产生
全不透明或全透明的前景视频。

 5 若要调整边缘的柔和度，请调整“亮度滚降”控制。

值越高，边缘就越硬，从而移除任何部分透明度；而较低值可利用边缘可能具有的任何反锯齿或柔和度。

 6 若要帮助微调抠像，请使用“显示”选项：

Original 
(unprocessed 
foreground)

Matte (foreground-based 
alpha signal created 
by the keyer)

Composite 
(foreground combined 

with background)

The name of the 
currently selected 
View button

 • 复合：显示最终复合图像，其中抠像前景素材位于背景片段上。这是默认视图。

 • 遮罩：显示抠像操作生成的灰度遮罩或 Alpha 通道。白色区域是实色，黑色区域是透明，而不同的灰色阴影
表示不同的透明度级别。查看 Alpha 通道将能更方便地发现抠像中不需要的孔或不够透明的区域。

 • 原始状态：显示未抠像的原始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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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若要将图像中的平滑锯齿文本或图形保持视觉上原封不动（可改善边缘），请选择“保持 RGB”。

 8 若要将抠像效果与未抠像效果混合，请调整“混合”控制。

有关进行高级亮度抠像调整的信息，请参阅以下说明。

进行高级亮度抠像调整

以下控制可用于不同抠像情况或微调特定问题：

 • 遮罩工具：这些控制用于精炼以前参数集生成的透明度遮罩。这些参数不会修改采样以创建抠像遮罩的值

范围。相反，它们修改“抠像器”效果的基本和高级控制生成的遮罩，让您可以收缩、扩展、柔滑或反转遮罩

以实现更好的复合。

 • 光融合：这些控制用于将复合的背景层中的颜色和亮度值与抠像前景层混合。使用这些控制，可以模拟环境

照明与抠像素材的交互，使其显示为如同背景光融合在素材边缘周围。

以下步骤假定您已应用亮度抠像效果。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含“亮度抠像器”效果的片段。

 2 打开“视频”检查器。

“视频”检查器的“效果”部分将显示可用于调整“亮度抠像器”效果的参数。

 3 点按“遮罩工具”可显示以下控制：

 • 填充孔：增加此参数值会将实色添加到抠像内边缘透明度的区域。当您对抠像边缘感到满意，但内部具有无

法在不破坏边缘的情况下通过“亮度滚降”参数消除的不需要的孔时，此控制将很有用。

 • 边缘距离：让您可调整“填充孔”参数获取的效果与抠像素材边缘的接近程度。减少此参数值可让遮罩的填

充区域更接近素材的边缘，从而牺牲边缘的半透明度。增加此参数值会将遮罩的填充区域推离边缘，这可能

会在应该为实色的素材部分内产生具有不需要的半透明度的区域。

 • 色阶：使用此灰度渐变可修改抠像遮罩的对比度，方法是拖移设定黑点、白点和偏移（灰色值在黑点和白 
点之间的分布）的三个控制柄。调整遮罩对比度有助于处理抠像的半透明区域，以使其更具实色（通过减少

白点）或更具半透明性（通过增加黑点）。向右拖移“偏差”控制柄将侵蚀抠像的半透明区域，而向左拖移 
“偏差”控制柄将使抠像的半透明区域更具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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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黑色、白色、偏移：点按“色阶”行中的显示三角形将显示“黑色”、“白色”和“偏移”参数的滑块。这些镜像上

述“色阶”控制柄的设置的滑块允许您对三个“色阶”参数设置关键帧（通过每个滑块右侧的“添加关键帧”

按钮）。对“黑”、“白”和“偏差”参数设置关键帧可生成更好的抠像，即可满足不断变化的蓝屏或绿屏 
情况。

 • 收缩/展开：使用此滑块可处理遮罩的对比度，以同时影响遮罩半透明度和遮罩大小。向左拖移滑块可使半透
明区域更具半透明性，同时收缩遮罩。向右拖移滑块可使半透明区域更具实色，同时扩展遮罩。

 • 柔化：使用此滑块可模糊抠像遮罩，从而按统一量羽化边缘。

 • 侵蚀：向右拖移此滑块可从抠像实色部分边缘向内逐渐增加透明度。

 4 点按“光融合”可显示以下控制：

 • 数量：使用此滑块可控制总体光融合效果，从而设定光融合延伸到前景的距离。

 • 强度：使用此滑块可调整灰度系数大小，以使融合边缘值与抠像前景素材的交互变亮或变暗。

 • 不透明度：使用此滑块可使光融合效果淡入或淡出。

 • 模式：使用此弹出式菜单可选取将采样背景值与抠像素材边缘混合的复合方法。存在五个模式：

 • 正常：将背景层中的亮值和暗值域抠像前景层边缘混合。

 • 增亮：比较前景层和背景层中的重叠像素，然后保留两者中的较亮者。适用于创建选择性光融合效果。

 • 屏幕：将背景层的较亮部分叠加在抠像前景层的融合区域。适用于创建主动式光融合效果。

 • 叠层：将背景层与抠像前景层的融合区域组合，以便重叠暗部分变暗，亮部分变亮，且颜色将增强。

 • 强光：类似于叠层复合模式，只是颜色将柔和。

最终确定抠像
通常，前景图像将具有不想出现在复合输出中的对象。这些可能是制作项，如麦克风架和灯架或色度抠像背景

的边缘。此外，您可能需要调整或重新定位前景对象，以更适合背景。在最后一步中，可以使用颜色校正器调整

前景，使其与背景外观匹配。

Final Cut Pro 包括可用于实现这些用途的效果。

使用遮罩效果

 1 在时间线中，将播放头移到背景片段（要将色度抠像片段叠加在其上的片段）中要开始抠像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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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浏览器中，选择前景片段（含要移除的颜色的色度抠像片段）中要在背景上抠像的片段，然后选取“编辑”> 
“连接到主要故事情节”（或按下 Q 键）。

Foreground

Background 
attached as a 
connected clip

有关采用这种方式连接片段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9 页连接片段以添加切换镜头、字幕和同步的声音效果。

 3 选择前景片段。

在上述示例中，需要移除灯架。

 4 点按工具栏中的“效果”按钮。

 5 在效果浏览器中，连按“遮罩”效果以将其应用于选定的前景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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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在效果浏览器的搜索栏中键入“遮罩”可快速找到遮罩效果。

 6 调整遮罩的四个角，以裁剪要移除的对象，即此处的灯架。

调整遮罩时，务必保留阴影和其他详细信息，以便后面使抠像更真实。

 7 将相应抠像器效果应用于前景片段。

前景将在背景上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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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变换”定位前景图像

以下步骤假定已配置抠像，但需要重新定位前景图像。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前景片段。

 2 在检视器的左下角，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变换”，然后将图像移到想要的位置。在上述示例中，不妨将女人移
到左侧。

您还可以调整图像大小。

 3 完成前景图像重新定位后点按检视器中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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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

复合概述
复合是指将两个或多个视频片段的部分组合为单个图像。

多种方法可用于在 Final Cut Pro 中组合视频图像：

 • 转场：所有视频转场均涉及将一个片段的一端与第二个片段的开始处组合，从而在转场期间产生同时出现的

两个片段的组合。 

 • 抠像：所有抠像均涉及在背景图像上复合前景图像。

 • Alpha 通道：许多电脑生成的视频片段都具有 Alpha 通道（内建遮罩），以精确定义在背景片段上复合的 
片段区域。这些无需抠像设置，且通常自动执行。许多效果（如“变换”和“变形”）、发生器（如“形状”和 
“时间码”）和字幕都使用 Alpha 通道。

 • 复合：时间线中的每个视频片段都具有一组复合设置。当您想要在不使用抠像效果的情况下组合片段时， 
可以使用这些设置。

使用 Alpha 通道
Alpha 通道提供了一种在一个图像上复合另一个图像的轻松方法。使用 Motion（旨在与 Final Cut Pro 配合
使用的 Apple 应用程序）等应用程序时，可创建含 Alpha 通道的静止图像和视频片段。Alpha 通道可被视为
具有内建抠像器。使用抠像效果时，将创建使用方式与将含 Alpha 通道的片段用于复合的方式相同的遮罩。

下面是一个含 Alpha 通道的片段示例，其中显示了填充 Alpha 通道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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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 Alpha 通道图像，其中白色区域定义了在背景上复合的视频区域。灰色区域（在本示例中定义阴影） 
定义了部分透明的图像部分。

这是最终复合在背景片段上的外观。

使用含 Alpha 通道的片段
 1 将时间线中的播放头放在要添加 Alpha 通道片段的位置。

 2 在浏览器中选择具有 Alpha 通道的片段，然后选取“编辑”>“连接到主要故事情节”（或按下 Q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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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若要查看复合片段，请将播放头放在刚添加到主要故事情节上方的片段内。

Connected clip 
(composite foreground)

Primary storyline clip 
(composite background)

该片段在主要故事情节视频片段上复合，其中 Alpha 通道控制其片段的不透明度。

您还可以使用“不透明度”调整的渐变控制柄打开和关闭前景片段叠化。

使用“复合”设置
“复合”设置提供了各种可用于组合两个图像的选项。您可以进行简单调整以均匀组合两个图像，也可以从使用

视频内容确定如何组合图像的设置中选取。

使用“不透明度”调整

 1 将时间线中的播放头放在要将片段放在主要故事情节上方的位置。

 2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添加的片段，然后选取“编辑”>“连接到主要故事情节”（或按下 Q 键）。 

 3 若要查看复合片段，请将播放头放在刚添加的片段内。

默认情况下，新片段将使主要故事情节上的片段完全变暗。

 4 若要将新片段设为部分透明，请在时间线中选择它，然后调整“视频”检查器的“复合”部分中的“不透明度” 
控制。

设定的“不透明度”越接近 0%，主要故事情节上方的片段就变得越透明。此外，您还可以使用视频动画编辑器
中的“不透明度”渐变控制柄打开和关闭复合片段，也可以添加关键帧以在指定点更改不透明度值。

选取混合模式

 1 将时间线中的播放头放在要将片段放在主要故事情节上方的位置。

 2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添加的片段，然后选取“编辑”>“连接到主要故事情节”（或按下 Q 键）。 

 3 若要查看复合片段，请将播放头放在刚添加的片段内。

默认情况下，新片段将使主要故事情节上的片段完全变暗。

 4 从“视频”检查器“复合”部分的“混合模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选项。

许多混合模式设置可供选取。正确使用设置取决于视频内容和您想要的外观类型。此外，您还可以调整“不透 
明度”控制，以使混合模式设置更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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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校正概述
在任何后期制作工作流程中，颜色校正通常是精编已编辑节目的最后步骤之一。要对素材进行颜色校正有许多

原因：

 • 确定节目中的关键元素保持原样，如肤色

 • 平衡要匹配的场景中的所有镜头

 • 校正颜色平衡和曝光中的错误

 • 实现外观，如让场景更暖或更冷

 • 通过处理颜色和曝光，创建对比度或特殊效果

Final Cut Pro 颜色校正工具允许您通过调整每个片段的颜色平衡、阴影色阶、中间色调色阶和高光色阶来精
确地控制项目中每个片段的外观。

Click to return to the 
Video inspector.

Click the Reset button to 
remove the adjustments 
in this pane.

Choose the correction 
to work with.

Drag the controls to 
change the values.

Use value sliders to 
change the values.

Use the Action pop-up menu 
to create or choose a color 

correction preset.

Final Cut Pro 还包括几种自动工具，可用于快速平衡和匹配片段中的颜色。您可以：

 • 自动平衡颜色：借助一次点按，中性化任何色偏并将图像对比度最大化。请参阅第 329 页颜色平衡概述。

 • 自动匹配片段的颜色和外观：借助两次点按，使一个或多个片段与选取的任何片段的颜色外观匹配。请参阅

第 330 页自动在片段之间匹配颜色。

 • 手动调整颜色、饱和度和曝光：手动校正片段的整体颜色，或使用颜色或形状遮罩将校正限制为图像中 
的特定颜色范围或区域。您甚至可以将多个手动颜色校正添加到一个片段。请参阅第 331 页手动颜色校正
概述。

 • 存储颜色校正设置并将其应用于其他片段：存储片段的颜色校正设置并将其应用于该项目或其他项目中的

其他片段。请参阅第 339 页存储和应用颜色校正预置。

颜色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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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功能互相独立，但可以打开和关闭任意功能以查看其效果，其中使用顺序很重要。通常，应该以平衡 
颜色、匹配颜色和（如果需要）手动颜色校正的顺序使用这些功能。

Final Cut Pro 还包括多个可在手动进行视频颜色校正时使用的视频观测仪。这些观测仪可用于精确监视视频
片段的亮度和色度。

自动分析和平衡颜色

颜色平衡概述
Final Cut Pro 包括自动颜色平衡功能。使用颜色平衡功能时，Final Cut Pro 将采用图像亮度通道的最暗区域
和最亮区域为样本，并调整图像中的阴影和高光以中性化任何色偏。此外，Final Cut Pro 还会调整图像以实现
图像对比度最大化，以便镜头占用最宽可用亮度范围。

用作参考帧的视频帧取决于片段是否已进行颜色分析：

 • 如果片段已进行颜色分析，不管是在导入期间还是在浏览器中：分析过程均会提取整个片段的颜色平衡 
信息。不管是将某个片段部分还是整个片段添加到项目，颜色平衡功能都会选取项目片段中与正确平衡最接

近的帧。这表示，如果将同一浏览器中的多个部分片段添加到项目，则每个片段都将根据自身媒体部分的分

析信息平衡。

 • 如果片段尚未进行颜色分析且您平衡了其颜色：通过将播放头移到片段中的该帧，可以确定在时间线中选择

的片段的参考帧。如果播放头位于不同片段或已在浏览器中选择片段，则使用片段的中间帧。

分析片段颜色平衡
为了自动平衡片段颜色，Final Cut Pro 会将片段中的一个帧用作参考，然后计算随后将应用于整个片段的 
校正。分析片段颜色平衡让 Final Cut Pro 可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帧作为片段的颜色平衡参考帧。

可以在导入时分析片段颜色平衡，不管是从摄像机导入、导入文件还是从 Finder 窗口将片段直接拖到时间 
线中。您还可以随时在浏览器中分析片段颜色平衡。

分析片段颜色平衡可能需要几秒钟（对于较短片段）到一分钟或更多时间（对于较长片段）。如果还分析人员和

稳定问题，则分析过程将需要更长时间。

分析片段颜色平衡后，可以随时打开或关闭颜色平衡校正。默认情况下，颜色平衡校正对于浏览器中的片段处

于关闭状态，而对于时间线中的片段（如果已分析）则处于打开状态。有关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打开和关闭颜色

平衡校正的信息，请参阅第 330 页平衡片段颜色。

文件导入期间分析颜色平衡

 1 选取“文件”>“导入”>“媒体”（或按下 Command-I）。

 2 选择要导入的文件，然后在窗口的“视频”部分中选择“针对颜色平衡进行分析”。

 3 点按“导入”。

这将导入文件并分析是否存在颜色平衡问题。

针对从 Finder 拖到时间线的文件分析颜色平衡
 1 选取“Final Cut Pro”>“偏好设置”，或按下 Command-逗号键 (,)。

 2 在 Final Cut Pro 的“偏好设置”窗口中，点按“导入”按钮并在“视频”部分中选择“针对颜色平衡进行分析”。

现在将分析从 Finder 直接拖到时间线的所有片段。

【注】在“偏好设置”窗口中更改此设置时，还将在包含“针对颜色平衡进行分析”选项的所有其他窗口中更改

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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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浏览器中的片段分析颜色平衡

分析浏览器中的事件的颜色平衡时，将跳过导入期间分析的任何片段。

 1 在浏览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修改”>“分析和修复”。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其中一个选定片段，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分析和修复”。

 3 在显示的窗口中，选择“视频”部分中的“针对颜色平衡进行分析”并点按“好”。

平衡片段颜色
Final Cut Pro 中的片段具有可打开和关闭自动颜色平衡校正的平衡设置，而不管片段是位于浏览器还是位于
时间线中。用作参考帧的帧是在颜色平衡分析期间选取的帧、播放头位于时间线位置所在的帧或中间帧。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29 页颜色平衡概述。

打开和关闭片段颜色平衡校正

 1 在时间线或浏览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修改”>“平衡颜色”（或按下 Option-Command-B）。

 • 从工具栏的“增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平衡颜色”。

 • 在“视频”检查器的“颜色”部分中，选择或取消选择“平衡”复选框。

Click to turn Balance on or off.

Balance analysis status

自动在片段之间匹配颜色
您的项目可能会使用来自各种源的视频。匹配颜色功能便于确保位于同一位置的所有场景都有同一外观。

在片段之间匹配颜色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要调整的片段。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修改”>“匹配颜色”（或按下 Option-Command-M）。

 • 从工具栏的“增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匹配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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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视频”检查器的“颜色”部分中，点按“匹配颜色”旁边的“选取”按钮。

检视器将更改为在右侧显示时间线播放头的帧，并在左侧显示指针所在的帧。

The clip that the pointer is 
over is the color match source. 
Click to preview the color match.

The selected 
Timeline clip is the 
color match target.

 3 浏览时间线或浏览器中的任何片段，查找具有要匹配的颜色外观的帧，然后点按以预览应用于所选片段的外观。

您可以点按各种片段，直至找到您想要的外观。

【提示】您不妨导入具有您想要的外观的静止图像，即使它与项目无关，以便可匹配其颜色外观。

 4 若要接受当前外观，请点按“匹配颜色”窗口中的“应用匹配”。

检视器将恢复至正常配置，而所选时间线片段更改为新外观。

打开或关闭匹配颜色校正

您可以关闭已应用于片段的颜色匹配校正。这适用于查看原始片段和所选片段之间的差异。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应用了匹配色校正的片段。

 2 点按“视频”检查器的“颜色”部分中的“颜色匹配”复选框。

手动调整颜色

手动颜色校正概述
Final Cut Pro 包括强大的手动颜色校正工具，可用于实现各种颜色校正或增强效果：

 • 将颜色校正应用于整个图像：调整整个片段图像的颜色色调、颜色饱和度和曝光。请参阅第 332 页对整个图
像进行颜色校正。

 • 在图像中选取要校正的特定颜色：例如，选取亮色对象，如衬衫和汽车，并使用颜色校正设置停用或更改颜色。

请参阅第 333 页使用颜色遮罩锁定特定颜色。

 • 选取要校正的图像区域：绘制一个或多个形状遮罩，然后选取校正是应用于遮罩内还是遮罩外。您甚至可以让

遮罩位置随片段播放而更改。请参阅第 335 页使用形状遮罩锁定特定区域。

您还可以将多个颜色校正应用于单个片段，然后将形状遮罩与颜色遮罩配合使用。例如，可以使用一个校正设 
置片段的整体颜色外观，另一个校正来锁定和更改特定颜色，以及第三个校正来锁定形状遮罩定义的不同颜色 
或区域。请参阅第 338 页应用多个颜色校正和第 337 页将形状遮罩添加到颜色遮罩。

您可使用颜色板进行手动颜色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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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整个图像进行颜色校正
您可使用颜色板手动调整片段的颜色、饱和度和曝光。

手动对整个片段图像进行颜色校正

 1 在时间线中选择片段，然后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窗口”>“前往”>“颜色板”（或按下 Command-6）。

 • 从工具栏的“增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显示颜色板”。

 • 点按“视频”检查器的“颜色”部分中的“颜色板”按钮 。（进行任何颜色板调整后，按钮就更改颜色。）

 • 点按时间线中某个片段的左上角，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颜色调整”。

Click to return to the 
Video inspector.

Click the Reset button to 
remove the adjustments 
in this pane.

Choose the correction 
to work with.

Drag the controls to 
change the values.

Use value sliders to 
change the values.

Use the Action pop-up menu 
to create or choose a color 

correction preset.

 2 如果片段应用了多个校正，请从颜色板右上角的“校正”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要调整的校正。

 3 若要添加或移除颜色色调，请点按“颜色”（或按下 Option-Command-C），然后拖移“颜色”面板中的控制。

 • 若要调整整个图像的色调：拖移“全局”控制（大灰色控制）。

 • 若要调整图像较暗区域中的色调：拖移“阴影”控制（黑色控制）。

 • 若要调整中间色调的色调：拖移“中间色调”控制（小灰色控制）。

 • 若要调整图像较亮区域中的色调：拖移“高光”控制（白色控制）。

向上拖移控制会将颜色添加到视频，而向下拖移会减去颜色（有效添加相反颜色）。左右拖移控制可选取要添

加或减去的颜色。

您还可以使用相应的值滑块选择控制并输入用数字表示的数值。 

【提示】若要上移或下移所选颜色板控制，请按下上箭头键或下箭头键。在“颜色”面板中，还可以使用左箭头

键或右箭头键向左或向右移动所选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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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若要调整片段的色度，请点按“饱和度”（或按下 Option-Command-S），然后拖移“饱和度”面板中的控制。 

 • 若要调整整个图像的饱和度：拖移左侧的“全局”控制。

 • 若要调整图像较暗区域中的饱和度：拖移“阴影”控制。

 • 若要调整中间色调的饱和度：拖移“中间色调”控制。

 • 若要调整图像较亮区域中的饱和度：拖移“高光”控制。

向上拖移控制会增加色度，而向下拖移会减少色度。这些控制不能左右移动。

您还可以使用相应的值滑块选择控制并输入用数字表示的数值。 

 5 若要调整片段的亮度，请点按“曝光”（或按下 Option-Command-E），然后拖移“曝光”面板中的控制。

 • 若要调整整个图像的曝光：拖移左侧的“全局”控制。

 • 若要调整图像较暗区域中的曝光：拖移“阴影”控制。

 • 若要调整中间色调中的曝光（类似于灰度系数控制）：拖移“中间色调”控制。

 • 若要调整图像较亮区域中的曝光：拖移“高光”控制。

向上拖移控制会增加亮度，而向下拖移会减少亮度。这些控制不能左右移动。

您还可以使用相应的值滑块选择控制并输入用数字表示的数值。 

您可以使用命令编辑器分配键盘快捷键，以在颜色板中进行调整时打开颜色校正，以及将键盘快捷键分配给许

多其他颜色板功能。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07 页在命令编辑器中查看键盘快捷键。

还原和关闭颜色板颜色校正

 1 在时间线中，选择要移除颜色校正的片段。

 2 在颜色板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将当前所选控制还原为中性状态：按下 Delete 键。

 • 若要将面板的所有控制还原为中性状态：点按面板右上角的还原按钮 。

 • 若要将所有三个颜色板面板都还原为中性状态：在“视频”检查器的“颜色”部分中，点按校正设置右侧的还

原按钮 。

Click here to turn the 
correction on or off.

Color Board 
Reset button

 • 若要关闭颜色板校正而不还原：在“视频”检查器的“颜色”部分中，取消选择校正复选框。

关闭和打开校正便于快速查看调整效果。

使用颜色遮罩锁定特定颜色
颜色遮罩会隔离图像中的特定颜色。您可以应用颜色遮罩来校正特定颜色和/或在校正图像区域部分时排出该
颜色。例如，可以停用背景中分散片段主体注意力的亮色衬衫。

使用颜色遮罩控制颜色校正时，可挑选颜色，然后独立调整该颜色（降低、增强或更改），或调整该颜色之外的

任务内容（例如，增加色调或降低亮度或色度）。

将颜色遮罩添加到颜色校正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具有要停用或增强的颜色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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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点按“视频”检查器的“颜色”部分中的“添加颜色遮罩”按钮。

Click here to add 
a color mask.

这将显示“颜色遮罩”部分。

Selected mask color

When the button is 
highlighted, use the 
eyedropper to select the 
mask color in the Viewer.

Sets edge softness

 3 在检视器中，将滴管放在图像中要隔离的颜色上，然后拖移选择颜色。

Drag to select the 
color to mask.

拖移时，将显示两个同心圆。外圆的大小确定所选颜色中颜色遮罩包括的变体范围。更改外圆大小时，图像将变

为单色，但要选择的颜色除外。您可以根据需要任意多次拖移新选择圆，以尝试更佳效果。

【注】停止拖移时，图片将恢复原始外观，但只要开始在颜色板中进行调整，就可看到创建的颜色遮罩的效果。

接着，可以返回“视频”检查器并使用滴管调整颜色遮罩。

 4 若要更改遮罩中包括的颜色变体范围，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添加颜色阴影：按住 Shift 键，将滴管放在要添加到遮罩的颜色上，然后拖移选择颜色。

 • 若要减去颜色阴影：按住 Option 键，将滴管放在要从遮罩移除的颜色上，然后拖移选择颜色。

 5 若要调整颜色遮罩边缘，请拖移“柔和度”滑块。

若要让检视器临时显示颜色遮罩，请按住 Option 键，然后拖移“柔和度”控制：白色表示完全不透明遮罩 
区域，黑色表示遮罩之外的区域，而灰色色阶表示透明遮罩区域。

 6 若要调整此颜色遮罩的颜色校正设置，请点按“视频”检查器中的“颜色板”按钮 。（进行任何颜色板调 
整后，按钮颜色就会更改。）

 7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将颜色校正应用于所选颜色：点按“内部”。 

 • 若要将颜色校正应用于所选颜色之外的任何内容：点按“外部”。

您可以校正遮罩的内部和外部区域，其中每个区域实际上都具有自己的完整颜色板控制集。例如，可以选择 
“遮罩内”并增强锁定颜色，然后选择“遮罩外”以让任何其他内容变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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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调整颜色板控制以创建您想要的效果。

有关使用颜色板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32 页对整个图像进行颜色校正。

若要限制受颜色遮罩影响的图像区域，可以添加形状遮罩。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37 页将形状遮罩添加到
颜色遮罩。

使用形状遮罩锁定特定区域
形状遮罩定义图像中的某个区域，以便在该区域内部或外部应用颜色校正。例如，可能想要通过让面部周围的

区域变暗来突出主体面部。

您可以添加多个形遮罩版来定义多个区域，也可以将这些形状制作成动画，以便在摄像机摇动时跟随区域或对

象随片段播放而移动。

添加形状遮罩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具有要停用或增强的颜色的区域的片段。

 2 点按“视频”检查器的“颜色”部分中的“添加形状遮罩”按钮。

Click here to add 
a shape mask.

这将显示“形状遮罩”区域。

Click here to show or 
hide the shape mask 
onscreen controls.

 3 若要调整显示在检视器中的默认形状，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Drag this handle to make 
the shape rectangular.

Drag the outer edge 
to control the softness.

Drag any of these 
handles to change the 
shape’s width or height.

Drag the center circle 
to move the shape.

Drag this handle 
to rotate the shape.

 • 若要定位形状：拖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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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调整形状的宽度或高度：拖移内圆 90 度点（上、下、左或右）处的四个控制柄中的任意一个。您可以按住 
Shift 键并拖移，以强制所有边都按比例缩放。

 • 若要控制形状的圆度：将控制柄拖移到内圆上控制柄的左侧。

 • 若要旋转形状：拖移旋转控制柄（从中心延伸）。

 • 若要控制形状边缘的柔和度：拖移外圆。将外圆设定为靠近内圆时，将创建硬边缘且突然转场到应用的 
校正，而将外圆拖离内圆时，将创建较柔和的边缘和较平缓的转场。

 • 若要隐藏遮罩控制：点按“视频”检查器的“颜色”部分中的“形状遮罩”区域中的“形状遮罩”屏幕控制 
按钮。

 4 若要调整此形状遮罩的颜色校正设置，请点按“视频”检查器中的“颜色板”按钮 。（进行任何颜色板调 
整后，按钮颜色就会更改。）

 5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将颜色校正应用于形状区域：点按“内部”。

 • 若要将颜色校正应用于形状区域之外的任何内容：点按“外部”。

您可以校正遮罩的内部和外部区域，其中每个区域实际上都具有自己的完整颜色板控制集。例如，可以选择 
“遮罩内”并增强形状区域，然后选择“遮罩外”以让任何其他内容变暗。

 6 调整颜色板控制以创建您想要的效果。

有关使用颜色板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32 页对整个图像进行颜色校正。

 7 若要将其他形状添加到校正，请再次点按“视频”检查器的颜色校正区域中的“添加形状遮罩”按钮。

另一个默认形状将显示在检视器中，而原始形状变暗。通过点按中心，可选择并继续配置原始形状。

删除形状遮罩

 1 在“视频”检查器中，选择要删除的形状遮罩项目。

Select a Shape Mask 
item and press Delete.

 2 按下 Delete 键。

【注】如果删除校正中的所有形状遮罩，则会将遮罩内校正应用于整个图像。

将形状遮罩制作成动画

您可以使用关键帧将形状遮罩制作成动画，以便跟随屏幕对象的移动。

 1 若要添加形状遮罩，请遵循上面“添加形状遮罩”中的说明。

 2 在时间线中，将具有该形状的片段上的播放头放在要形状开始移动的帧上。

 3 将形状遮罩放在检视器中的开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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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视频”检查器中，点按“关键帧”按钮。

Click here to add 
a keyframe.

这将在播放头位置添加关键帧。通过按下 Control-V 以打开视频动画编辑器，可在时间线中看到它。关键帧
在“颜色”部分中以菱形方式显示在播放头位置。

Keyframe indicator

 5 将播放头移到片段中要定义形状遮罩位置的下一点，重新定位形状遮罩，然后添加第二个关键帧。

 6 若要在整个片段中重新定位形状遮罩，请继续添加关键帧，直至定义好您想要的形状移动。

添加所有关键帧后，可以播放片段，以查看关键帧之间的形状遮罩移动。有关使用关键帧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227 页视频动画概述。

将形状遮罩添加到颜色遮罩
通常，在创建颜色遮罩时，受影响的视频区域会比预期多。例如，屏幕左侧可能是要进行颜色校正的红色汽车，

而右侧是不想受影响的红色停车标志。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添加一个或多个形状遮罩，以将颜色遮罩限制为形

状遮罩定义的区域。

将形状遮罩添加到颜色遮罩

 1 在时间线中选择某个片段，然后使用“视频”检查器向其添加颜色遮罩。

 2 使用颜色板应用颜色校正，然后注意不想受颜色遮罩影响的视频区域。

有关使用颜色板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32 页对整个图像进行颜色校正。

 3 在“视频”检查器中，点按具有颜色遮罩的校正中的“添加形状遮罩”按钮。

Click here to add 
a shape mask 
to the correction.

 4 调整形状掩码，以便重叠要使用的颜色遮罩部分。

 5 若要调整颜色校正设置，请点按“视频”检查器中的“颜色板”按钮 。（进行任何颜色板调整后，按钮颜色就

会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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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进行仅应用于颜色遮罩和形状遮罩之间的重叠区域的颜色校正调整：选择颜色板底部的“遮罩内”。

 • 若要进行应用于颜色遮罩和形状遮罩之间的重叠区域外部的颜色校正调整：选择“遮罩外”。

如果需要，可以添加其他形状遮罩，甚至将其制作成动画。

应用多个颜色校正
您可以将多个颜色校正应用于一个片段以锁定特定问题。例如，可以让一个颜色校正停用亮橙色衬衫，另一个颜

色校正增强草坪绿色。

颜色遮罩根据片段中的原始颜色创建。例如，如果第一个颜色校正从片段中移除所有色度，则第二个颜色校正

仍可以根据片段中的原始颜色创建颜色遮罩。

将多个颜色校正应用于片段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片段。

 2 若要添加其他颜色校正项目，请点按“视频”检查器中的“添加校正”按钮。

Click here to add a correction.

默认情况下，“颜色”部分包含第一个手动颜色校正项目（校正 1）及平衡颜色项目和匹配颜色项目。添加的颜色
校正项目命名为校正 2、校正 3，依此类推。每个校正项目都具有自己的颜色板按钮；点按其中一个即可打开包
含该校正的设置的颜色板。您还可以使用右上角的弹出式菜单在颜色板中选取校正。

【注】如果您已将多个校正应用到片段，则可以在“视频”检查器中拖移这些校正以改变其顺序。重新排列处

理顺序可以得出不同的结果。

在时间线中查看颜色校正关键帧

如果一个片段具有多个含动画形状遮罩的校正，则可以在时间线中片段上方的视频动画编辑器中查看一个校正

的形状遮罩关键帧。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具有多个应用了动画形状遮罩的颜色校正的片段。

 2 选取“片段”>“显示视频动画”（或按下 Control-V）。

 3 从“颜色”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要查看的颜色校正：

 • 若要查看所有校正中的关键帧复合：选取校正。如果它包含多个形状遮罩，则选取要查看的遮罩。

 • 若要查看校正中特定形状遮罩的关键帧：选取校正。如果它包含多个形状遮罩，则选取要查看的遮罩。

选取特定校正时，如校正 2，将看到其关键帧呈白色，而其他校正的关键帧呈深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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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颜色校正之间添加转场
您可以使用转场将视频片段从一个颜色校正更改为另一个颜色校正。例如，如果您想要场景逐渐高亮显示两个

主角，则可以使用转场在正常和应用了形状遮罩和颜色校正的片段之间叠化，以使遮罩外部的图像变暗。

【重要事项】确保从 Final Cut Pro 偏好设置“编辑”面板的“转场应用方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可用媒体”。
有关此设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86 页如何创建转场。

将片段配置为更改转场

 1 通过按住 B 键，临时切换到切割工具。

 2 在时间线中，点按位于颜色校正之间要更改的点的视频片段。

该片段将拆分为两个片段。

 3 将不同颜色校正应用于每个片段。

您还可以保留一个片段不校正，而将颜色校正应用于另一个片段。颜色校正可以是夸大的色调、曝光更改或任

何其他明显调整。

 4 在两个片段之间选择编辑点，然后按下 Command-T 以插入交叉叠化。

播放片段时，一个颜色校正将在通过编辑点时叠化到另一个颜色校正。

存储和应用颜色校正预置
在 Final Cut Pro 中，可以将片段的颜色校正设置存储为预置，从而便于将这些设置应用于同一项目或不同项
目中的其他片段。

Final Cut Pro 除了您创建的任何预置之外，还包括多个可使用的预置。

【注】颜色校正预置仅存储当前颜色、饱和度和曝光设置。它们不存储遮罩设置，包括是选择“遮罩内”还是 
“遮罩外”。

存储颜色校正预置

 1 在时间线中，选择具有要存储的颜色校正外观的片段，然后打开颜色板。

 2 从颜色板右下角的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存储预置”。

 3 键入预置的名称并点按“好”。

应用颜色校正预置

 1 在时间线中选择一个片段，然后打开颜色板。

 2 从颜色板右下角的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一个预置。

预置的调整将应用于选择。应用预置后，可以使用颜色板修改设置。

打开或关闭 iMovie 调整
在 iMovie 中编辑项目时，可以在项目浏览器中调整多个视频属性，如曝光、亮度和饱和度。如果将具有这些调
整的 iMovie 项目导入Final Cut Pro，这些调整将保留，并在“视频”检查器的“颜色”区域中显示为 iMovie 
项目。

尽管不能修改在 iMovie 中添加的调整，但可以选取是否将其应用于片段。

【注】您在 iMovie 浏览器中对片段进行的视频调整不会保留，且不会显示在 Final Cut Pro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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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或关闭片段的 iMovie 调整
 m 在时间线中，选择应用了 iMovie 调整的片段，然后在“视频”检查器的“颜色”区域中选择或取消选择 
“iMovie”复选框。

Click here to turn the iMovie 
adjustments on or off.

【注】iMovie 调整仅显示在时间线中，而不显示在浏览器中。

有关导入 iMovie 项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1 页从 iMovie 导入。

打开或关闭日志处理
很多现代的相机具有日志或宽动态范围录制选项，可在图像中提供曝光宽容度的更多光圈系数。您可以

将日志处理应用于此素材以将其外观转换为标准的广播外观。某些相机在媒体文件中嵌入有元数据，可让 
Final Cut Pro 自动打开合适的日志处理设置。而很多相机未嵌入此元数据，有时在素材转码的过程中，元数据
就会丢失。任何情况下，您都可以随时更改此设置。

打开或关闭片段的日志处理

 1 选择在设置了日志选项情况下录制的片段。

 2 若要打开“信息”检查器，请点按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如下所示），然后点按出现的面板顶部的“信息” 
按钮。

 3 在“信息”检查器中，从“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设置视图”。

 4 在“日志处理”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用于转换素材外观的选项：

 • 无：关闭日志处理。

 • ARRI Log C：应用包含默认色调映射的 ARRI Log C 线性化。

 • ARRI Log C (3DLUT)：使用媒体中嵌入的 3DLUT 来应用自定外观。

 • BMD Film：为 Blackmagic Cinema Camera 和 Blackmagic Pocket Cinema Camera 应用合适的线
性化。

 • BMD Film 4K：为 Blackmagic Production Camera 4K 应用合适的线性化。

 • Canon Log：为 Canon Log 应用合适的线性化。

 • Sony S-Log2：为使用带有 S-Log2/S-Gamut 设置的 Sony 相机（例如 F5 和 F55）拍摄的素材应用合适
的线性化和 709(800%) MLUT 色调映射。

 • Sony S-Log3：为使用带有 S-Log3/S-Gamut3.Cine 设置的 Sony 相机（例如 F5 和 F55）拍摄的素材应
用合适的线性化和 709(800%) MLUT 色调映射。

【注】Final Cut Pro 会正确显示使用 ARRI ALEXA 相机 Log C 录制选项采集，并使用 Final Cut Pro X 
10.0.8 或更高版本导入的 Apple ProRes 媒体。如果 Log C 媒体已导入较早版本的 Final Cut Pro X，默认情
况下将停用该媒体的 Log C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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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视频电平

视频观测仪概述
广播设施对广播所允许的亮度和色度的最大值有限制。如果视频节目超出这些限制，则将出现变形，颜色相互

渗透、节目的白场和黑场冲掉或者图片信号渗透到音频信号中并导致音频失真。任何情况下，超出标准信号电

平会造成不可接受的传输质量。由于是要对项目中的片段进行颜色校正，因此可以使用 Final Cut Pro 视频观
测仪，确保视频的亮度和色度保持在被称为广播安全或广播可接受的参数范围内。

即使项目不是用于广播，使用视频观测仪也是工作流程的重要部分。如果使用的监视器无法准确显示颜色或已

使用同一片段一段时间，则可以轻松习惯于查看不是很正确的偏色或黑色。这些观测仪可准确测量片段的亮度

和色度，以便您可以作出有关调整 Final Cut Pro 颜色校正设置的更明智决策。

Final Cut Pro 提供以下视频观测仪：

 • 波形监视器

 • 矢量显示器

 • 直方图

使用视频观测仪
默认情况下，视频观测仪在检视器和事件检视器中显示在视频图像的左侧。每个检视器都仅显示一个观测仪。

打开观测仪。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在检视器中打开视频观测仪：选取“窗口”>“检视器显示”>“显示视频观测仪”（或按下  
Command-7）。

 • 若要在事件检视器中打开视频观测仪：选取“窗口”>“事件检视器显示”>“显示视频观测仪”。

在检视器或事件检视器中，您也可以从右上角的“检视器选项”中选取“显示视频观测仪”。

您可以使用相同命令关闭视频观测仪。

 2 从“设置”弹出式菜单顶部选取要显示的观测仪。

Choose the scope you 
want to use from the 

Settings pop-up menu.
Viewer Options 

pop-up menu

 3 选取观测仪后，从“设置”弹出式菜单底部选取显示选项。

【注】您可能会发现将观测仪显示在事件检视器中视频图像的下方比较方便。若要执行此操作，请从事件检视

器的“设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竖排布局”。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71 页在事件检视器中回放和浏览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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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监视器显示选项
波形监视器显示当前检查的片段中的相对亮度和色度。这些值是从左到右显示的，镜像图像中亮度和色度从左

到右的相对分布。显示的波形中的波峰和波谷对应画面中的亮区和暗区。波形也将着色为与视频中项目的颜色

匹配。

波形监视器右上角的“设置”弹出式菜单提供了各种显示选项：

 • RGB 列示图：显示三个并排的波形显示窗口，它可以将您的视频显示为三个单独的红色、绿色和蓝色分量。
这些波形着色为红色、绿色和蓝色以便可以很容易标识它们。

RGB 列示图视图对于比较两个片段之间红色、绿色和蓝色的相对电平非常有用。如果一个片段的蓝色比另一
个片段多，则波形监视器显示为蓝色更多的片段中的蓝色波形升高，另一个片段中的蓝色波形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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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GB 叠层：将红色、绿色和蓝色颜色分量的波形组合在一个显示窗口中。

 • 红色：仅显示红色颜色通道。

 • 绿色：仅显示绿色颜色通道。

 • 蓝色：仅显示蓝色颜色通道。

 • 亮度：仅显示视频的亮度分量。

 • 色度：仅显示视频的色度分量，且着色为与视频颜色匹配。

 • Y’CbCr 列示图：将三个并排的波形显示窗口显示为单独的亮度、Cb（蓝色差通道）和 Cr（红色差通道） 
分量。波形被着色为白色（亮度）、洋红 (Cb) 和黄色 (Cr)，从而可以简单地辨别出每个分量的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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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RE：以 IRE 为单位显示视频范围。

 • 毫伏：以毫伏为单位显示视频范围。

 • 参考线：打开或关闭波形监视器网格和数值。

 • 单色：将范围显示器变暗并去饱和以防止颜色完结套件中出现视觉干扰和颜色感知问题。

 • 亮度：设置范围显示器的相对亮度和暗度。

矢量显示器显示选项
矢量显示器在圆形标尺上显示图像中颜色的分布。视频中的颜色由落在此标尺内某个位置的一系列相连点来

表示。标尺的角度表示显示的色相以及表示红、绿和蓝主色和黄、青和洋红次色的目标。从标尺的中心到外圈的

距离表示当前显示的颜色的饱和度。标尺的中心表示零饱和度，而外圈表示最大饱和度。

矢量显示器将向您直观显示图像中各种颜色的色相和强度。学会使用矢量显示器标识片段中的颜色后，即可更

轻松地查看两个图像之间的差异并进行相应校正，以便它们尽可能匹配。

矢量显示器右上角的“设置”弹出式菜单提供了各种显示选项：

 • 100%：以 100% 的饱和色度设定彩条目标（表示标准彩条测试信号中每种颜色的方块）的参考色度。源媒
体使用 100% 彩条作为参考时，请使用此项。

 • 133%：以 75% 的饱和色度设定彩条目标的参考色度。源媒体使用 75% 彩条作为参考时，请使用此项。

 • 向量：使用正常色度色相参考，其中红色靠近顶部。

 • Mark3：使用 90 度色度色相参考，其中红色位于右侧。

 • 显示/隐藏肤色指示器：显示或隐藏表示人类肤色色度相位的对角线，这介于黄色和红色彩条目标之间。

 • 单色：将范围显示器变暗并去饱和以防止颜色完结套件中出现视觉干扰和颜色感知问题。

 • 亮度：设置范围显示器的相对亮度和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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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方图显示选项
直方图通过计算每个颜色或亮度的像素总数，以及创建显示每个亮度或颜色百分比的像素数的图形，提供图像

的统计分析。从左到右的每个刻度增量都表示一个亮度或颜色百分比，且直方图图形每个分段的高度都显示与

该百分比对应的像素数。

直方图右上角的“设置”弹出式菜单提供了各种显示选项：

 • 亮度：仅显示视频的亮度分量。标尺上每一级的图形高度表示图像中处于该亮度百分比的像素数（相对于所

有其他值）。例如，如果图像的高光很少，直方图将以中间色调显示较大的值群集。

使用亮度直方图视图，可以快速比较两个镜头的亮度，以便将其阴影、中间色调和高光调整为更匹配。

图形形状还有助于确定图形中对比度的量。低对比度图像在更靠近图形的中心处具有一组集中分布的值。 
通过比较，高对比度图像的值更广泛地分布在图形的整个宽度上。

 • RGB 叠层：将红色、绿色和蓝色颜色分量的波形组合在一个显示窗口中。如果要检查的图像的两个或多个电
平相等的颜色，则将看到组合颜色：

 • 电平相等的绿色和蓝色显示为青色。

 • 电平相等的绿色和红色显示为黄色。

 • 电平相等的红色和蓝色显示为洋红色。

 • 电平相等的红色、绿色和蓝色显示为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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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GB 列示图：显示三个图形，它可以将您的视频显示为单独的红色、绿色和蓝色分量。这些波形着色为红色、
绿色和蓝色以便可以很容易标识它们。

您可以使用 RGB 列示图视图比较每个颜色通道在图像色调范围的相对分布。例如，具有红色偏色的图像将
具有大幅较强的红色图形或较弱的绿色和蓝色图像。

 • 红色：仅显示红色颜色通道。

 • 绿色：仅显示绿色颜色通道。

 • 蓝色：仅显示蓝色颜色通道。

 • 亮度：设置范围显示器的相对亮度和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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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项目概述
Final Cut Pro 提供各种目的位置，或可用于输出项目或片段的预配置导出设置。例如，您可以将项目或片段作
为 QuickTime 影片导出，将其导出供在 Apple 设备（如 iPhone 和 iPad）上查看，将其发布到 Facebook 和 
YouTube 等网站，或将其刻录到光盘。您还可以存储影片中的帧或导出图像序列。其中的每个选项都使用不同
的目的位置。

首次打开 Final Cut Pro 时，默认目的位置集会出现在“文件”菜单的“共享”子菜单中以及“共享”弹出式菜 
单中。 

下表列出了默认集中每个目的位置的相关详细信息。 

目的位置 用途

DVD 将项目刻录到标准清晰度 (SD) DVD。

母版文件（默认） 将项目导出为 QuickTime 影片文件。

Apple 设备 720p 导出适用于 iPhone 和 iPod 的文件。 

Apple 设备 1080p 导出适用于 iPad 的文件。 

Facebook

YouTube

Vimeo

将您的项目发布到您在上述任何网站上设立的帐户

您可以轻松添加目的位置，或将默认目的位置集替换为自定目的位置。例如，如果想将影片中的帧存储为 
Photoshop 文件，您需要将“存储当前帧”目的位置添加到集，并指定用该目的位置来导出 Photoshop 文件。
您可在 Final Cut Pro 偏好设置的“目的位置”面板中创建和修改目的位置。 

共享您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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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创建目的位置捆绑包，以一次导出多种输出。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51 页创建和修改共享目的位置。 

默认目的位置是“母版文件”。您可以快速共享到该目的位置，方法是按下 Command-E。若要更改将设为默认的
目的位置（以及将通过该键盘快捷键激活的目的位置），请参阅第 351 页创建和修改共享目的位置。

若要进一步自定输出，可以使用 Compressor（专业转码应用程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60 页使用 
Compressor 导出您的项目。

共享项目、片段以及范围
您可以共享整个项目、整个片段或部分项目或部分片段（使用范围选择指明）。您可以使用 Final Cut Pro 提供的
内建目的位置中的一个来进行共享，或使用在 Final Cut Pro 偏好设置的“目的位置”面板中创建的自定目的位置
共享。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86 页“目的位置”偏好设置。 

您还可以共享项目的角色，从而导出每个角色作为单独的媒体符干。如果您想要稍后从其他项目或片段导出相同

的角色，可以将设置存储为预置。

由于创建共享文件所需的转码在后台进行，因此可以在共享后继续在 Final Cut Pro 中处理项目。（请记住，在转
码过程开始后对项目所做的更改不会反映在输出文件中。）

有关输出格式的信息，请参阅第 350 页支持的导出格式。

共享项目、片段或范围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浏览器中选择一个项目或片段。

 • 在时间线的项目中或在浏览器的片段中选择范围。 

【注】若要仅共享项目的一部分，您必须选择范围。选择片段可不够。例如，您可以使用 I 键和 O 键设定范围开
始点和结束点。 

 2 如果共享的项目被设定为使用代理媒体进行回放，请在“时间线”中将它打开，并从检视器右上角的“检视器选项”
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优化大小/原始状态”。 

这将确保导出的文件具有最高质量。当您选取此设置时，Final Cut Pro 将使用优化的媒体来创建共享文件。如果
优化的媒体不存在，则将使用原始媒体。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共享”，然后从子菜单中选取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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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点按工具栏中的“共享”按钮，然后选取目的位置。

【重要事项】如果想要使用的目的位置不在菜单中，则您需要手动将它添加到目的位置集。请参阅

第 386 页“目的位置”偏好设置。

 4 在出现的“共享”窗口中，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Move the pointer over the 
image to skim the video.

Project 
attributes

File 
information

 • 将指针移到图像上以浏览视频。

 • 在右侧的“简介”面板中，查看并修改项目或片段属性，如标题和描述。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55 页修改共享属性。输出文件中包括所有与项目或片段关联的属性。 

【重要事项】默认情况下，标题栏列出项目或片段名称。更改标题不会更改项目或片段名称（用于导出文件

的名称）。

 • 在窗口底部，查看将导出的文件的相关信息，包括帧尺寸和帧速率、音频通道和采样速率、时间长度、输出文

件类型和文件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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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些目的位置，还可以查看将播放导出文件的设备列表。若要查看兼容设备，请将指针移到右下角的 
“兼容性”图标上。

Move the pointer 
over the icon to view 
compatible devices.

 5 若要查看目的位置的设置，请点按“设置”。 

目的位置的设置将显示在“设置”面板中。如果需要，修改目的位置设置。

【注】如果更改目的位置的设置，更改将被存储为目的位置的默认设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86 页“目
的位置”偏好设置。

 6 点按“共享”或“下一步”。 

您看到的按钮会因选取的目的位置而异。如果点按“下一步”，请按照说明完成共享步骤。

您可以在“后台任务”窗口中监视转码的进度，并且可以在进行文件转码时继续在 Final Cut Pro 中进行处理。

转码完成后，会出现一则通知。您可以查看和找到“共享”检查器中的共享项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360 页查看共享项目的状态。

【注】如果将章节标记添加到项目，则在共享到光盘（DVD 和 Blu-ray 光盘）以及 MV4、QuickTime 和 MP4 
格式时（使用 iTunes、QuickTime Player 和 Apple 设备回放），章节标记缩略图会被放在合适位置。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第 133 页管理章节标记及其缩略图图像。

支持的导出格式
您可以使用“母版文件”共享目的位置导出为多种原生格式。有关导出的信息，请参阅第 348 页共享项目、片
段以及范围。通过 Compressor 中的设置，您还可以导出更多格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60 页使用 
Compressor 导出您的项目。

母版文件目的位置

您可以使用“母版文件”共享目的位置导出为以下格式：

 • Apple Intermediate Codec

 • Apple ProRes（所有版本）

 • DV（包括 DVCAM、DVCPRO 和 DVCPRO50）

 • DVCPRO 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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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264

 • HDV

 • MPEG IMX (D-10)

 • 未压缩的 10 位 4:2:2

 • 未压缩的 8 位 4:2:2

 • XDCAM HD/EX/HD422

Compressor 设置
您可以使用 Compressor 设置导出为以下格式：

 • Apple Animation Codec

 • AVC-Intra（需要第三方插件）

 • QuickTime 格式

【注】根据您的源媒体文件格式，上方列出的部分导出格式可能不可用。

创建和修改共享目的位置
在“Final Cut Pro 偏好设置”窗口的“目的位置”面板中，您可以修改现有目的位置，删除目的位置，以及创建
目的位置捆绑包，这可让您一次导出多种输出。您还可以复原到首次打开 Final Cut Pro 时可用的一组默认目
的位置

有关从 Final Cut Pro 共享项目和片段的信息，请参阅第 347 页共享项目概述。

创建新目的位置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共享”>“添加目的位置”。

 • 选取“Final Cut Pro”>“偏好设置”，点按窗口顶部的“目的位置”按钮，然后在左侧的“目的位置”列表中
选择“添加目的位置”（如果需要）。

 • 选择片段或项目并点按工具栏中的“共享”按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添加目的位置”。

67% resize factor



 第 13 章：共享您的项目 352

 2 在“偏好设置”窗口的“目的位置”面板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将目的位置从右侧区域拖到左侧“目的位置”列表（或连按右侧的目的位置）。

Drag a destination 
to the Destinations list.Destinations list

 •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目的位置”列表中的目的位置，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复制”。

新目的位置在左侧列表中显示为选中，而目的位置的设置显示在右侧。 

 3 选取要用于新目的位置的设置。 

Modify the settings for 
the new destination.New de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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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每个目的位置中控制的描述，请参阅第 386 页“目的位置”偏好设置。

以下是关于设置多种目的位置类型的一些技巧：

 • 如果选取了 Web 目的位置：请在出现的窗口中输入用户名称和密码，然后点按“好”。根据所设置的目的 
位置，您可能需要验证帐户或设备。若要执行此操作，请按照屏幕指示进行操作。

如果选择“在我的钥匙串中记住此密码”复选框，将存储用户名称和密码，无需在每次共享到目的位置时输

入密码。

 • 如果您选取了“Compressor 设置”目的位置：在出现的窗口中选择 Compressor 设置，然后点按“好”。 
显示的设置包括 Final Cut Pro 附带的 Compressor 设置以及添加的任何设置。

【重要事项】仅当安装了 Compressor 或某人向您提供 Compressor 设置时，才能使用“Compressor  
设置”目的位置。

您可以随时调整目的位置。例如，您可以键入新名称或使用右侧的控制更改目的位置设置。自定目的位置时， 
将自动存储您所做的更改。

修改现有目的位置

【注】在共享项目或片段时，还可以修改现有目的位置的设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48 页共享项目、片段
以及范围。

 1 选取“Final Cut Pro”>“偏好设置”，然后点按“目的位置”。

“目的位置”面板显示，左侧是目的位置列表。

 2 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更改目的位置的设置：选择目的位置，然后修改右侧的目的位置设置。

Modify the settings for 
the selected destination.

Select a destination 
in the Destinations list.

 • 若要使用不同的 Web 帐户：选择一个 Web 目的位置，并点按帐户名称右侧的“详细信息”按钮。在出现的
窗口中，输入新的帐户名称和密码，然后点按“好”。按照屏幕指示操作来验证您的身份，并启用设备，然后

点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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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使同一个 Web 目的位置启用多个帐户，请创建额外的 Web 目的位置实例，输入其他的帐户名称和密
码，然后点按“好”。

 • 若要将目的位置恢复到其原始设置：按住 Control 键点按“目的位置”列表中的目的位置，然后从快捷菜单
中选取“复原到原始位置”。

目的位置设置将恢复到其原始值，且设置将自动存储。

 • 若要给目的位置重新命名：连按左侧列表中的目的位置，然后键入新名称。

 • 若要更改列表中的目的位置顺序：将目的位置拖到“目的位置”列表中的其他位置。

有关每个目的位置中控制的描述，请参阅第 386 页“目的位置”偏好设置。

修改目的位置时，将自动存储您所做的更改。

创建目的位置捆绑包

捆绑包可用于在单个步骤中轻松创建多种输出。捆绑包存放目的位置集。使用捆绑包共享项目或片段时，捆绑

包中每个目的位置的文件都将自动输出。

 1 在“偏好设置”窗口的“目的位置”面板中，选择“目的位置”列表中的“添加目的位置”，然后连按“捆绑包” 
目的位置（或将其从右侧区域拖到左侧“目的位置”列表中）。

空捆绑包将显示在“目的位置”列表中。

 2 若要将目的位置添加到捆绑包，请将现有目的位置从“目的位置”列表拖到其中，或选择“添加目的位置”并将
目的位置从右侧区域拖到捆绑包中。

【提示】若要快速从“目的位置”列表中的目的位置制作捆绑包，请选择“目的位置”列表中的一个或多个目的

位置，按住 Control 键点按“目的位置”列表，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从所选内容新建捆绑包”。

删除目的位置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目的位置”列表中的目的位置，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删除”。

 m 在“目的位置”列表中选择目的位置，然后按下 Delete。

 m 在“目的位置”列表中选择目的位置，然后点按列表下方的移除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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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默认目的位置

设定默认目的位置后，可以快速共享到该目的位置，方法是按下 Command-E。如果选择了浏览器中的某个 
片段，则将共享该片段；如果时间线处于活跃状态，则将共享项目。默认情况下，此快捷键将分配给“母版文件”

目的位置。您可以更改此项，以便键盘快捷键将共享到任何选择的目的位置（或目的位置捆绑包）。

 m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要设为默认的目的位置或捆绑包，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设为默认”。

新默认目的位置的名称将追加有“(default)”。

复原到 Final Cut Pro 附带的默认目的位置集
 m 按住 Control 键在“目的位置”列表中点按，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恢复默认目的位置”。

任何自定目的位置都将被删除，且默认目的位置集将显示。有关默认目的位置列表，请参阅第 347 页共享项目
概述。

在 Final Cut Pro 用户之间共享目的位置
 m 若要从 Final Cut Pro 副本导出目的位置：将一个或多个目的位置从 Final Cut Pro 偏好设置的“目的位置” 
面板中的“目的位置”列表拖到 Finder 中的某个位置。

目的位置文件将追加有 .fcpxdest 扩展名。

 m 若要将目的位置导入 Final Cut Pro 副本：将 Finder 中某个位置的目的位置文件拖到“目的位置”列表。

您添加的目的位置会显示在“目的位置”列表中，“文件”菜单的“共享”子菜单中，以及点按工具栏中的“共享”

按钮时出现的弹出式菜单中。

修改共享属性
共享属性是导出的文件中包括的项目和片段元数据。您可以查看和修改“共享”检查器中的共享属性。

Attribute fields

显示和修改片段或项目的共享属性

 1 选择片段或项目。

 2 若要打开“共享”检查器，请点按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如下所示），然后点按出现的面板顶部的“共享”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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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果未显示选择的属性，请将指针移到“属性”上方并点按“显示”。

Click Show.

 4 在属性栏中键入新文本。

如果键入已定义为属性的字词或短语，将在完成键入后显示属性（蓝色气泡中的字词或短语）。

Attribute fields

修改“共享”检查器中显示的属性栏

 1 选择片段或项目。

 2 打开“共享”检查器。

“共享”检查器包含可用于自定属性栏的弹出式菜单。

Click to view options 
for customizing 
attribute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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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使用“属性”弹出式菜单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添加属性栏：选取栏名称（以便其旁边出现选择标记）。

带复选标记的栏显示在“共享”检查器中，可使用片段或项目导出。 

Fields that are shown 
in the Share inspector 
have a checkmark.

 • 若要移除属性栏：选取栏名称（以便其旁边无选择标记）。

 • 若要仅显示 Final Cut Pro 默认属性栏：选取“显示默认栏”。 

选取此选项仅显示“标题”、“描述”、“创建者”和“标记”栏。

【重要事项】默认栏不会被移除。

 • 若要将所选属性栏存储为默认集：选取“存储为默认”。

 • 若要显示默认属性栏集：选取“更新为默认”。

修改“共享”检查器栏中自动显示的属性

您可以设定自动出现在属性栏中的属性。

 1 在“共享”检查器中，从“属性”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辑共享栏”。

 2 在“编辑共享栏”窗口中，从左侧列表中选择属性栏。 

分配给所选栏的属性将显示在“格式”栏中。 

Select an attribute field. Format field

Options for the field appear 
in the middle of the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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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若要编辑所选属性栏，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添加属性：将属性（蓝色气泡中的字词或短语）从窗口中间拖到“格式”栏。您还可以在栏中键入属性 
名称。 

 • 若要添加文本：在窗口底部的“格式”栏中键入字词或短语：

 • 若要创建自定名称属性：在窗口底部的“自定名称”栏中输入字词或短语，然后将“自定名称”属性拖到 
“格式”栏中。

【提示】由于自定名称属性在“格式”栏中显示为“自定名称”，因此可将其用于长短语或句子，且仍可轻松 
查看“格式”栏中的其他属性和文本。 

 • 若要移除属性或文本：选择属性或文本并按下 Delete 键。 

添加和移除属性时，示例（位于“格式”栏下方）显示您所做的更改。

 4 完成后，点按“好”。 

将角色作为文件共享
您可以共享项目的角色，从而导出每个角色作为单独的媒体符干。如果您想要稍后从其他项目或片段导出相同

的角色，可以将设置存储为预置。

将角色作为单独文件共享

您可以将项目或片段的一个或多个角色导出为媒体符干。例如，可以导出项目的对话、音乐和声音效果作为单

独媒体文件，方法是将角色分配给对话、音乐和声音效果，然后导出角色。您可以将角色导出为合并的、多轨道 
QuickTime 文件或者独立的音频或视频文件，并且您可以为音频通道指定单声道、立体声或环绕声输出。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79 页角色概述。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浏览器中选择一个项目或片段。

 • 在时间线的项目中或在浏览器的片段中选择范围。

 2 选取“文件”>“共享”>“母版文件”（或点按工具栏中的“共享”按钮并选取“母版文件”）。

【注】您还可以选取根据“母版文件”或“导出文件”目的位置创建的其他目的位置。 

 3 点按“设置”按钮，然后指定以下设置（可用设置取决于源媒体）： 

 • 格式：选取母带录制格式（音频和视频、仅视频或仅音频）。

 • 视频编解码器：默认情况下会列出源编解码器。根据源媒体，可以选取其他编解码器。

 • 分辨率：系统提供的分辨率（基于源素材）。根据源媒体，可以选取其他分辨率。

 • 音频文件格式：默认情况下会列出源格式。根据源媒体，可以选取其他音频格式。

 • 包括章节标记：选择此复选框可在导出文件中包括章节标记。

 • 打开方式：选取导出完成后将执行的操作。

 4 在“角色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要导出的角色的方式。

【注】此弹出式菜单中可用的选项会因“格式”和“音频文件格式”弹出式菜单中的选择而更改。

 • QuickTime 影片：将项目中的所有角色导出为单个 QuickTime 影片。

如果选取此选项，请跳过步骤 5。

 • 多轨道 QuickTime 影片：将指定的角色导出为单个 QuickTime 影片。

 • 单独的文件：将指定的每个视频和音频角色导出为单独文件。

 • 仅视频（作为单独的文件）：将指定的每个视频角色导出为单独文件。

 • 仅音频（作为单独的文件）：将指定的每个音频角色导出为单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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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果您想要添加或移除角色，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将角色添加到导出文件：点按“添加视频文件”或“添加音频文件”按钮，然后从出现的弹出式菜单中选

取一个角色。

如果您正在添加一个音频角色，您也可以为角色选取通道格式（单声道、立体声或环绕声）。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第 150 页配置音频通道。

 • 若要从导出文件中移除角色：将鼠标指针移到您要移除的角色的上方，然后点按显示在弹出式菜单右侧的移

除按钮 (–)。

These roles will be exported.

 6 点按“下一步”，在出现的窗口中输入文件信息，然后点按“存储”。

您可以在“后台任务”窗口中监视转码的进度，并且可以在进行文件转码时继续在 Final Cut Pro 中进行处理。

转码完成后，会出现一则通知。您可以查看和找到“共享”检查器中的共享项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360 页查看共享项目的状态。

创建和修改自定预置

如果您已经创建了要共享的自定角色列表，您可以将它存储为预置。

 1 使用上面“将角色作为单独文件共享”中的说明配置共享选项。

 2 在“角色为”弹出式菜单中，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存储新预置：选取“存储为”，键入预置名称，然后点按“存储”。

 • 若要存储对现有预置的更改：选择预置，进行更改，然后选取“存储”。

 • 若要将修改后的预置存储为新预置：选择预置，进行更改，选取“存储为”，键入预置的名称，然后点按 
“存储”。

 • 若要给预置重新命名：选择预置，选取“重新命名”，键入预置的新名称，然后点按“存储”。

创建的自定预置将出现在“角色为”弹出式菜单中。

自定预置储存在“/用户/用户名称/资源库/Application Support/ProApps/Export Presets/”中。若要快速
访问它们，请从“角色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在 Finder 中显示用户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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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自定预置

您可以删除不再需要的自定预置。

 1 选择项目或片段，点按工具栏中的“共享”按钮，然后选取“母版文件”。

 2 在“共享”窗口中，点按“设置”按钮，然后在“角色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要删除的自定预置。 

自定预置列出在该弹出式菜单中。

选取预置后，选择标记将出现在其名称的旁边。

 3 在“角色为”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删除”。

使用 Compressor 导出您的项目
“Final Cut Pro” 中可用的目的位置提供许多用于导出项目和片段的选项。如果需要更多选项，可以使用 
Compressor（专业的转码应用程序），旨在直接与 Final Cut Pro 配合使用，以创建高度自定的导出设置。 
例如，可以使用 Compressor 帧尺寸调整和重新定时控制在输出文件中进行高质量帧尺寸和帧速率调整。 

【重要事项】若要使用 Compressor 导出，您必须安装有 Compressor 4.1。Compressor 4.1 必须单独购买。

将您的项目发送到 Compressor
 1 在浏览器中选择项目或片段，或者在项目或片段中选择范围。 

 2 选取“文件”>“发送到 Compressor”。

【注】如果安装了 Final Cut Pro 的电脑没有安装 Compressor，则“发送到 Compressor”命令会变暗。

Compressor 会打开，带有一个新的批处理，该批处理包含一个作业，该作业具有项目或片段的媒体文件。

 3 点按“添加输出”并按照说明来配置作业，然后点按“开始批处理”。

有关配置作业和设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Compressor 帮助”位于 http://help.apple.com/compressor。

查看共享项目的状态
“共享”检查器将显示项目或片段的共享时间和位置。如果您将项目或片段共享到 Web 目的位置，则还可以 
使用“共享”检查器前往共享视频的网站，发送包括共享视频的 URL 的电子邮件，或者从共享站点中移除视频。
如果您使用“母版文件”目的位置（或您根据“母版文件”目的位置制作的任何自定目的位置）共享项目或片段，

则可以在 Finder 中找到共享的文件。 

Click to open the shared 
item’s pop-up menu.

View the exported file 
in the F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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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共享”检查器

 1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包含要检查的共享片段或项目的事件。

 2 在浏览器中，选择要检查的共享片段或项目。

 3 若要打开“共享”检查器，请点按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如下所示），然后点按出现的面板顶部的“共享”
按钮。

项目或片段信息的摘要将显示在窗口顶部，共享属性显示在中间，而有关项目或片段共享位置的信息显示在 
底部。

Summary

Attributes

Where the clip 
has been shared

您可以在“共享”检查器中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点按放大镜图标来在 Finder 中显示导出的文件。

 • 点按共享项目的弹出式菜单来访问更多选项，比如访问共享项目的网站，或使用电子邮件向朋友发送链接。

访问共享项目或片段的网站

 m 在“共享”检查器中，从共享项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访问”。

【注】并非所有共享项都有弹出式菜单。

创建一封电子邮件以通知项目或片段已共享到网站

 1 在“共享”检查器中，从共享项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告诉朋友”。

 2 在“邮件”中，完成创建的电子邮件，然后点按“发送”。

该电子邮件包括共享项目或片段的网站的链接。

在 Finder 中查找共享项目或片段
在“共享”检查器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如果项目或片段已共享一次且仅显示一个共享项目：点按放大镜图标。

 m 如果项目或片段已共享两次或多次：点按“显示”以查看共享项目，并点按要查找的项目的放大镜图标。 

有关共享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65 页定位源媒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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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管理概述
Final Cut Pro 提供了灵活而强大的工具来管理媒体文件。 

首次打开 Final Cut Pro 时，它会自动在“影片”文件夹中创建资源库文件。您可以将媒体导入资源库文件或让 
Final Cut Pro 访问其他位置的媒体文件。Final Cut Pro 资源库数据库会记录您的编辑决策、关联元数据以 
及所有事件、项目和片段（以及任何优化或渲染的媒体文件）。资源库数据库还会记录您的所有源媒体文件 
（视频文件、音频文件或静止图像文件），而不管是储存在 Final Cut Pro 资源库文件还是其他位置。随着资源
库增长，您可以根据需要给片段、事件和项目重新命名，以及拷贝、移动和删除它们。

您可以使用多个资源库和事件来整理媒体和项目，以适应您的工作流程。例如，如果您想要使用另一台安装了 
Final Cut Pro 的 Mac 来处理项目，或者如果您想要释放您电脑硬盘上的空间，拷贝或移动事件会非常有用。
将“整合”命令等其他媒体管理工具用于备份和管理共享的储存设备。

下面是一些常见的媒体管理任务：

 • 将源媒体文件转码为高质量且易于处理的优化或代理格式。请参阅第 369 页管理优化的媒体文件和代理媒
体文件。

 • 备份作品。请参阅第 368 页备份项目、事件和资源库。

 • 在一个位置中整合源媒体文件。请参阅第 368 页整合项目、事件和资源库。

 • 定位源媒体文件。请参阅第 365 页定位源媒体文件。

 • 将片段重新链接到媒体文件。请参阅第 366 页将片段重新链接到媒体文件。

 • 管理多个资源库，包括在资源库之间拷贝和移动项目。请参阅第 374 页管理资源库概述。

 • 创建摄像机归档以将摄像机或摄录机的内容存储为任何电脑上的随时可用备份。请参阅第 377 页创建和管
理摄像机归档。

从摄像机、外置储存磁盘或其他设备导入媒体通常也被视为一种媒体管理形式。请参阅第 21 页导入概述。

管理媒体、资源库和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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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项目和事件更新到 Final Cut Pro 10.1 版本
Final Cut Pro 10.1 包含某些可加速您将来所有工作的重大变化。在 Final Cut Pro 10.1 中，事件和项目被整
理到资源库中（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6 页什么是资源库？）。若要处理在较早版本的 Final Cut Pro X 中
创建的项目和事件，您必须将它们更新到版本 10.1。您可以在首次打开 Final Cut Pro 10.1 时更新现有的项目
和事件，也可以稍后进行更新。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Final Cut Pro X 10.1：关于资源库的常见问题： 
http://support.apple.com/kb/HT5958?viewlocale=zh_CN。

【重要事项】在将文件永久性地更新到新格式之前，最好创建文件的备份。在将项目和事件更新到 Final Cut 
Pro 10.1 版本后，就不能在较早版本的 Final Cut Pro 中使用它们。备份您当前的 Final Cut Pro 应用程序
副本可允许您将文件移动到其他 Mac 上，并继续使用 Final Cut Pro 的 10.0.9 版本来处理这些项目。有关
备份文件和 Final Cut Pro 应用程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Final Cut Pro X 10.1：更新前如何备份重要文
件”：http://support.apple.com/kb/HT5550?viewlocale=zh_CN 以及 Final Cut Pro 支持网页： 
http://www.apple.com/cn/support/finalcutpro。

更新项目和事件时，Final Cut Pro 会执行以下操作：

 • 对于连接的每个包含“Final Cut Projects”或“Final Cut Events”文件夹的宗卷，Final Cut Pro 都会创建
以该宗卷名称命名的新资源库。现有的项目和事件会移到新资源库中。

 • 所连接宗卷上的所有项目会汇总到一个名为“更新的项目”的事件中，而此事件会放置在为该宗卷创建的新

资源库中。

 • 为项目文件夹创建关键词。如果在更新之前“项目资源库”中已有项目文件夹，则该项目文件夹的名称会被

指定为那些文件中的项目的关键词。

 • 将位于其他宗卷上的任何现有复合片段或多机位片段拷贝到当前资源库中。这会让新资源库成为自包含资 
源库。

 • 在每个宗卷上创建名为“Final Cut External Media”的文件夹，每个文件夹包含链接到其他宗卷上的事
件或项目的事件媒体。更新之后，您可以使用“整合”命令来将链接的媒体拷贝到与链接的事件相同的宗卷。

 • 更新完成后，会询问您是否要将旧的项目和事件文件移到废纸篓中。如果您选择将它们移到废纸篓却由于种

种原因需要重新使用它们，您可以在 Finder 中使用“文件”>“放回原处”命令来将项目和事件恢复到其原始
位置。不过，清空废纸篓后，已删除的项目和事件文件就无法恢复了。

【注】媒体文件不会被移到废纸篓或删除。

选择更新项目和事件的选项

如果您在 Final Cut Pro 中具有任何现有项目和事件，则在首次打开 Final Cut Pro 10.1 时，系统将向您呈现
更新它们的选项。

在出现的窗口中，选取以下任一选项：

 m 全部更新：点按“全部更新”以允许 Final Cut Pro 将您现有的项目和事件整理到资源库中。这是最简单的选
项。每个宗卷上的项目和事件会被合并到该宗卷上的单个资源库中。更新之后，您不妨对资源库和事件进行整

理来适合您的特定工作流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8 页整理资源库概述。

 m 以后更新：如果不确定如何操作，您可以延迟更新。选择此项后，会创建新的资源库。您可以立即开始使用 
Final Cut Pro 10.1 来创建新的事件和项目。以后更新您的现有事件和项目时，只需要选取“文件”>“更新项目
和事件”。

 m 查找：如果您使用的是 Xsan 宗卷上的 SAN 位置，则可以点按“查找”来导航到 SAN 位置文件夹，然后对其进
行更新。您可以选择一个宗卷、SAN 位置或者任何包含“Final Cut Projects”或“Final Cut Events”文件夹
的任何文件夹，然后对其进行更新。这会在原始项目和事件所处的文件夹的旁边创建一个新的资源库。此手动

更新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例如，首次打开 Final Cut Pro 10.1 时，SAN 位置可能未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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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新的过程中，Final Cut Pro 会询问您是否要将已更新项目和事件的旧版本移到废纸篓中。如果您这么做，
但在稍后由于各种原因（例如系统中有多个用户，而某些用户尚未更新）需要使用这些旧项目，您可以将这些文

件恢复到其原始位置，方法是打开废纸篓，选择该文件，然后选取“文件”>“放回原处”。不过，清空废纸篓后，
已删除的项目和事件就无法恢复了。

【注】“放回原处”命令不可用于 SAN 位置。

手动更新项目和事件

在某些情况下，您需要在首次更新后再次更新事件和项目，包括：

 • 首次更新过程中，事件和项目所处的宗卷或 SAN 位置未连接

 • 事件和项目未储存在所连接宗卷的根层次中

 • 在使用 Intelligent Assistance 的 Event Manager X 应用程序时，项目、事件或事件组离线

 • 所有项目和事件（如果在首次呈现更新选项时点按了“以后更新”）

您可以随时更新这些项目和事件。

 1 如果需要，连接包含要更新的项目和事件的宗卷，然后打开 Final Cut Pro。

 2 选取“文件”>“更新项目和事件”。 

 3 更新窗口出现时，点按上述“选择更新项目和事件的选项”部分中所描述的其中一个更新选项。

您可以给资源库重新命名并在资源库之间拖移事件。您也可以使用一组事件来创建新的资源库。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第 374 页创建新资源库和第 375 页在资源库和硬盘之间拷贝或移动项目。

在更新的过程中，Final Cut Pro 不会自动在宗卷间拷贝媒体（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副本）。因此，整合硬盘或网络
上逻辑位置处的每个资源库的源媒体文件是更新后的绝佳起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68 页整合项目、事
件和资源库。

管理媒体文件

查看片段的信息
“信息”检查器提供片段信息的摘要。在这里，您可以查看片段源媒体文件的状态信息，包括文件的位置、文件

的可用媒体表示、片段所在的事件以及片段所引用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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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片段的信息

 1 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选择一个片段。

 2 若要打开“信息”检查器，请点按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如下所示），然后点按出现的面板顶部的“信息” 
按钮。

 3 在“信息”检查器中，向下滚动直到看到“文件信息”部分。

有关使用优化的媒体或代理媒体进行回放的信息，请参阅第 74 页控制回放质量和性能。有关优化的媒体和代理
媒体的更多常规信息，请参阅第 369 页管理优化的媒体文件和代理媒体文件。

定位源媒体文件
您可以在资源库中查找任何片段的源媒体文件（硬盘上）。 

查找事件片段的源媒体文件

 1 如果未看到资源库列表，请点按浏览器左下角的按钮。

 2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包含片段的事件。 

 3 在浏览器中选择片段。

 4 选取“文件”>“在 Finder 中显示”（或按下 Shift-Command-R）。

Finder 窗口将打开，其中源媒体文件已被选定。 

您还可以在时间线中快速查找任何片段的源事件片段。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01 页查找时间线片段的源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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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片段重新链接到媒体文件
在 Final Cut Pro 中，片段表示您的媒体，但是片段本身不是媒体文件。Final Cut Pro 会自动跟踪片段和媒体
文件之间的链接。但是，有时需要手动将片段重新链接到媒体文件。

一个需要重新链接的常见情景是在 Final Cut Pro 的副本外部修改或重新创建文件。例如，如果发出文件以进
行颜色校正，则可能需要在收到后，将事件中的片段重新链接到该文件颜色校正后的版本。

另一个需要重新链接的情形是缺少媒体文件。例如，如果移动 Finder 中外部链接的文件或给其重新命名，或者
将事件或项目移到其他位置，则需要将事件或项目片段（显示为带黄色提醒三角形的红色帧）重新链接到文件。

在任一情况下，手动重新链接都会将 Final Cut Pro 中的片段连接到硬盘上的正确文件。重新链接的片段中的
元数据保持不变。

新（重新链接）的文件的分辨率和编解码器可与原始文件不同，但媒体类型必须相同。（换言之，无法将视频片

段重新链接到音频文件。）重新链接的文件还必须具有与原始文件相同的帧速率和类似的音频通道。

新（重新链接）的文件也可以是原始文件的修剪版本，但它们必须足够长，以便覆盖引用文件的所有片段。

将片段重新链接到硬盘上的媒体文件时，当前资源库中这些片段的所有实例（包括其他项目或事件中的片段）

都将更新为链接到新媒体文件。换言之，如果将某个片段用于多个项目或事件，其中每个项目和事件都将重新

链接到新媒体文件。 

【注】您不能撤销“重新链接文件”命令。 

将片段重新链接到媒体文件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选择包含要重新链接的片段的片段或项目。

 •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包含要重新链接的片段的事件或整个资源库。

 • 在时间线中，选择要重新链接的片段。

 2 选取“文件”>“重新链接文件”。

这将出现“重新链接文件”窗口。默认情况下，此窗口仅显示缺少的片段或事件。

 3 如果您想要显示选择中的所有项目，请选择“全部”。

 4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查找所有匹配文件：点按“查找全部”。 

 • 若要查找部分匹配文件：在列表中选择项目并点按“查找所选项目”。 

 5 在出现的窗口中，导航到其中一个要链接到的文件，或导航到包含它的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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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底部的文本指示找到原始列表中的项目的潜在匹配项数（仅根据文件名）。

Text indicates how many 
matches were found.

【注】Final Cut Pro 根据目录结构和相关文件名的接近度标识匹配项。例如，如果原始文件位于两个相邻文 
件夹中，Final Cut Pro 将查找与包含您选取的文件的文件夹相邻的文件夹，然后重新链接相对路径中的所有
匹配文件。如果将原始文件命名为“File1”、“File2”、“File3”等，并且您选取重新链接到命名为“File1_A” 
的文件，则 Final Cut Pro 将查找命名为“File2_A”、“File3_A”等的文件，以重新链接列表中的其余项目。

 6 点按“选取”。

Final Cut Pro 分析文件，以确认所有属性（包括文件名）均与原始选择中的项目匹配。分析结果显示在“原始 
文件”列表的下方（例如，“匹配 3/3 个文件”）。 

 7 点按分析结果旁边的显示三角形，以显示旧文件（左侧）和新匹配文件（右侧）的列表。

如果文件匹配错误，请在列表中选择它，然后按下 Delete 键。该项目将放回“重新链接文件”窗口顶部的原始
列表中。

无匹配项的项目保留在上面的原始列表中。您可以继续查找匹配项，方法是选择它们并重复步骤 4-6。

 8 若要将事件片段链接到新媒体文件，请点按“重新链接文件”。

所有匹配片段（包括其他项目或事件中的片段）都将更新，以链接到新媒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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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项目、事件和资源库
创建项目期间，您可以使用来自各种位置（包括本地电脑和外置储存设备）的媒体文件。如果用于项目、事件或

资源库的媒体位于多个文件夹中或多个硬盘上，则可以将所有媒体整合到一个位置（一个储存设备上）。此过程

有助于归档并便于其他人访问媒体（如使用共享的储存设备）。

整合命令将文件放在当前的资源库储存位置。通过“资源库属性”检查器，可查看和设定媒体、缓存文件和资源

库备份文件的储存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76 页管理储存位置。

“整合”命令遵循以下规则：

 • 将资源库外部的文件整合到外部文件夹时，将移动文件。

 • 将文件从外部文件夹整合到资源库时，或从一个外部文件夹整合到另一个外部文件夹时，将拷贝文件。

这些规则可防止断开与其他资源库的链接。

【注】如果媒体已在外部，并且无其他资源库在使用它，则可以在整合后手动删除原始媒体，以节省储存空间。

将资源库、事件或项目的源媒体文件收集到一个位置

 1 如果未看到资源库列表，请点按浏览器左下角的按钮。

 2 若要选择要整合的文件，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一个资源库。

 •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事件。

 •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一个事件，然后在浏览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项目。

 3 选取“文件”>“整合[项目]”。

 4 在出现的窗口中，确认要将文件整合到其中的资源库。 

 5 如果要包括优化的媒体和代理媒体，请选择出现的窗口中的复选框。

 6 点按“好”。

Final Cut Pro 会将媒体拷贝到当前的资源库储存位置。若要查看或更改资源库储存位置，请参阅第 376 页管
理储存位置。

如果显示的信息表明没有要整合的内容，则所有媒体文件都已整合到一个位置，即一个储存设备上。

【注】如果您自定了任何 Final Cut Pro 效果、转场、字幕、发生器或主题，则必须手动备份和移动位于“影片”
文件夹中的“Motion Templates”文件夹。与之类似，您必须手动记录和移动任何第三方效果，因为不能在 
Final Cut Pro 资源库中管理它们。

备份项目、事件和资源库
持续备份作品和媒体是工作流程的重要部分。有些人每天或每周备份一次；而有些人则在项目完成时进行备份。

若要保护媒体，建议您备份到 Final Cut Pro 所使用媒体文件的储存设备或分区之外的储存设备或分区。

Final Cut Pro 同时提供自动和手动工具，可让您：

 • 手动备份项目、事件和资源库。请参阅第 375 页在资源库和硬盘之间拷贝或移动项目。

 • 启用 Final Cut Pro 资源库的数据库部分的自动备份。请参阅第 66 页从自动备份恢复资源库和
第 376 页管理储存位置。

 • 通过将项目复制为快照来备份项目。请参阅第 55 页复制项目和片段。

 • 将资源库、事件或项目的源媒体文件收集到一个位置。请参阅第 368 页整合项目、事件和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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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将媒体导入 Final Cut Pro 后，您可以选择“让文件保留在原位”选项，以链接到其当前位置的 
文件，而非将其拷贝到资源库。在这种情况下，Final Cut Pro 将创建符号链接，这是指向媒体文件的特殊文件。
在事件之间拷贝或移动片段时，Final Cut Pro 仅拷贝或移动符号链接（而非源媒体文件）。若要将符号链接
替换为实际的源媒体文件，请选择事件并选取“文件”>“整合事件文件”。有关文件和片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20 页媒体文件和片段。

【注】如果您自定了任何 Final Cut Pro 效果、转场、字幕、发生器或主题，则必须手动备份和移动位于“影片”
文件夹中的“Motion Templates”文件夹。与之类似，您必须手动记录和移动任何第三方效果，因为不能在 
Final Cut Pro 资源库中管理它们。

管理优化的媒体文件和代理媒体文件
Final Cut Pro 可以回放许多种格式的媒体。关于完整的列表，请参阅第 40 页支持的媒体格式。Final Cut Pro 
还提供用于对媒体进行转码（将媒体转换为不同格式或更改媒体设置）的选项，从而使其适合编辑。

 • 创建优化的媒体：此选项可让您将视频转码为 Apple ProRes 422 编解码器格式，这种格式可以在编辑过程
中提供更好的性能、在渲染时加快速度，以及为复合提供更高的颜色质量。如果原始摄像机格式能以较好的

性能进行编辑，则此选项会变暗。

 • 创建代理媒体：此选项可让您创建视频和静止图像代理文件。视频将转码为 Apple ProRes 422 Proxy 编
解码器格式，以提供优质文件来用于以原始帧尺寸、帧速率和宽高比进行离线编辑。Final Cut Pro 创建中等
质量（一半分辨率）的代理版本，来提高编辑性能。视频代理文件占用的储存空间通常比优化的文件少很多，

这将允许您使用便携式电脑，而不必使用内存和处理能力大很多的台式电脑。静止图像将转码为 JPEG 文件
（如果原始文件没有 Alpha 通道信息）或 PNG 文件（如果原始文件具有 Alpha 通道信息）。如果原始图像
非常大，则静止图像代理文件可以加快处理和渲染速度。

【注】为了实现更好的导入和回放性能，Final Cut Pro 会自动将所有 MP3 音频文件转码为 WAV 音频 
文件。对文件进行转码时，Final Cut Pro 始终保留原始媒体供将来使用。

导入媒体后，您可以在导入流程期间或在浏览器中创建优化媒体和代理媒体。您还可以使用“信息”检查器为片

段创建代理文件。转码完成后，优化和代理文件将储存到您的 Final Cut Pro 资源库，或储存到您在“资源库”
检查器中指定的外部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76 页管理储存位置。

若要控制 Final Cut Pro 是否在检视器中显示优化、代理或原始的媒体，以及是否优化视频回放的质量或性能，
请从检视器右上角的“检视器选项”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对应的选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74 页控制回放质
量和性能。

【重要事项】如果您使用代理媒体进行回放，则在共享项目前请确保切换回优化/原始媒体。这将确保导出的文
件具有最高质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48 页共享项目、片段以及范围。

导入过程中创建优化和代理文件

在导入过程中，Final Cut Pro 要么创建指向媒体文件的替身文件（用该媒体文件的原始位置），要么创建原始
媒体文件的副本。在导入文件后，会在后台执行转码、优化和分析。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从兼容的基于文件的录制或储存设备或从电脑导入文件：将设备连接到电脑，将其打开，选取“文件”> 
“导入”>“媒体”（或按下 Command-I），导航到并选择要导入的媒体，然后点按“导入”。

 • 若要从基于像带的摄录机导入文件：将设备连接到电脑，开启设备，接着将设备设定为 VTR 或 VCR 模式。
然后选取“文件”>“导入”>“媒体”并点按“导入”。

 • 若要从归档导入：选取“文件”>“导入”>“媒体”。从左侧的列表中选择摄像机归档，点按“打开归档”，导航
到要导入的文件，然后点按“导入”。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 页导入概述。

 2 在出现的窗口中，选取要在资源库中整理导入的媒体的方式：

 • 若要将导入的媒体添加到现有事件：选择“添加到现有事件”，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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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创建新事件：选择“创建新事件，位于：”，并使用弹出式菜单选取要在其中创建事件的资源库，然后在文

本栏中键入名称（例如，“克里斯和金的婚礼”）。

若要了解有关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8 页整理资源库概述。

 3 选取媒体文件的储存位置：

 • 若要将文件拷贝到当前资源库：选择“拷贝到资源库”来复制文件并将副本放在当前资源库储存位置。您可

以通过“资源库属性”检查器为每个资源库设定储存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76 页管理储存位置。

 • 若要将文件链接到其当前位置：请选择“让文件保留在原位”。

【注】如果您选择此选项，Final Cut Pro 将创建符号链接（也称为符链），这是指向媒体文件的特殊文件。
如果您稍后在事件之间拷贝或移动片段时，Final Cut Pro 仅拷贝或移动符号链接（而非源媒体文件）。若要
将符号链接替换为实际的源媒体文件，请选择事件并选取“文件”>“整合事件文件”。有关文件和片段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第 20 页媒体文件和片段。

 4 选择一个或两个转码选项。

Final Cut Pro 将在导入过程完成后在后台对文件进行转码。

 5 点按“导入”。

导入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取决于您在步骤 3 中选择的选项。您可以查看当前在“后台任务”窗口中运行的所有后
台进程的状态。

导入之后创建优化和代理文件

 1 在浏览器中按住 Control 键点按一个或多个片段，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对媒体进行转码”。

 2 在出现的窗口中，选择“创建优化的媒体”复选框和/或“创建代理媒体”复选框，然后点按“好”。

【注】如果原始摄像机格式能以较好的性能进行编辑，则“创建优化的媒体”选项会变暗。

转码过程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您选择的选项。您可以查看当前在“后台任务”窗口中运行的所有后台

进程的状态。

【注】对于 Final Cut Pro 10.0.4 之前版本所创建的项目，其中的 MP3 音频文件可以通过此进程手动转码为 
WAV 音频文件。

通过拖移导入时创建优化和代理文件

将媒体从 Finder 拖到 Final Cut Pro 中的事件或时间线时，会自动根据您在 Final Cut Pro 偏好设置中指定的
导入设置对媒体进行整理、转码和分析。

 1 若要指定导入设置，请选取“Final Cut Pro”>“偏好设置”，点按“导入”，然后选择您想要应用到媒体的导入 
设置。

有关导入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85 页“导入”偏好设置。

 2 若要导入一个或多个文件，请在 Finder 中选择文件（或按住 Command 键点按多个文件），然后将所选文件拖
到时间线或资源库列表中的某个事件。

从“信息”检查器生成代理文件

您可以使用“信息”检查器为片段创建代理文件。您可以在“信息”检查器中查看片段的信息，确定片段中是否

存在代理文件。如果在“信息”检查器中查看的文件没有代理文件，您将看到一个红色三角形。

If a proxy has not been 
created for a clip, a red 
triangle is sh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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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浏览器中选择片段。

 2 若要打开“信息”检查器，请点按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如下所示），然后点按出现的面板顶部的“信息” 
按钮。

 3 向下滚动到“信息”检查器的“文件信息”部分，然后点按“生成代理”按钮。

此时，会创建代理文件，而且“可用媒体表示”部分中的代理项目旁边会显示一个绿色圆圈，表明片段的代理文

件是可用的。

若要控制 Final Cut Pro 是否在检视器中显示代理媒体，请从检视器右上角的“检视器选项”弹出式菜单中选
取一个选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74 页控制回放质量和性能。

删除优化或代理文件

您可以随时删除优化或代理媒体文件，无论它们是否已储存。原始媒体文件将不会删除，因此您始终可以从原

始媒体中重新生成优化和代理文件。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删除一个或多个项目的代理或优化文件：在浏览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项目。

 • 若要删除一个或多个事件的优化或代理文件：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同一资源库中的一个或多个事件。

 • 若要删除资源库的代理或优化文件：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一个资源库。

 2 选取“文件”>“删除生成的[项目]文件”。

 3 在出现的窗口中，选择以下任一选项：

 • 删除优化的媒体

 • 删除代理媒体

 4 点按“好”。

所选文件将从储存设备中删除。

【注】在 Final Cut Pro 的媒体管理命令中，“删除生成的资源库文件”是唯一既影响外部媒体，也影响管理的
媒体（在资源库中）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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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渲染文件
渲染就是为项目中 Final Cut Pro 无法实时播放的部分创建临时视频和音频渲染文件的过程。当添加效果、 
转场、发生器、字幕和其他项目时，您将需要对它们进行渲染才能以高质量进行回放。

在时间线中，需要渲染的片段上方将出现一个橙色渲染指示器。

Render indicator

默认情况下，后台渲染将在 Final Cut Pro 中停止操作和移动指针后的 5 秒开始，并且当您在其他应用程序中
工作时，它仍会继续。您可以关闭后台渲染或调整 Final Cut Pro 偏好设置中的此设置。您还可以手动开始渲染
项目或项目的某个部分。

渲染文件将储存到您的 Final Cut Pro 资源库，或储存到您在“资源库”检查器中确定的外部位置。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阅第 376 页管理储存位置。

随着时间的推移，渲染文件会累积，并占用储存空间。如果要释放储存空间，您可以删除所选事件中未使用的渲

染文件或者删除所选项目或事件的所有渲染文件。您还可以删除给定资源库的所有渲染文件。原始媒体文件将

不会删除，因此您始终可以从原始媒体中重新生成渲染文件。

渲染全部或部分项目

在时间线中，需要渲染的项目区域具有橙色渲染指示器。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若要渲染项目的一部分：在时间线中，选择您想要渲染的片段，然后选取“修改”>“渲染所选部分”（或按下 
Control-R）。

【注】所选部分必须是片段选择而不是范围选择。

 m 若要渲染项目中所有需要渲染的部分：请选取“修改”>“全部渲染”（或按下 Control-Shift-R）。

Final Cut Pro 将渲染您所确定的项目的部分，并移除相应的橙色渲染指示器。您可以在“后台任务”窗口中查
看渲染的进度。 

删除项目渲染文件

 1 在浏览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项目。

 2 选取“文件”>“删除生成的项目文件”。

 3 在出现的窗口中，选择“删除渲染文件”并点按“好”。

删除事件渲染文件

 1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同一资源库中的一个或多个事件。

 2 选取“文件”>“删除生成的事件文件”。

 3 在出现的窗口中，选择“删除渲染文件”。

 4 选择是要删除未使用的渲染文件还是要删除所有的渲染文件，然后点按“好”。

【注】如果您选取删除事件中所有的渲染文件，则该事件中所有的项目渲染文件也将同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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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源库删除渲染文件

 1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一个资源库。

 2 选取“文件”>“删除生成的资源库文件”。

 3 在出现的窗口中，选择“删除渲染文件”。

 4 选择是要删除未使用的渲染文件还是要删除所有的渲染文件，然后点按“好”。

查看后台任务
许多 Final Cut Pro 任务都是在后台执行的：

 • 导入

 • 转码

 • 视频和音频优化及分析

 • 渲染

 • 共享

Final Cut Pro 会自动管理后台任务，因此您不需要执行任何操作来启动或暂停这些任务。如果要查看任何后
台过程的进度，您可以打开“后台任务”窗口。这个窗口中会显示正在执行的任务及完成百分比。

【重要事项】如果在后台任务处于运行状态时您不停地使用 Final Cut Pro，则后台任务将暂停。当您停止使用 
Final Cut Pro 时，这些任务会继续运行。

查看正在后台运行的任务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窗口”>“后台任务”（或按下 Command-9）。

 • 在工具栏中，点按“后台任务”按钮。

 2 若要查看每个部分中正在运行的任务，请点按显示三角形。

在“后台任务”窗口中暂停或继续任务

 m 点按“暂停”按钮  或“继续”按钮 。

在“后台任务”窗口中取消任务

 m 点按“取消”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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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资源库

管理资源库概述
Final Cut Pro 允许您处理多个资源库。您可以轻松在资源库之间拷贝事件和项目，以便可轻松快速地将媒体、 
元数据和创作移到其他系统，从而可在便携式电脑上进行编辑、与其他编辑协作或归档项目和媒体。您可以根 
据需要打开和关闭资源库，这样就不必同时打开太多的资源库。

Select an event 
in the Libraries list.

The Browser displays clips and 
projects in the selected event.

Click the disclosure 
triangle for a library to 
show or hide its events.

您还可以管理每个资源库上的媒体文件、缓存文件和资源库数据库备份的储存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376 页管理储存位置。

创建新资源库
您可以创建新（空）的资源库，也可以从现有事件创建资源库。例如，您可以选择多个事件并将其全都拷贝到单个

新资源库，方法是选取“文件”>“将事件拷贝到资源库”>“新建资源库”。

创建资源库

 1 如果未看到资源库列表，请点按浏览器左下角的按钮。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要创建空的资源库：选取“文件”>“新建”>“资源库”，然后导航到要用于存储资源库的硬盘位置。

 • 若要从现有事件创建资源库：在现有资源库中选择一个或多个事件，然后选取“文件”>“将事件拷贝到资源库”。 

新资源库将出现在资源库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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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和关闭资源库
您可以根据需要打开和关闭资源库列表中的资源库，以便绝不会一次打开太多资源库。 

如果您想要断开包含打开的资源库的外置硬盘，则“关闭资源库”命令尤其重要。

【提示】若要在打开 Final Cut Pro 时打开特定资源库，请按住 Option 键点按 Dock 中的 Final Cut Pro 应
用程序图标，在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资源库，然后点按“选取”。若要选择多个资源库：请按住 Command 
键点按列表中的资源库。

若要打开或关闭资源库列表中的资源库

 1 如果未看到资源库列表，请点按浏览器左下角的按钮。

 2 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打开现有的资源库：请选取“文件”>“打开资源库”并从子菜单中选取资源库，或者连按 Finder 中的某
个资源库文件。

 • 若要关闭资源库：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资源库 ，然后选取“文件”>“关闭资源库”。

在资源库和硬盘之间拷贝或移动项目
您可以在同一硬盘或不同硬盘上的资源库之间拷贝或移动片段、项目或整个事件。将某个项目从一个资源库拷

贝到另一个资源库时，会在包含接收资源库的磁盘上复制对应的文件。将某个项目从一个资源库移动到另一个

资源库时，会将对应的文件从一个资源库文件移到磁盘上的另一个资源库文件。

有关在同一资源库中的事件之间拷贝和移动项目的信息，请参阅第 54 页在同一资源库中的事件之间拷贝或移
动片段和项目。

以下是几个使用此功能增强工作流程的方法：

 • 使用同一硬盘上的多个资源库整理大量活跃项目和媒体资源。

 • 在其他安装有 Final Cut Pro 的 Mac 上处理项目和媒体文件。

 • 将项目及其媒体文件备份到硬盘、网络宗卷或其他储存介质。

 • 允许多个用户访问共享储存上外部文件夹中的媒体。

 • 释放电脑硬盘上的空间。

【注】如果您自定了任何 Final Cut Pro 效果、转场、字幕、发生器或主题，则必须手动备份和移动位于“影片”
文件夹中的“Motion Templates”文件夹。与之类似，您必须手动记录和移动任何第三方效果，因为不能在 
Final Cut Pro 资源库中管理它们。

在资源库之间拷贝片段、项目或事件

 1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要拷贝的事件，或者选择包含要拷贝的片段或项目的事件。

 2 如果要拷贝片段或项目，请在浏览器中选择它们。

【注】您不能同时选择片段和项目。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如果要拷贝到的资源库显示在资源库列表中：将项目拖到资源库中。如果要拷贝事件，请将其拖到资源库图

标 。如果要拷贝片段和项目，请将其拖到特定事件图标。

 • 如果要拷贝到的资源库未显示在资源库列表中：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打开资源库”以从子菜单中打开它，然后按照上述说明进行操作。

 • 选取“文件”>“将[项目]拷贝到资源库”并从子菜单中选取资源库，或者选取“新建资源库”以创建新资源
库并选取资源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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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包含优化的媒体或代理媒体，则将显示一个窗口，其中包含更多选项。选择要用于拷贝优化的媒体或

代理媒体的复选框，并点按“好”。

在资源库之间移动片段、项目或事件

 1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要移动的事件，或者选择包含要移动的片段或项目的事件。

 2 如果要移动片段或项目，请在浏览器中选择它们。

【注】您不能同时选择片段和项目。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如果要将项目移到的资源库显示在资源库列表中：按住 Command 键将项目拖到资源库，方法是首先开始
拖移，然后在拖移时按住 Command 键。如果要拷贝事件，请将其拖到资源库图标 。如果要拷贝片段和

项目，请将其拖到特定事件图标。

 • 如果要将项目移到的资源库未显示在资源库列表中：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打开资源库”以从子菜单中打开它，然后按照上述说明进行操作。

 • 选取“文件”>“将[项目]移到资源库”并从子菜单中选取资源库，或者选取“新建资源库”以创建新资源库
并选取资源库位置。

如果选择包含优化的媒体或代理媒体，则将显示一个窗口，其中包含更多选项。选择要用于拷贝优化的媒体或

代理媒体的复选框并点按“好”。

【重要事项】将媒体导入 Final Cut Pro 后，您可以选择“让文件保留在原位”选项，以链接到其当前位置的 
文件，而非将其拷贝到资源库。在这种情况下，Final Cut Pro 将创建符号链接，这是指向媒体文件的特殊文件。
在事件之间拷贝或移动片段时，Final Cut Pro 仅拷贝或移动符号链接（而非源媒体文件）。若要将符号链接
替换为实际的源媒体文件，请选择事件并选取“文件”>“整合事件文件”。有关文件和片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20 页媒体文件和片段。

管理储存位置
您可以设定每个资源库的储存位置。通过“资源库属性”检查器，可查看和确定媒体、缓存文件和资源库备份文

件的储存位置。您可以将这些文件储存在资源库中，或储存在所选的外部文件夹中。您还可以将资源库中的所

有文件收集为受管理的媒体，以便进行传输或归档。请参阅第 16 页什么是资源库？以获取有关受管理的媒体
和外部媒体的更多信息。

查看和设定资源库储存位置

 1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一个资源库。

 2 若要打开“资源库属性”检查器，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资源库属性”（或按下 Control-Command-J）。

 • 点按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如下方所显示）。

检查器将显示所选资源库的储存位置设置。“媒体位置”部分显示了所选资源库的储存设备列表，包括每个设

备上所储存的原始媒体、优化的媒体和代理媒体的总数。（此为所选资源库之前导入或生产的媒体）。

 3 若要查看或更改储存位置设置，请点按“修改设置”。

将出现一个带有三个弹出式菜单的窗口，您可以用来设定储存位置。默认情况下，媒体和缓存文件将储存在资

源库中，而资源库数据库的备份将储存在“影片”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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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若要更改储存位置，请从合适的弹出式菜单中选择“选取”，导航至新储存位置的文件夹，然后点按“选取”。

 • 媒体：设定导入文件、代理和优化文件以及合并文件的位置。

 • 缓存：设定渲染文件、分析文件、缩略图图像以及音频波形文件的位置。

 • 备份：设定资源库数据库备份的位置。

如果您不想让 Final Cut Pro 备份资源库，请从“备份”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不存储”。

【注】默认情况下，Final Cut Pro 每隔 15 分钟就会自动备份资源库。备份仅包括资源库的数据库部分，而不
包括媒体文件。存储的备份的文件名包括时间和日期。若要在 Final Cut Pro 中打开特定时间和日期的备份并
将其添加到当前资源库列表，请选取“文件”>“打开资源库”>“从备份”。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66 页从自
动备份恢复资源库。

 5 设定完储存位置后，点按“好”。

Final Cut Pro 会将您的新储存位置用于今后导入的源媒体文件、缓存文件以及备份。

【重要事项】现有的源媒体文件和备份文件将保留在其原始位置。如果您更改了缓存储存位置，Final Cut Pro 
会主动将您现有的活跃渲染文件和其他缓存文件（例如缩略图图像和音频波形文件）移动到新的位置。

合并资源库的媒体文件

 1 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一个资源库。

 2 若要打开“资源库属性”检查器，请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资源库属性”（或按下 Control-Command-J）。

 • 点按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如下方所显示）。

 3 在“资源库属性”检查器中，点按“合并”。

 4 如果您想将优化和代理媒体包括在内，请选择出现的窗口中的复选框，然后点按“好”。

Final Cut Pro 会将媒体拷贝到所选资源库文件，或拷贝到外部储存位置。若要查看或更改资源库储存位置， 
请参阅上方说明。

有关合并媒体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68 页整合项目、事件和资源库。

创建和管理摄像机归档
您可以给摄像机或摄录机的内容创建摄像机归档（备份副本）。请注意，不能从实况视频信号（如 iSight 摄像头
所产生的信号）创建归档。若要保护媒体，建议您将归档存储到 Final Cut Pro 所使用媒体文件的储存磁盘或分
区之外的磁盘或分区。

您可以将归档中的媒体导入到 Final Cut Pro，因此，如果要执行以下操作，则对设备上的媒体进行归档非常有用：

 • 快速清空摄像机或摄录机的内容，以便能立即录制更多媒体，而不必等待摄像机或摄录机将内容导入到 
Final Cut Pro，否则会花费很长时间。

 • 在多台电脑上导入归档媒体，而不必将归档媒体保留在摄录机上

 • 给来自摄像机的媒体保留一个可浏览的“近线”归档，而不必将媒体导入到 Final Cut Pro

有关如何将摄像机归档中的媒体导入到 第 35 页访问归档或磁盘映像上的媒体 的信息，请参阅 Final Cut Pro。

对基于文件的摄像机或摄录机上的媒体进行归档

 1 如果要将归档存储到外置存储设备，请将外置储存设备连接到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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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使用摄像机或摄录机附带的电缆将摄像机或摄录机连接到电脑，然后开启摄像机或摄录机。

如果使用的是摄录机，请将摄录机设定为“PC 连接”模式。您设备上的此传输模式可能具有不同的名称。如果
在摄录机连接到电脑时以回放模式开启摄录机，则摄录机可能会自动进入“连接”模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摄录机附带的文稿。

【注】将 DVD 摄录机连接到 Mac 可能会使“DVD 播放程序”应用程序打开。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只需 
关闭“DVD 播放程序”即可。

 3 在 Final Cut Pro 中，点按工具栏左侧的“导入媒体”按钮（或按下 Command-I）。

 4 在出现的“媒体导入”窗口中，从左侧的摄像机列表中选择要归档其内容的设备。

Change the way clips appear 
using these controls.

The media on the 
device appears here.

Playback controls

 5 点按窗口左下角的“创建归档”按钮。

 6 在“将摄像机归档创建为”栏中，键入归档的名称。

 7 从“目的位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用来存储归档的位置，然后点按“好”。

【注】建议您将归档存储到 Final Cut Pro 所使用媒体文件的储存磁盘或分区之外的磁盘或分区。

摄像机归档会储存在硬盘上。您可以装载归档，就像它是基于文件的摄录机一样，然后浏览归档的内容，或者将

摄像机归档上的媒体导入到 Final Cut Pro。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5 页访问归档或磁盘映像上的媒体。

对基于像带的摄像机或摄录机上的媒体进行归档

 1 如果要将归档存储到外置存储设备，请将外置储存设备连接到电脑。

 2 使用摄像机或摄录机附带的电缆将摄像机或摄录机连接到电脑，然后开启摄像机或摄录机。

如果使用的是摄录机，请将摄录机设定为“PC 连接”模式。您设备上的此传输模式可能具有不同的名称。如果
在摄录机连接到电脑时以回放模式开启摄录机，则摄录机可能会自动进入“连接”模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摄录机附带的文稿。

 3 在 Final Cut Pro 中，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文件”>“导入”>“媒体”（或按下 Comma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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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点按工具栏左侧的“导入媒体”按钮。

 4 在出现的“媒体导入”窗口中，从左侧的摄像机列表中选择要归档其内容的设备。

 5 点按窗口左下角的“创建归档”按钮。

 6 在“将摄像机归档创建为”栏中，键入归档的名称。

 7 从“目的位置”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用来存储归档的位置，然后点按“好”。

【注】若要保护媒体，建议您将归档存储到 Final Cut Pro 所使用媒体文件的储存磁盘或分区之外的磁盘或 
分区。

Final Cut Pro 开始从像带上的当前位置归档。它将继续进行归档，直到出现以下一种情况：

 • 到达像带结尾。

 • 通过点按“停止导入”或“关闭”来手动停止归档过程（以关闭“媒体导入”窗口）。

摄像机归档会储存在硬盘上。您可以装载归档，就像它是基于文件的摄录机一样，然后浏览归档的内容，或者将

摄像机归档上的媒体导入到 Final Cut Pro。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5 页访问归档或磁盘映像上的媒体。

移动或拷贝摄像机归档

 1 在 Finder 中，选择要移动或拷贝的摄像机归档。

 2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若在本地磁盘上移动摄像机归档：将摄像机归档拖到新位置。

 • 若要在本地磁盘上拷贝摄像机归档：按住 Option 键将摄像机归档拖到本地磁盘上的新位置。

 • 若要将摄像机归档拷贝到外置储存设备：将摄像机归档拖到外置储存设备上的某个位置。

删除摄像机归档

相对于其他媒体文件，摄像机归档非常小，往往不需要删除。然而，您可以随时删除摄像机归档。

 1 在 Finder 中，选择摄像机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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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按住 Control 键并从出现的快捷菜单中选取“移到废纸篓”。

 3 按住 Control 键点按 Dock 中的废纸篓图标或者点按并按住 Dock 中的废纸篓图标，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
取“清倒废纸篓”。

【重要事项】清倒废纸篓会永久删除摄像机归档。

常见媒体管理问题的解决方案

提醒图标
当您在时间线或事件中看到红色帧和黄色提醒三角形时，Final Cut Pro 是提醒您项目或事件的一部分已丢
失。片段、事件、媒体文件和效果丢失的原因有很多：在电脑之间移动项目、事件和文件以及使用 Finder 主动
管理媒体是两大常见原因。

Final Cut Pro 事件和片段

图标 提醒 描述

事件丢失 事件媒体不可用。

如果您将事件移到废纸篓、将事件移

到其他位置、将项目移到其他位置或

移动其他项目的媒体，则可能会看到

此提醒。

缺少片段 Final Cut Pro 项目中或某个事件中使
用的片段不可用。

如果已将片段移到废纸篓、移动片段 
（或事件）、将项目移到其他位置或者

统一其他项目的媒体，则可能会看到

此提醒。

丢失摄像机 包含 Final Cut Pro 所使用文件的摄像
机未连接到系统。

若要避免显示此提醒，请在导入媒体

时备份媒体。请参阅第 36 页导入时整
理文件。

媒体文件

图标 提醒 描述

缺少文件 文件在 Finder 中不可用。

如果已在 Finder 中移动文件或给文件
重新命名、将事件或项目移到其他位置

或者统一其他项目的媒体，则可能会看

到此提醒。

已修改的文件 媒体文件已被 Final Cut Pro 之外的应
用程序更改。

缺少代理文件 Final Cut Pro 创建的代理文件不在 
Finder 的期望位置中。

请参阅第 369 页管理优化的媒体文件
和代理媒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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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Cut Pro 效果

图标 提醒 描述

缺少的效果 Final Cut Pro 中缺少某个效果。

缺少发生器 Final Cut Pro 中缺少某个发生器。

缺少标题 Final Cut Pro 中的某个字幕已丢失。

缺少转场 Final Cut Pro 中缺少某个转场。

常见媒体管理问题
此部分描述常见媒体管理问题和解决方案。 

如果您直接从硬盘导入文件并在 Finder 中更改名称
如果在 Finder 中移动文件或给文件重新命名，则可能会看到“丢失文件”提醒。

如果您给文件重新命名，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m 在 Finder 中，将文件名称改回为浏览器中使用的文件名。

 m 退出并重新打开 Final Cut Pro。Final Cut Pro 打开后，文件将重新链接到片段。

如果您取消了导入

如果由于取消了导入而未导入整个片段，则片段的左下角具有一个摄像机图标。

Camera icon

 m 请遵循第 22 页从基于文件的摄像机导入中的“重新导入片段”中的说明。

如果无法识别 DSLR 摄像机 Final Cut Pro
 m 请遵循第 29 页从数码静态相机导入中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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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设置和元数据概述
在 Final Cut Pro 中，您可以修改偏好设置来指定您的源媒体导入到该应用程序的方式、您的片段回放的方式，
以及您在时间线中编辑片段的方式。

您也可以查看和更改与片段相关的信息，这称为片段的元数据。元数据包括片段的源媒体文件的相关信息， 
以及您添加到片段的信息，如注释。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90 页显示和更改片段元数据。

Final Cut Pro 偏好设置

更改偏好设置
偏好设置用于修改 Final Cut Pro 特定功能的表现方式。大多数偏好设置可以随时打开或关闭。接下来的部分
详细描述了 Final Cut Pro 偏好设置。

打开 Final Cut Pro 偏好设置
 m 选取“Final Cut Pro”>“偏好设置”（或按下 Command-逗号键），并在窗口顶部点按某个面板的按钮来打 
开它。

在两台电脑之间拷贝 Final Cut Pro 偏好设置
您可以将 Final Cut Pro 偏好设置拷贝到另一台安装了 Final Cut Pro 的 Mac 上，以便这两台电脑上的设置
相同。

 1 在以下位置中查找偏好设置文件：

/用户/用户名称/资源库/Preferences/com.apple.FinalCut.plist

 2 将该偏好设置文件拷贝到另一台 Mac 的同一位置。

如有必要，覆盖该位置上已存在的任何文件版本。

偏好设置和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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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偏好设置
“通用”偏好设置是 Final Cut Pro 中的基本设置。

时间显示

 • 时间显示：使用此弹出式菜单选取 Final Cut Pro 的时间模式。更改此设置会影响工具栏中间的 
Dashboard 的时间显示（浏览条或播放头的位置)，以及 Final Cut Pro 中的修剪和导航操作。选项包括：

 • 时间码显示

 • 时间码显示包括子帧

 • 用帧表示的时间长度

 • 用秒表示的时间长度

对话框警告

 • 全部还原：点按此按钮可还原通过选择“不再提醒我”复选框关闭的所有警告对话框。

【注】有关资源库备份的信息，请参阅第 66 页从自动备份恢复资源库和第 376 页管理储存位置。

“编辑”偏好设置
“编辑”偏好设置会影响 Final Cut Pro 中的编辑行为。

时间线

 • 显示详细的修剪反馈：选择此复选框以在检视器中显示“两联”显示窗口，以获取涉及两个连续片段的编辑

点的更准确的反馈。例如，对于单个波纹式或卷动式编辑，此显示窗口会显示左片段的结束点和右片段的开

始点。

 • 执行编辑操作后定位播放头：选择此复选框以让播放头自动放置于时间线中您上一次编辑的末尾。例如， 
如果您在时间线中将某个片段插入到两个片段之间，播放头会自动放置于该插入的片段及其后的片段之间。

检查器单位

 • 检查器单位：使用此弹出式菜单来选取值在变换、裁剪和变形效果的检查器控制中的显示方式。

 • 像素：选取此设置以将值显示为像素。

 • 百分比：选取此设置以将值显示为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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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

 • 显示参考波形：选择此复选框以更改片段的音频部分的背景外观，从而显示参考波形。参考波形显示了实际

音频波形能有的最大可视分辨率。通过分离出响度，参考波形可让您更清楚地看到声音的形状。当实际波形

更改形状时（例如，片段的音量较低时，它的振幅会变小），您可以继续查看它完整的参考波形，以供编辑时

轻松参考。

静止图像

 • 编辑时间长度为 x 秒钟：使用此值滑块可设定静止图像和静帧片段的默认编辑时间长度（以秒为单位）。

转场

 • 时间长度为 x 秒钟：使用此值滑块来设定转场的默认时间长度（用秒表示）。

“回放”偏好设置
“回放”偏好设置会影响 “Final Cut Pro” 中的回放和渲染性能。

【注】有关控制回放质量和性能，包括在原始或优化的媒体和代理媒体之间切换的信息，请参阅第 74 页控制
回放质量和性能。

渲染

 • 后台渲染：选择此复选框以在系统闲置时打开 Final Cut Pro 渲染操作。

 • 开始前闲置：使用此值滑块来设定在 Final Cut Pro 开始后台渲染前您系统闲置的时间量，用秒表示。

回放

 • 为多机位片段创建优化的媒体：选择此复选框可自动将多机位片段视频转码为 Apple ProRes 422 编解码
器，从而在编辑期间提供性能并缩短渲染时间。

 • 如果丢帧，停止回放并警告：选择此复选框可让 Final Cut Pro 在回放期间丢帧时发出警告。

 • 如果由于磁盘性能而丢帧，在回放后警告：选择此复选框可让 Final Cut Pro 在由于硬盘性能问题而丢帧时
发出警告。

卷前时间长度

 • 卷前时间长度：使用此值滑块来设定在试演之前的播放时间，或者设定在使用“播放当前位置前后片段” 
命令时在浏览条或播放头位置之前的播放时间。

卷后时间长度

 • 卷后时间长度：使用此值滑块来设定在试演之后的播放时间，或者设定在使用“播放当前位置前后片段” 
命令时在浏览条或播放头位置之后的播放时间。

播放器背景

 • 播放器背景：使用此弹出式菜单来选取用于检视器的背景。您选取的颜色将在部分或完全透明的片段中 
可见，或在完全没有填充帧的片段中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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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视频输出
 • 音频/视频输出：使用此弹出式菜单可选取外部音频/视频设备或监视器进行输出。音频/视频输出需要第三
方视频接口硬件和软件，且仅 OS X Lion v10.7.2 或更高版本提供。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72 页在外部
视频监视器中查看回放。

“导入”偏好设置
使用“媒体导入”窗口将媒体导入到 Final Cut Pro 中时，您可以在每次导入文件时自定您的导入设置。但是， 
如果您将媒体直接从 Finder 拖到 Final Cut Pro 中，Final Cut Pro 会使用您在 Final Cut Pro“偏好设置” 
窗口的“导入”面板中选择的导入设置。

文件

选取媒体文件的储存位置：

 • 拷贝到资源库储存位置：此选项将复制媒体文件并将副本放在当前资源库储存位置。您可以通过“资源库 
属性”检查器为每个资源库设定储存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76 页管理储存位置。

 • 保留在原位：如果在选择此选项的情况下导入文件，Final Cut Pro 将创建符号链接（也称为符链），这是指
向但不拷贝媒体文件的特殊文件。移动、拷贝或备份使用这些文件的事件和项目时，Final Cut Pro 仅移动或
拷贝符号链接（而非源媒体文件）。如果您想要在移动或拷贝项目或事件后，将符号链接替换为实际源媒体

文件，请选择该事件并选取“文件”>“整合事件文件”。有关文件和片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0 页媒体文
件和片段。

转码

 • 创建优化的媒体：此选项会将视频转码为 Apple ProRes 422 编解码器，这会在编辑过程中提供更好的性
能、更短的渲染时间，以及用于复合的更好颜色质量。如果原始摄像机格式能以较好的性能进行编辑，则此

选项会变暗。

 • 创建代理媒体：此选项会将视频转码为 Apple ProRes 422 Proxy 编解码器，这将提供有利于离线编辑的
高质量文件。视频代理文件可以使用相对较少的磁盘空间，通常足够让您使用便携式电脑进行处理，而非使

用内存更多处理能力更强的台式电脑。此选项会将静止图像转码为 JPEG 文件（如果原始文件没有 Alpha 
通道信息）或 PNG 文件（如果文件具有 Alpha 通道信息）。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69 页管理优化的媒体文件和代理媒体文件。

【注】若要控制 Final Cut Pro 是否在检视器中显示优化、代理或原始的媒体，以及是否优化视频回放的质量
或性能，请从检视器右上角的“检视器选项”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对应的选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74 页控
制回放质量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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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从 Finder 标记：为每个分配到您所导入的文件的 Finder 标记创建一个关键词精选。如果您导入的文件具
有标记，请选择此选项来保留 Finder 中现有的标记整理方式。有关 Finder 标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OS X 
帮助（Finder 处于活跃状态时，在“帮助”菜单中可用）。

【注】仅就 REDCODE RAW 文件而言，“关键词精选”将基于分配到上层文件夹的标记。

 • 从文件夹：为您导入的文件中的每个文件夹创建一个关键词精选。选择此选项来保留 Finder 中现有的文件
整理方式。（请注意，尽管关键词精选不会出现在资源库列表的层级中，但是文件夹中的每个文件将针对其

所在的每个文件夹被配给一个关键词精选，无论该文件在该文件夹中是一层、二层，还是更多层。）

 • 查找人物：分析带视频的片段以确定是否存在人物以及拍摄的类型。分析之后，以下关键词中的任何一个会

被添加到片段：“单人”、“两人”、“组”、“特写镜头”、“中等镜头”和“宽镜头”。“合并人物查找结果”复选框

简化并汇总了所有“查找人物”关键词。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3 页视频和静止图像分析选项。如果您要
分析以查找人物，建议您也选择“在分析后创建智能精选”复选框。

 • 在分析后创建智能精选：当分析视频片段的图像防抖动问题或人物存在问题时，会为应用的每个关键词创建

智能精选。智能精选会显示在“事件”中的文件夹中。

视频

 • 针对颜色平衡进行分析：分析视频片段并检测色偏和对比度问题。当您将片段拖到时间线中时，会自动平衡

颜色。您可以在事件中修复片段的颜色平衡，方法是在“视频”检查器的“颜色”部分中打开“平衡”。

您可以随时关闭自动颜色调整，以显示原始录制的颜色。

音频

 • 分析并修正音频问题：分析音频并自动校正它的嗡嗡声、噪音和响度。您可以随时关闭自动音频校正；您这

样做以后，音频会按最初录制的效果播放。

 • 将单声道隔开并对立体声音频进行分组：分析音频通道并将它按照双单声道或立体声分组在一起，这取决于

分析结果。有关音频通道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50 页配置音频通道。

 • 移除静音通道：音频通道将得到分析，且静音通道会被自动移除。

【注】您可以在导入后取回原始音频配置。请参阅第 150 页配置音频通道。 

“目的位置”偏好设置
您可以在 “Final Cut Pro”“偏好设置”窗口的“目的位置”面板中修改共享目的位置。“目的位置”列表 
（“目的位置”面板左侧）中的目的位置也会显示在“文件”菜单的“共享”子菜单中，以及点按工具栏中的 
“共享”按钮时出现的弹出式菜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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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打开 Final Cut Pro 时，默认目的位置集将出现在“目的位置”列表中，但您可以添加其他目的位置和自定
目的位置。若要查看您可以添加的目的位置，请选择“目的位置”列表中的“添加目的位置”。在“目的位置”列

表中选择目的位置时，其设置将出现在右侧。

下面将描述每个目的位置可用的设置。有关添加和修改目的位置的信息，请参阅第 351 页创建和修改共享目的
位置。

DVD 和 Blu-ray
使用这些目的位置可将您的项目或片段刻录至标准清晰度 (SD) DVD 或与 Blu-ray 兼容的光盘，或者创建磁盘
映像 (.img) 文件，您可将它拷贝到外置驱动器或稍后刻录至光盘。

【注】默认情况下，Blu-ray 目的位置不显示。若要将其添加到“目的位置”列表，请参阅第 351 页创建和修改
共享目的位置。

DVD 和 Blu-ray 目的位置包括以下设置：

 • 输出设备：显示合适的系统输出设备，包括光盘驱动器和电脑硬盘。

您可以使用硬盘创建磁盘映像 (.img) 文件，以后您可以将该文件拷贝到外置驱动器或刻录至 DVD 介质。 

 • 层：显示目的位置介质上的可用层。 

 • 自动：自动检测您可以使用的光盘类型。

 • 单层：会将光盘识别为单层光盘。您可以使用此选项来强制双层光盘作为单层光盘来处理。

 • 双层：会将光盘识别为双层光盘。当您选取“硬盘驱动器”作为您的输出设备时，您可以使用此选项来强制

磁盘映像格式化以用于双层光盘。

【重要事项】根据项目长度，在使用单层光盘选取“双层”，可能会导致在刻录光盘时出错。

 • 光盘模板：显示可用的光盘模板。

 • 光盘载入时：显示播放光盘时执行的自动操作。

 • 显示菜单：显示主菜单。

 • 播放影片：立即开始播放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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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记：使用 AVCHD 输出设备时不适用于 Blu-ray。选择此复选框可在输出光盘中包括章节标记文本作为字
幕。通过按下 DVD 或 Blu-ray 播放程序上的“下一章节”或“上一章节”按钮，用户可以在章节标记之间导
航。有关章节标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33 页管理章节标记及其缩略图图像。

 • 循环：仅可用于 Blu-ray。选择此复选框可将循环图标添加到菜单。

 • 背景：点按“添加”按钮可添加背景图形。

 • 标志图形：仅可用于 Blu-ray。点按“添加”按钮可添加标志图形。

 • 标题图形：仅可用于 Blu-ray。点按“添加”按钮可添加标题图形。

 • 预览：点按“主菜单”可预览主菜单；点按“章节菜单”可预览章节菜单。 

电子邮件

使用此目的位置可使用“邮件”（Apple 电子邮件程序）通过电子邮件发送项目或片段。电子邮件目的位置会自
动创建包括导出的文件的电子邮件。

【注】默认情况下，“电子邮件”目的位置不显示。若要将其添加到“目的位置”列表，请参阅第 351 页创建和修
改共享目的位置。

电子邮件目的位置包括以下设置：

 • 分辨率：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分辨率。 

 • 压缩：如果您想要最高质量压缩，可选取“较好质量”；如果您愿意牺牲质量以求更快的处理速度，可选取 
“较快编码”。

YouTube、Vimeo、Facebook、CNN iReport、优酷和土豆
使用这些目的位置可将项目或片段发布到 YouTube、Vimeo、Facebook、CNN iReport、优酷或土豆帐户。

【注】CNN iReport、优酷和土豆目的位置默认情况下不显示在“共享”菜单中。若要将其添加到“目的位置”
列表，请参阅第 351 页创建和修改共享目的位置。

【重要事项】如果您在同个网站具有两个或多个帐户，则必须为每个帐户设定单独的目的位置。输入帐户信息

后，目的位置名称将追加有帐户名称（位于圆括号内）；例如，“YouTube (myusername)”。如果需要，可以使
用更具描述性的名称给目的位置重新命名。

Web 目的位置包括以下设置：

 • 登录：首次查看 Web 目的位置时，用于输入帐户信息的窗口将出现。如果您输入帐户名称和密码并选择 
“在我的钥匙串中记住此密码”复选框，则无需再次输入帐户名称或密码。有关详细说明，请参阅

第 351 页创建和修改共享目的位置。

初始设置后，可以点按目的位置设置中的“登录”按钮，以重新输入或更改帐户信息。

 • 分辨率：选取目的位置的默认分辨率。如果将目的位置用于分辨率比选取的分辨率低的项目或片段，分辨率

将更改以匹配项目或片段的分辨率。

 • 压缩：如果您想要最高质量压缩，可选取“较好质量”；如果您愿意牺牲质量以求更快的处理速度，可选取 
“较快编码”。

 • 观众：为您共享的影片选取隐私设置。菜单中显示的隐私设置将根据您所修改的 Web 目的位置发生更改
（YouTube、Vimeo 和 Facebook 等等）。

【重要事项】提供优酷帐户的密码时，必须输入密码，然后取消选择密码栏（通过按下 Tab 键或点按窗口中
的其他位置）。如果未执行此操作，优酷不会收到帐户信息。 

 • 类别：选取影片显示的类别。类别选项将根据您所修改的 Web 目的位置发生更改。

存储当前帧和导出图像序列

使用这些目的位置可存储项目中任何视频帧的静止图像，或者存储按顺序编号的静止图像文件集。

【注】默认情况下，“存储当前帧和图像序列”目的位置不显示。若要将其中任一项添加到“目的位置”列表， 
请参阅第 351 页创建和修改共享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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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当前帧和图像序列”目的位置包括以下设置：

 • 导出：选取导出文件的文件格式。

 • 缩放图像以保留宽高比：选择此复选框可缩放输出文件，以使用方形像素和保持原始宽高比（这会导致水平

和垂直像素数的增多或减少）。 

该复选框仅会影响使用非方形像素的格式的项目，如 NTSC 和 PAL 格式。如果该复选框未选定（默认设置）， 
则输出文件会使用与原始视频相同的像素宽高比及水平和垂直像素数。

导出文件

【注】此目的位置用作默认集中三个默认目的位置的基础。母版文件、Apple 设备 720p 和 Apple 设备 
1080p。在 Final Cut Pro 偏好设置中创建和修改目的位置时，此目的位置称为“导出文件”。

使用此目的位置可将您的项目或片段导出为带有视频和音频的影片文件、不带音频的视频文件或不带视频的音

频文件。此目的位置用于导出用于 Apple 设备、电脑和 Web 托管的文件。 

通过选取多个分辨率之一，可以自定“导出文件”目的位置，具体取决于目标回放设备。例如，选取 1280 x 720 
分辨率用于 iPhone 和 iPod，而选取 1920 x 1080 分辨率用于 iPad。您也可以将项目中使用的一个或多个角
色导出为一个或多个文件，也称为媒体符干。

“导出文件”目的位置包括以下设置：

 • 格式：列出母带录制格式（音频和视频、仅视频、仅音频）和发布格式（Apple 设备、电脑、Web 托管）。您选
择的格式将决定以下弹出式菜单中的选项。

【重要事项】共享项目或片段时，只能更改用于发布格式的分辨率。

 • 视频编解码器：选择要用于导出文件的编解码器。（可用选项基于源片段或项目的媒体格式。）

 • 分辨率：选取目的位置的默认分辨率。如果将目的位置用于分辨率比选取的分辨率低的项目或片段，分辨率

将更改以匹配项目或片段的分辨率。

 • 音频文件格式：如果从“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仅音频”，请选取导出文件的音频格式。如果从“格式” 
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其他选项，此项目会列出将用于导出文件的音频格式。

 • 包括章节标记：选择此复选框可包括添加到输出文件中项目的章节标记。通过点按 iTunes 或 QuickTime 
Player 上的“下一章节”或“上一章节”按钮，用户可以在章节标记之间导航。 

 • “完成时”、“打开方式”或“添加到播放列表”。选取导出完成后应该执行的操作。您可以选取在应用程序中

打开导出文件，将其添加到 iTunes 资料库，或将其发布到媒体浏览器。弹出式菜单的名称会因您选取的内
容而异。

 • 什么都不做：如果不想自动打开导出的文件，请选取此选项。

 • QuickTime Player、iTunes 或其他应用程序：选取此选项可在与文件相关的默认应用程序中打开导出 
的文件。您可以在 Finder 中设定或更改默认应用程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Finder 处于活跃状态时 
“帮助”菜单中提供的“OS X 帮助”。

 • Compressor：选取此选项可在 Compressor 中打开导出的文件。导出的文件将显示为新的批处
理的源文件，便于轻松地继续处理项目的影片。例如，您可以创建分发所需的压缩版本，而无需使用 
Final Cut Pro。

【注】仅当 Compressor 与 Final Cut Pro 安装在同一台电脑时，此选项才可用。

 • 其他：选取此选项可指定其他打开导出文件的应用程序。在出现的窗口中选择应用程序，然后点按“打开”。

 • 资源库：选取此选项可将导出文件添加到 iTunes 资料库中。

 • 角色为：仅当从“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母带录制格式（视频和音频、仅视频或仅音频）时可用。如果您需

要将您的项目导出为独立媒体文件（例如，如果您要从项目分别导出对话框、音乐和声音效果），您可以将一

个或多个项目角色导出为媒体符干。使用项目的音频和视频角色，您可以创建合并的、多轨道 QuickTime 文
件或者独立的音频或视频文件；并且您可以为音频通道分配单声道、立体声或环绕声输出。有关角色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第 279 页角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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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ssor 设置
使用此目的位置可使用 Compressor 中的设置导出项目或片段，其中 Compressor 是专业的转码应用程序，可
直接与 Final Cut Pro 配合使用。 

【注】默认情况下，“Compressor 设置”目的位置不显示。若要将其添加到“目的位置”列表，请参阅
第 351 页创建和修改共享目的位置。

使用 Compressor 设置导出项目提供了 Compressor 的许多便利之处，而无需真正在 Compressor 中打开项
目。您可以使用 Compressor 在一次共享操作中创建多个输出文件，或者创建修改输出文件的自定设置，例如，
给视频添加水印。如果系统上安装了 Compressor，则可以将任何 Compressor 设置用于 Final Cut Pro。 

如果未在系统上安装 Compressor 且从他人收到 Compressor 设置，请将设置放在以下位置，以便 
Final Cut Pro 和 Compressor 可以访问它： 

/用户/用户名称/资源库/Application Support/Compressor/Settings/

您可能需要使用 Finder 创建“Compressor”和“Settings”文件夹。

【提示】在 OS X Lion v10.7 和更高版本中，默认情况下隐藏个人文件夹“资源库”文件夹。您可以在 Finder 
中访问此目录，方法是选取“前往”>“前往文件夹”并在“前往文件夹”栏中输入“~/资源库/”。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 Finder 处于活跃状态时“帮助”菜单中提供的“OS X 帮助”。

导出用于 HTTP 实时流化
使用此目的位置可使用 Web 服务器将音频和视频发送到 iPhone、iPad、iPod touch 和 Mac。

【注】默认情况下，“HTTP 实时流化”目的位置不显示。若要将其添加到“目的位置”列表，请参阅第 351 页创
建和修改共享目的位置。

由于 HTTP 实时流化可动态调整影片回放质量以匹配有线或无线网络的可用速度，因此它是将流化媒体传输到
基于 iOS 的应用程序或基于 HTML5 的网站的好办法。有关执行 HTTP 实时流化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Apple 
开发者 HTTP 实时流化网站的网址为 http://developer.apple.com/resources/http-streaming。

“HTTP 实时流化”目的位置包括以下设置：

 • 要导出的版本：针对想要支持流化的每种网络连接类型选择此复选框。您可以导出文件，以便在使用蜂窝 
网络、Wi-Fi 和宽带数据连接的设备上使用。

捆绑包

您可以将目的位置集一起分组在捆绑包中，以在单个步骤中创建多种输出。使用捆绑包共享项目或片段时，捆绑

包中每个目的位置的文件都将自动输出。若要了解如何创建捆绑包，请参阅第 351 页创建和修改共享目的位置。

使用元数据

显示和更改片段元数据
源媒体文件的相关信息、摄像机录制的信息以及有关片段的描述性信息被称为元数据。在 Final Cut Pro 中， 
您可以创建要与片段一起显示的您自己的元数据组合，这称为元数据视图。您可以创建新的元数据视图，也可以

修改 Final Cut Pro 附带的元数据视图。

在 Final Cut Pro 中，您可以使用三种元数据：

 • 可交换图像文件 (EXIF) 数据：摄像机录制的信息，在拍摄时储存在媒体中，如摄像机牌子和型号、文件大小、
颜色描述文件以及每样本的位数。

 • 国际印刷电信委员会 (IPTC) 数据：标准化数据，媒体组织使用它将关键词、字幕、版权声明及其他信息嵌入
到媒体文件本身。

 • Final Cut Pro 元数据：您在 Final Cut Pro 中应用到片段的数据，如片段名称、评分和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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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信息”检查器来查看或更改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选定的某个片段或某组片段的元数据。 

Info button

“共享”检查器还显示使用共享的片段或项目导出的元数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55 页修改共享属性。

查看片段的元数据

 1 选择片段。

 2 若要打开“信息”检查器，请点按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如下所示），然后点按出现的面板顶部的“信息” 
按钮。

选定的某个片段或某组片段的元数据会显示在“信息”检查器的栏中。

在“信息”检查器中切换元数据视图

您可以更改“信息”检查器中显示的元数据栏，方法是从“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不同的元数据视图。

 1 选择片段。

 2 打开“信息”检查器。

 3 从“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种元数据视图。

Metadata View pop-up menu

【注】如果您创建自定元数据视图，它们也会显示在该弹出式菜单中。

更改片段的元数据

 1 选择片段。

 2 打开“信息”检查器。

 3 在“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种元数据视图，该视图需包含您要更改的元数据栏。

 4 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在文本栏中点按以激活它，并输入您要包含的文本。

【注】如果您不能在某个文本栏中点按，则该栏不可以编辑。例如，某些 EXIF 元数据栏就不可以编辑。

 • 从弹出式菜单中为您要更改的元数据选取一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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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您还可以在浏览器中更改源片段的“内容创建日期”日期和时间。只需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然后选

取“修改”>“调整内容创建日期和时间”。

重新排列元数据视图中的栏

 m 在“信息”检查器中，将元数据标签拖成不同顺序。

修改元数据视图
您可以创建新的元数据视图，也可以修改 Final Cut Pro 附带的元数据视图。

创建新的元数据视图

 1 选择片段。

 2 若要打开“信息”检查器，请点按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如下所示），然后点按出现的面板顶部的“信息” 
按钮。

 3 在“信息”检查器中，从“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辑元数据视图”。

 4 在“元数据视图”窗口中，从窗口左下角的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新建元数据视图”。

 5 为新元数据视图输入名称，然后按下 Return 键。

 6 若要将属性数限制为指定组，如 EXIF 或视频属性，请从窗口顶部的“属性”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属性组。

 7 若要将某个属性添加到元数据视图，请选择该属性左边的复选框。

Click a checkbox to add a 
property to the metadata view.

Action pop-up menu

 8 如果您对指定给元数据视图的元数据栏感到满意，请点按“好”。

新的元数据视图会被添加到“信息”检查器中的“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

修改现有的元数据视图

您可以更改现有元数据视图中显示的元数据的组合方式。您可以给元数据栏重新命名、添加或移除元数据栏、

创建自定元数据栏，以及重新排列元数据栏的显示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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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选择片段。

 2 打开“信息”检查器。

 3 在“信息”检查器中，从“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辑元数据视图”。

 4 在“元数据视图”窗口中，选择您要更改的元数据视图，并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若要给元数据视图重新命名：连按左边栏中的元数据视图名称，输入新名称，然后按下 Return 键。

 • 若要从元数据视图中移除属性（元数据栏）：在“属性”栏中，点按您要移除的属性左侧的勾号。

 • 若要将属性（元数据栏）添加到元数据视图：在“属性”栏中，选择您要添加的属性左侧的复选框。

 • 若要将自定属性（元数据栏）添加到元数据视图：从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添加自定元数据栏”， 
为新属性输入名称和描述，然后点按“好”。

 5 如果您对指定给所选元数据视图的元数据栏感到满意，请点按“好”。

复制元数据视图

如果您要创建一个新元数据视图，该视图包含某个现有元数据视图的大多数元数据栏，您可以通过复制现有元

数据视图并修改它来节省时间。

 1 选择片段。

 2 打开“信息”检查器。

 3 在“信息”检查器中，从“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您要复制的元数据视图，然后从“元数据视图”弹出式
菜单中选取“将元数据视图存储为”。

 4 在 Final Cut Pro 窗口顶部出现的窗口中，为新元数据视图输入名称，并点按“好”。

新的元数据视图会显示在“信息”检查器中的“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按需要修改新元数据视图。

删除元数据视图

 1 选择片段。

 2 打开“信息”检查器。

 3 在“信息”检查器中，从“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选取“编辑元数据视图”。

 4 在“元数据视图”窗口中，在左边的栏中选择您要删除的元数据视图，并从左下角的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
取“删除元数据视图”。

该元数据视图将从“元数据视图”窗口的左栏中移除，并从“信息”检查器的“元数据视图”弹出式菜单中移除。

【注】删除元数据视图不会删除应用到片段或其源媒体的元数据。

批量地给片段重新命名
当您将媒体导入 Final Cut Pro 时，片段通常包含毫无意义的名称，如由摄像机指定的名称。在将媒体导入  
Final Cut Pro 后，尽管可逐个给片段重新命名，但也可以在浏览器中作为批处理给一系列片段重新命名。 
Final Cut Pro 提供可自定命名预置，因此可高效、轻松地给大量片段重新命名。

使用命名预置批量地给片段重新命名

 1 在浏览器中，选择您要重新命名的片段。

 2 若要打开“信息”检查器，请点按工具栏中的“检查器”按钮（如下所示），然后点按出现的面板顶部的“信息” 
按钮。

 3 从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应用自定名称”并从子菜单中选取命名预置。

在浏览器中选定的片段会被重新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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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的命名预置

大多数情况下，您将创建新命名预置并自定它。

【提示】创建新命名预置最简单的方法是复制已有的预置。查看以下任务以获得更多信息。

 1 在浏览器中，选择您要重新命名的片段。

 2 打开“信息”检查器。

 3 从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应用自定名称”并从子菜单中选取“新建”。

 4 在“给预置命名”窗口中，连按“未命名”，为新预置键入名称，然后按下 Return 键。

新的命名预置会显示在操作弹出式菜单的“应用自定名称”子菜单中。

复制已有的命名预置

创建新命名预置最简单的方法是复制现有预置（该预置须包含您要包括的大多数名称格式选项）并修改它。

 1 在浏览器中，选择您要重新命名的片段。

 2 打开“信息”检查器。

 3 从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应用自定名称”并从子菜单中选取“编辑”。

 4 在“给预置命名”窗口中，按住 Control 键点按您要复制的预置，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取“复制”。

复制的命名预置会显示在原始预置的下方。

 5 为复制的预置输入名称，然后按下 Return 键。

您现在可以修改预置来满足您的需要。

修改已有的命名预置

 1 在浏览器中，选择您要重新命名的片段。

 2 打开“信息”检查器。

 3 从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应用自定名称”并从子菜单中选取“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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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给预置命名”窗口中，通过将元素从“片段信息”、“日期/时间”、“格式”和“摄像机”区域拖到“格式”栏来
添加名称标记。

若要移除名称标记，请在“格式”栏中选择它，然后按下 Delete 键。

 5 重新排列“格式”栏中的标记，方法是将它们拖移到新位置。

 6 如果您想，可在“格式”栏中的命名标记间添加文本字符，如下划线 (_) 和空格。

 7 对命名预置的新格式感到满意时，点按“好”。

移除命名预置

 1 选择片段。

 2 打开“信息”检查器。

 3 从操作弹出式菜单  中选取“应用自定名称”并从子菜单中选取“编辑”。

 4 在“给预置命名”窗口中，选择您要移除的命名预置，并点按“移除预置”按钮（带有减号）。

该命名预置将从“给预置命名”窗口中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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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快捷键和 Multi-Touch 手势概述
Final Cut Pro 提供了几种可在您集合项目时提高效率的方法：

 • 标准键盘快捷键：通过按一个或多个键，可非常快速地完成许多常见任务，如打开特定窗口或将片段从浏览

器添加到时间线。请参阅第 396 页键盘快捷键。

 • Multi-Touch 手势：如果您拥有 Multi-Touch 触控板或 Multi-Touch 鼠标，可以在创建项目时，充分利用 
Multi-Touch 手势快速执行许多任务。请参阅第 407 页 Multi-Touch 手势。

 • 自定键盘快捷键：通过针对频繁使用的功能创建您自己的自定键盘快捷键，如颜色板控制，可添加到标准键

盘快捷键。或者，如果您更熟悉其他应用程序中的键盘快捷键，则可以使用命令编辑器让这些键盘快捷键替

代 Final Cut Pro 中的默认设定。请参阅第 407 页在命令编辑器中查看键盘快捷键。

键盘快捷键
您可以使用键盘快捷键在 Final Cut Pro 中快速完成许多任务。若要使用键盘快捷键，请同时按快捷键中的所
有键。下表列出了常用命令的快捷键。

应用程序

命令 快捷键 操作

隐藏应用程序 Command-H 隐藏 Final Cut Pro

隐藏其他应用程序 Option-Command-H 隐藏除 Final Cut Pro 之外的所有应
用程序

键盘自定 Option-Command-K 打开命令编辑器

最小化 Command-M 最小化 Final Cut Pro

打开资源库 Command-O 打开现有资源库或新资源库

偏好设置 Command-逗号键 (,) 打开 Final Cut Pro 的“偏好设置”
窗口

退出 Command-Q 退出 Final Cut Pro

重做更改 Shift-Command-Z 重做上一个命令

撤销更改 Command-Z 撤销上一个命令

编辑

命令 快捷键 操作

调整音量（绝对） Control-Option-L 将所有所选片段的音频音量调整为特

定的 dB 值

调整音量（相对） Control-L 使用相同的 dB 值来调整所有所选片段
的音频音量

追加到故事情节 E 将所选部分添加到故事情节的结尾

试演：添加到试演 Control-Shift-Y 将所选片段添加到试演

键盘快捷键和手势

67% resize factor



 第 16 章：键盘快捷键和手势 397

命令 快捷键 操作

试演：复制并粘贴效果 Option-Command-Y 复制试演中的片段并添加效果

试演：复制为试演 Option-Y 使用时间线片段和该片段（包括应用的

效果）的复制版本创建试演，

试演：复制原始项 Shift-Command-Y 复制选定的试演片段，但不包括应用

的效果

试演：替换并添加到试演 Shift-Y 创建试演并使用当前所选部分替换时

间线片段

切割 Command-B 剪切浏览条或播放头位置处的主要故事

情节片段（或所选部分）

全部切割 Shift-Command-B 剪切浏览条或播放头位置的所有片段

将片段项分开 Shift-Command-G 将所选项拆分为其组件部分

更改时间长度 Control-D 更改所选部分的时间长度

连接到主要故事情节 Q 将所选内容连接到主要故事情节

连接到主要故事情节 - 反向时序 Shift-Q 将所选内容连接到主要故事情节， 
并将所选内容的结束点与浏览条或播

放头对齐

拷贝 Command-C 拷贝所选部分

创建试演 Command-Y 从所选部分创建试演

创建故事情节 Command-G 从连接的片段中的所选内容创建故事

情节

剪切 Command-X 剪切所选部分

剪切和切换到检视器角度 1 1 将多机位片段剪切并切换到当前倾斜角

度组的角度 1

剪切和切换到检视器角度 2 2 将多机位片段剪切并切换到当前倾斜角

度组的角度 2

剪切和切换到检视器角度 3 3 将多机位片段剪切并切换到当前倾斜角

度组的角度 3

剪切和切换到检视器角度 4 4 将多机位片段剪切并切换到当前倾斜角

度组的角度 4

剪切和切换到检视器角度 5 5 将多机位片段剪切并切换到当前倾斜角

度组的角度 5

剪切和切换到检视器角度 6 6 将多机位片段剪切并切换到当前倾斜角

度组的角度 6

剪切和切换到检视器角度 7 7 将多机位片段剪切并切换到当前倾斜角

度组的角度 7

剪切和切换到检视器角度 8 8 将多机位片段剪切并切换到当前倾斜角

度组的角度 8

剪切和切换到检视器角度 9 9 将多机位片段剪切并切换到当前倾斜角

度组的角度 9

删除 Delete 删除所选时间线，拒绝所选浏览器， 
或移除直通编辑

仅删除所选部分 Option-Command-Delete 删除所选部分并将连接片段连接到产生

的空隙片段

取消选择全部 Shift-Command-A 取消选择所有选定项目

复制 Command-D 复制浏览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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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快捷键 操作

启用/停用片段 V 对所选部分启用或停用回放

展开音频/视频 Control-S 单独查看选定片段的音频和视频

展开/折叠音频组件 Control-Option-S 在时间线中展开或折叠所选部分的音

频组件

延长编辑 Shift-X 将选定的编辑点延长到浏览条或播放

头位置

向下扩展所选部分 Shift–下箭头键 在浏览器中，将下一个项目添加到所

选内容

向上扩展所选部分 Shift–上箭头键 在浏览器中，将上一个项目添加到所

选内容

最终确定试演 Option-Shift-Y 叠化试演并将其替换为试演挑选项

插入 W 在浏览条或播放头位置插入所选内容 

插入/连接静帧 Option-F 在时间线的播放头或浏览条位置插入

一个静帧，或将一个静帧从事件中的浏

览条或播放头位置连接到时间线中的

播放头位置

插入空隙 Option-W 在浏览条或播放头位置插入空隙片段

插入占位符 Option-Command-W 在浏览条或播放头位置插入占位符片段

从故事情节中提取 Option–Command–上箭头键 从故事情节举出选择并将其连接到产生

的空隙片段

将音量调低 1 dB Control-连字符键 (-) 将音量调低 1 dB

移动播放头位置 Control-P 通过输入时间码值移动播放头

新建复合片段 Option-G 创建新的复合片段（如果无选择，创建

空复合片段）

向左挪动音频子帧 Option-逗号键 (,) 将选定的音频编辑点向左移动 1 个子
帧，从而创建拆分编辑

向左挪动音频子帧很多 Option-Shift-逗号键 (,) 将选定的音频编辑点向左移动 10 个子
帧，从而创建拆分编辑

向右挪动音频子帧 Option-句点键 (.) 将选定的音频编辑点向右移动 1 个子
帧，从而创建拆分编辑

向右挪动音频子帧很多 Option-Shift-句号键 (.) 将选定的音频编辑点向右移动 10 个子
帧，从而创建拆分编辑

向下挪动 Option–下箭头键 在动画编辑器中向下挪动选定关键帧

的值

向左挪动 逗号键 (,) 将所选部分向左挪动 1 个单位

向左挪动很多 Shift-逗号键 (,) 将所选部分向左挪动 10 个单位

向右挪动 句点键 (.) 将所选部分向右挪动 1 个单位

向右挪动很多 Shift-句点键 (.) 将所选部分向右挪动 10 个单位

向上挪动 Option–上箭头键 在动画编辑器中向上挪动选定关键帧

的值

打开试演 Y 打开选定的试演

覆盖连接 重音符 (`) 临时覆盖所选部分的片段连接

覆盖 D 在浏览条或播放头位置覆盖

覆盖 - 反向时序 Shift-D 从浏览条或播放头位置反向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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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快捷键 操作

覆盖到主要故事情节 Option–Command–下箭头键 在主要故事情节的浏览条或播放头位

置覆盖

粘贴为连接 Option-V 粘贴选择并将其连接到主要故事情节

在播放头粘贴插入 Command-V 在浏览条或播放头位置插入剪贴板内容

上一个角度 Control–Shift–左箭头键 切换到多机位片段中的上一个角度

上一个音频角度 Option–Shift–左箭头键 切换到多机位片段中的上一个音频角度

上一个挑选项 Control–左箭头键 选择“试演”窗口中的上一个片段，使其

成为试演挑选项

上一个视频角度 Shift–Command–左箭头键 切换到多机位片段中的上一个视频角度

将音量调高 1 dB Control–等号键 (=) 将音量调高 1 dB

替换 Shift-R 使用浏览器中的所选部分来替换时间线

中的所选片段

从开始处替换 Option-R 将时间线中的所选片段替换为浏览器选

择，其中从其开始点开始

替换为空隙 Shift-Delete 将选定的时间线片段替换为空隙片段

全选 Command-A 选择所有片段

选择片段 C 选择时间线中指针下方的片段

选择左音频边缘 Shift–左方括号 ([) 对于展开视图中的音频/视频片段，选择
音频编辑点的左边缘

选择左边缘 左方括号 ([) 选择编辑点的左边缘

选择左音频编辑边缘和右音频编辑边缘 Shift-反斜杠键 (\) 对于展开视图中的音频/视频片段，选择
音频编辑点的左边缘和右边缘

选择左编辑边缘和右编辑边缘 反斜杠键 (\) 选择编辑点的左边缘和右边缘

选择下一个角度 Control–Shift–右箭头键 切换到多机位片段中的下一个角度

选择下一个音频角度 Option–Shift–右箭头键 切换到多机位片段中的下一个音频角度

选择下一个挑选项 Control–右箭头键 选择“试演”窗口中的下一个片段，使其

成为试演挑选项

选择下一个视频角度 Shift–Command–右箭头键 切换到多机位片段中的下一个视频角度

选择右音频边缘 Shift–右方括号 (]) 对于展开视图中的音频/视频片段，选择
音频编辑点的右边缘

选择右边缘 右方括号 (]) 选择编辑点的右边缘

设定附加所选部分结尾 Shift-Command-O 在播放头或浏览条位置设定附加范围

选择结束点

设定附加所选部分开头 Shift-Command-I 在播放头或浏览条位置设定附加范围

选择起始点

显示/隐藏精确度编辑器 Control-E 选择编辑点时，显示或隐藏精确度编

辑器

吸附 N 打开或关闭吸附

单独播放 Option-S 单独播放时间线中选择的项

源媒体：音频和视频 Shift-1 打开音频/视频模式以将选择的视频和
音频部分添加到时间线

源媒体：仅音频 Shift-3 打开仅音频模式以将选择的音频部分添

加到时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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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快捷键 操作

源媒体：仅视频 Shift-2 打开仅视频模式以将选择的视频部分添

加到时间线

切换到检视器角度 1 Option-1 将多机位片段切换到当前倾斜角度组

的角度 1

切换到检视器角度 2 Option-2 将多机位片段切换到当前倾斜角度组

的角度 2

切换到检视器角度 3 Option-3 将多机位片段切换到当前倾斜角度组

的角度 3

切换到检视器角度 4 Option-4 将多机位片段切换到当前倾斜角度组

的角度 4

切换到检视器角度 5 Option-5 将多机位片段切换到当前倾斜角度组

的角度 5

切换到检视器角度 6 Option-6 将多机位片段切换到当前倾斜角度组

的角度 6

切换到检视器角度 7 Option-7 将多机位片段切换到当前倾斜角度组

的角度 7

切换到检视器角度 8 Option-8 将多机位片段切换到当前倾斜角度组

的角度 8

切换到检视器角度 9 Option-9 将多机位片段切换到当前倾斜角度组

的角度 9

切换故事情节模式 G 打开或关闭在时间线中拖移片段时构建

故事情节的功能

修剪结尾处 Option–右方括号 (]) 将选定或最顶部的片段的结尾处修剪到

浏览条或播放头位置 

修剪开始处 Option–左方括号 ([) 将片段开始点修剪到浏览条或播放头

位置 

修剪到所选部分 Option-反斜杠键 (\) 将片段开始点和结束点修剪到范围选择

效果

命令 快捷键 操作

添加基本下三分之一 Control-Shift-T 将基本下三分之一字幕连接到主要故

事情节

添加基本字幕 Control-T 将基本字幕连接到主要故事情节

添加默认转场 Command-T 将默认转场添加到所选部分

颜色板：还原当前板控制 Option-Delete 还原当前“颜色板”面板中的控制

颜色板：切换到“颜色”面板 Control-Command-C 切换到颜色板中的“颜色”面板

颜色板：切换到“曝光”面板 Control-Command-E 切换到颜色板中的“曝光”面板

颜色板：切换到“饱和度”面板 Control-Command-S 切换到颜色板中的“饱和度”面板

拷贝效果 Option-Command-C 拷贝选定的效果及其设置

拷贝关键帧 Option-Shift-C 拷贝所选关键帧及其设置

剪切关键帧 Option-Shift-X 剪切所选关键帧及其设置

启用/停用平衡颜色 Option-Command-B 打开或关闭平衡颜色校正

匹配音频 Shift-Command-M 在片段之间匹配声音

匹配颜色 Option-Command-M 在片段之间匹配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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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快捷键 操作

下一个文本 Option-Tab 导航到下一个文本项

粘贴属性 Shift-Command-V 将所选属性及其设置粘贴到所选部分

粘贴效果 Option-Command-V 将效果及其设置粘贴到所选部分

粘贴关键帧 Option-Shift-V 将关键帧及其设置粘贴到所选部分

上一个文本 Option-Shift-Tab 导航到上一个文本项

重新定时编辑器 Command-R 显示或隐藏重新定时编辑器

重新定时：创建正常速度分段 Shift-N 将选择设定为以正常 (100%) 速度播放

重新定时：保持 Shift-H  创建 2 秒保留分段

重新定时：还原 Option-Command-R 将选择还原为以正常 (100%) 速度向
前播放

单独播放动画 Control-Shift-V 在视频动画编辑器中一次仅显示一个

效果

常规

命令 快捷键 操作

删除 Delete 删除所选时间线，拒绝所选浏览器， 
或移除直通编辑

查找 Command-F 显示或隐藏“过滤器”窗口（浏览器中）

或时间线索引（时间线中）

前往事件检视器 Option-Command-3 激活事件检视器

导入媒体 Command-I 从设备、摄像机或归档导入媒体

资源库属性 Control-Command-J 打开当前资源库的“资源库属性” 
检查器

移到废纸篓 Command-Delete 将选择移到 Finder 废纸篓

新项目 Command-N 创建新项目

项目属性 Command-J 打开当前项目的“属性”检查器

渲染全部 Control-Shift-R 启动当前项目的所有渲染任务

渲染所选部分 Control-R 开始选择的渲染任务

在 Finder 中显示 Shift-Command-R 在 Finder 中显示所选事件片段的源
媒体文件

标记

命令 快捷键 操作

添加标记 M 在浏览条或播放头位置添加标记

所有片段 Control-C 更改浏览器过滤器设置来显示所有片段

添加标记并修改 Option-M 添加标记并编辑标记文本

应用关键词标记 1 Control-1 将关键词 1 应用到所选部分

应用关键词标记 2 Control-2 将关键词 2 应用到所选部分

应用关键词标记 3 Control-3 将关键词 3 应用到所选部分

应用关键词标记 4 Control-4 将关键词 4 应用到所选部分

应用关键词标记 5 Control-5 将关键词 5 应用到所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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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快捷键 操作

应用关键词标记 6 Control-6 将关键词 6 应用到所选部分

应用关键词标记 7 Control-7 将关键词 7 应用到所选部分

应用关键词标记 8 Control-8 将关键词 8 应用到所选部分

应用关键词标记 9 Control-9 将关键词 9 应用到所选部分

清除所选范围 Option-X 清除范围选择

清除范围结尾 Option-O 清除范围的结束点

清除范围开头 Option-I 清除范围的开始点

删除标记 Control-M 删除选定的标记

删除选择中的标记 Control-Shift-M 删除选择中的所有标记

取消选择全部 Shift-Command-A 取消选择所有选定项目

个人收藏 F 将浏览器选择评分为个人收藏 

个人收藏 Control-F 更改浏览器过滤器设置来显示个人收藏

隐藏被拒绝的项目 Control-H 更改浏览器过滤器设置来隐藏被拒绝

的片段

新关键词精选 Shift-Command-K 创建新的关键词精选

新智能精选 Option-Command-N 创建新的智能精选

范围选择工具 R 将“范围选择”工具设为活跃

拒绝 Delete 将浏览器中的当前所选部分标记为被

拒绝的

【注】如果时间线而非浏览器处于活跃

状态，则 Delete 键将移除所选项目。

已拒绝的 Control-Delete 更改浏览器过滤器设置来显示被拒绝

的片段

从选择中移除所有关键词 Control-0 从浏览器选择中移除所有关键词

角色：应用对话角色 Control-Option-D 将对话角色应用到所选片段

角色：应用效果角色 Control-Option-E 将“效果”角色应用于选定的片段

角色：应用音乐角色 Control-Option-M 将“音乐”角色应用于选定的片段

角色：应用字幕角色 Control-Option-T 将“字幕”角色应用于选定的片段

角色：应用视频角色 Control-Option-V 将“视频”角色应用于选定的片段

全选 Command-A 选择所有片段

选择片段范围 X 将范围选择设定为与浏览条或播放头下

方的片段边界匹配。

设定附加范围结尾 Shift-Command-O 在播放头或浏览条位置设定附加范围

选择结束点

设定附加范围开头 Shift-Command-I 在播放头或浏览条位置设定附加范围

选择起始点

设定范围结尾 O 设定范围的结束点

设定范围结尾 Control-O 编辑文本栏时设定范围的结束点

设定范围开头 I 设定范围的开始点

设定范围开头 Control-I 编辑文本栏时设定范围的开始点

取消评分 U 从选择中移除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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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命令 快捷键 操作

新事件 Option-N 创建新事件

新建文件夹 Shift-Command-N 创建新文件夹

在浏览器中显示 Shift-F 在浏览器中显示选定的片段

在浏览器中显示项目 Option-Shift-Command-F 在浏览器中显示打开的项目

同步片段 Option-Command-G 同步所选事件片段

回放/导航

命令 快捷键 操作

音频浏览 Shift-S 打开或关闭音频浏览

试演：预览 Control-Command-Y 在时间线的上下文中播放挑选项

片段浏览 Option-Command-S 打开或关闭片段浏览

仅剪切/切换多机位音频 Option-Shift-3 打开仅音频模式以进行多机位剪切和

切换

剪切/切换多机位音频和视频 Option-Shift-1 打开音频/视频模式以进行多机位剪切
和切换

仅剪切/切换多机位视频 Option-Shift-2 打开仅视频模式以进行多机位剪切和

切换

向下 下箭头键 转至下一项（浏览器中）或下一个编辑点

（时间线中）

向下 Control–下箭头键 编辑文本栏时，转至下一项（浏览器中）

或下一个编辑点（时间线中）

后退 10 帧 Shift–左箭头键 将播放头向后移动 10 帧

前进 10 帧 Shift–右箭头键 将播放头向前移动 10 帧

跳到开头 个人按钮 将播放头移到时间线的开始处或浏览器

中的第一个片段

跳到结尾 “结束”按钮 将播放头移到时间线的结尾处或浏览器

中的最后一个片段

跳到下一个倾斜角度组 Option-Shift-撇号键 (’) 在当前的多机位片段中显示角度的下一

个倾斜角度组

跳到下一个编辑点 撇号键 (’) 将播放头移到时间线中的下一个编辑点

跳到下一栏 Option–右箭头键 将播放头移到隔行扫描片段中的下一栏

跳到下一帧 右箭头键 将播放头移到下一帧

跳到下一子帧 Command–右箭头键 将播放头移到下一音频子帧

跳到上一个倾斜角度组 Option-Shift-分号键 (;) 在当前的多机位片段中显示角度的上一

个倾斜角度组

跳到上一个编辑点 分号键 (;) 将播放头移到时间线中的上一个编辑点

跳到上一栏 Option–左箭头键 将播放头移到隔行扫描片段中的上一栏

跳到上一帧 左箭头键 将播放头移到上一帧

跳到上一子帧 Command–左箭头键 将播放头移到上一音频子帧

跳到范围结尾 Shift-O 将播放头移到范围选择的结束处。

跳到范围开头 Shift-I 将播放头移到范围选择的开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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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快捷键 操作

循环回放 Command-L 打开或关闭循环回放

监视音频 Shift-A 打开或关闭要浏览的角度的音频监视

导航时间码输入 连字符键 (-) 输入负时间码值将向后移动播放头、 
向后移动片段或修剪范围或片段，具体

取决于选择

下一个片段 Control–Command–右箭头键 转至下一项（浏览器中）或下一个编辑点

（时间线中）

下一个标记 Control-撇号键 (’) 将播放头移到下一个标记

播放当前位置前后片段 Shift–问号键 (?) 在播放头位置周围播放

向前播放 L 向前播放（按下 L 键多次可增加回放
速度）

从播放头播放 Option–空格键 从播放头位置播放

全屏幕播放 Shift-Command-F 从浏览条或播放头位置全屏幕播放

倒退播放 J 倒退播放（按下 J 键多次可增加倒退回
放速度）

倒退播放 Control-J 编辑文本栏时倒退播放（按下 J 键多次
可增加倒退回放速度）

倒退播放 Shift–空格键 倒退播放

播放所选部分 正斜杠键 (/) 播放选择

播放到结尾 Control-Shift-O 从播放头播放到选择结尾

播放/暂停 空格键 开始或暂停回放

播放/暂停 Control–空格键 编辑文本栏时开始或暂停回放

正时间码输入 等号键 (=) 输入正时间码值将向前移动播放头、 
向前移动片段或修剪范围或片段，具体

取决于选择

上一个片段 Control–Command–左箭头键 转至上一项（浏览器中）或上一个编辑点

（时间线中）

上一个标记 Control-分号键 (;) 将播放头移到上一个标记

设定监视角度 Shift-V 将要浏览的角度设定为监视角度

浏览 S 打开或关闭浏览

开始/停止画外音录制 Option-Shift-A 开始或停止使用“录制画外音”窗口来

录制音频

停止 K 停止回放

停止 Control-K 编辑文本栏时停止回放

时间线历史记录后退 Command–左方括号 ([) 在时间线历史记录中后退一层

时间线历史记录前进 Command–右方括号 (]) 在时间线历史记录中前进一层

向上 上箭头键 转至上一项（浏览器中）或上一个编辑点

（时间线中）

向上 Control–上箭头键 编辑文本栏时，转至上一项（浏览器中）

或上一个编辑点（时间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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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和工具

命令 快捷键 操作

共享到默认目的位置 Command-E 使用默认目的位置共享选定的项目或

片段

选择“箭头”工具 A 将“选择”工具设为活跃

切割工具 B 将“切割”工具设为活跃

裁剪工具 Shift-C 激活裁剪工具并显示所选片段或播放头

下方最顶部片段的屏幕控制

变形工具 Option-D 激活变形工具并显示所选片段或播放头

下方最顶部片段的屏幕控制

手工具 H 将“手”工具设为活跃

位置工具 P 将“位置”工具设为活跃

变换工具 Shift-T 激活变换工具并显示所选片段或播放头

下方最顶部片段的屏幕控制

修剪工具 T 将“修剪”工具设为活跃

缩放工具 Z 将“缩放”工具设为活跃

显示

命令 快捷键 操作

片段外观：仅片段标签 Control-Option-6 根据片段名称设置，显示仅带有片段

名称、角色名称或活跃角度名称的时

间线片段

片段外观：缩小波形大小 Control–Option–下箭头键 缩小时间线片段的音频波形大小

片段外观：仅连续画面 Control-Option-5 显示仅带有大型连续画面的时间线片段

片段外观：增大波形大小 Control–Option–上箭头键 增大时间线片段的音频波形大小

片段外观：大型连续画面 Control-Option-4 显示带有小型音频波形和大型连续画面

的时间线片段

片段外观：大型波形 Control-Option-2 显示带有大型音频波形和小型连续画

面的时间线片段

片段外观：波形和连续画面 Control-Option-3 显示带有等大的音频波形和视频连续

画面的时间线片段

片段外观：仅波形 Control-Option-1 显示仅带有大型音频波形的时间线片段

减少片段高度 Shift-Command-连字符键 (-) 减少浏览器片段高度

增加片段高度 Shift–Command–等号键 (=) 增加浏览器片段高度

显示较少的连续画面帧 Shift-Command-逗号键 (,) 在浏览器片段中显示较少的连续画面帧

显示/隐藏音频动画 Control-A 显示或隐藏选定片段的音频动画编辑器

显示/隐藏浏览条信息 Control-Y 在浏览器中浏览时显示或隐藏片段信息

显示/隐藏视频动画 Control-V 显示或隐藏选定时间线片段的视频动

画编辑器

显示较多的连续画面帧 Shift-Command-句号键 (.) 在浏览器片段中显示较多的连续画面帧

每个连续画面显示一帧 Option-Shift-Command-逗号键 (,) 每个连续画面显示一帧

查看片段名称 Option-Shift-N 在浏览器中显示或隐藏片段名称

将浏览器视为连续画面 Option-Command-1 将浏览器切换到连续画面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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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快捷键 操作

将浏览器视为列表 Option-Command-2 将浏览器切换到列表视图

放大 Command–等号键 (=) 放大时间线、浏览器或检视器

缩小 Command-连字符键 (-) 缩小时间线、浏览器或检视器

缩放至窗口大小 Shift-Z 将内容缩放为适合浏览器、检视器或时

间线的大小

缩放到样本 Control-Z 打开或关闭放大音频样本

窗口

命令 快捷键 操作

后台任务 Command-9 显示或隐藏“后台任务”窗口

前往“音频增强” Command-8 将“音频增强”检查器设为活跃

前往颜色板 Command-6 将颜色板设为活跃

转至浏览器 Command-1 将浏览器设为活跃

转至检查器 Option-Command-4 将当前检查器设为活跃

转至时间线 Command-2 将时间线设为活跃

转至检视器 Command-3 将检视器设为活跃

下一个标签 Control-Tab 转至检查器或颜色板中的下一个面板

上一个标签 Control-Shift-Tab 转至检查器或颜色板中的上一个面板

录制画外音 Option-Command-8 显示或隐藏“录制画外音”窗口

显示直方图 Control-Command-H 在检视器中显示直方图

显示矢量显示器 Control-Command-V 在检视器中显示矢量显示器

显示视频波形 Control-Command-W 在检视器中显示波形监视器

显示/隐藏角度 Shift-Command-7 显示或隐藏角度检视器

显示/隐藏音频指示器 Shift-Command-8 显示或隐藏音频指示器

显示/隐藏浏览器 Control-Command-1 显示或隐藏浏览器

显示/隐藏效果浏览器 Command-5 显示或隐藏效果浏览器

显示/隐藏资源库列表 Shift-Command-1 显示或隐藏资源库列表

显示/隐藏事件检视器 Control-Command-3 显示或隐藏事件检视器 

显示/隐藏检查器 Command-4 显示或隐藏“检查器”面板

显示/隐藏关键词编辑器 Command-K 显示或隐藏关键词编辑器

显示/隐藏时间线索引 Shift-Command-2 显示或隐藏打开项目的时间线索引

显示/隐藏视频观测仪 Command-7 在检视器中显示或隐藏视频观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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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Touch 手势
如果您的电脑拥有 Multi-Touch 触控板，则在使用 Final Cut Pro 时可以使用下表中列出的 Multi-Touch  
手势。

有关 Multi-Touch 手势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电脑附带的文稿。

手势 操作

滚动（双指）：向左、向右、向上或向下移动时间线。 

滚动（三指）：向上推送以将播放头移到时间线的开头。向下推送以将播放头移到时

间线的结尾。向左或向右推送以向左或向右移动播放头

自定键盘快捷键

在命令编辑器中查看键盘快捷键
Final Cut Pro 提供了各种菜单命令和键盘快捷键，让您几乎可控制项目的每个方面，从回放到显示窗口和检查
器再到使用各个工具。您可以使用命令编辑器修改现有快捷键、创建新快捷键，以及存储多组可导出供他人使

用的键盘快捷键。您可以导入一组他人创建的快捷键。而且，如果您更熟悉其他应用程序中的键盘快捷键，则可

以使用命令编辑器让这些快捷键替代 Final Cut Pro 的默认集。

命令编辑器为英语版、日语版、法语版和德语版 Final Cut Pro 提供了一组键盘快捷键。显示的语言由电脑操作
系统确定。若要了解如何更改 Final Cut Pro 所使用的语言，请参阅 Finder 处于活跃状态时“帮助”菜单中提
供的“OS X 帮助”。

查看键盘快捷键

 1 选取“Final Cut Pro”>“命令”>“自定”（或按下 Option-Command-K）。 

这将出现命令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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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若要在命令编辑器中查找键盘快捷键，请执行以下任一项操作：

 • 点按虚拟键盘上的一个或多个键（或点按命令编辑器顶部的四个修饰键按钮之一）。

与选定键相关的命令组将显示在窗口左下角，且与选定键相关的所有键盘快捷键的列表将显示在窗口右 
下角。

Select a key to see the Command 
groups associated with the key.

按住键盘上的任何修饰键按钮时，键颜色将更新。键颜色与命令分类对应；例如，回放命令是蓝色，如 
“播放/暂停”（空格键）。“命令列表”左侧的“命令组”窗口包含供参考的可点按颜色键。

 • 在窗口右上角的搜索栏中输入命令名称、描述关键词或键名称。

与搜索词匹配的命令将列在窗口底部的“命令列表”中。

【提示】若要显示与“命令列表”中的项对应的键，请点按搜索栏左侧的“键盘高亮显示”按钮。

点按列表中的任何命令可在窗口右下角的“命令详细信息”区域中查看其详细信息。 

Commands located 
by the search

Enter a term to 
search for here.

 • 点按某个命令组可快速过滤“命令列表”，以仅显示该组中的命令和键盘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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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按列表中的任何命令可在窗口右下角的“命令详细信息”区域中查看其详细信息。 

Click a Command group to 
quickly filter the Command List.

查看不同命令集中的快捷键

如果系统具有多个命令集，则可以在其间轻松切换。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410 页命令编辑器中的导出和导
入命令集。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m 选取“Final Cut Pro”>“命令”，然后从子菜单中选取一个命令。

这将出现“命令编辑器”窗口，其中显示了选取的命令集。

 m 如果已打开命令编辑器，请从窗口左上角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一个命令集。

Command sets are 
listed in the bottom 
of the pop-up menu.

在命令编辑器中修改键盘快捷键
您可以在命令编辑器中快捷地自定键盘快捷键。如果您想要将一些自定命令添加到 Final Cut Pro 中的默 
认集，可以复制默认集并将键盘快捷键分配给一些未分配的命令。您还可以创建仅包含您的命令的新集。

复制命令集

 1 选取“Final Cut Pro”>“命令”>“自定”（或按下 Option-Command-K）。

 2 如果您想要复制的命令集未显示，请从命令编辑器左上角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不同的命令集。

 3 从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复制”。

 4 在出现的窗口中，键入命令集的名称，然后点按“好”。

重复集将添加到“Final Cut Pro”菜单的“命令”子菜单以及命令编辑器中的弹出式菜单。

修改命令集

您可以将键盘快捷键添加到命令集或重新分配键盘快捷键。

 1 选取“Final Cut Pro”>“命令”>“自定”（或按下 Option-Command-K）。

 2 如果您想要修改的命令集未显示，请从命令编辑器顶部的弹出式菜单中选择不同的命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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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选择要将新键盘快捷键分配给的命令，方法是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在“命令编辑器”窗口右上角的搜索栏中键入命令名称。

 • 浏览命令列表以查找您想要的命令。

 4 按您想要用于命令的组合键（例如，Option-Shift-T 或任何其他键）。

【注】使用对角线设为阴影的命令编辑器虚拟键盘上的按键保留供系统使用，因此无法分配。

如果组合键尚未分配给命令，虚拟键盘将更新以显示新键分配。一个灰色点将显示在新分配的键（或多个键）

上。如果命令属于颜色编码命令组，将应用颜色。

如果组合键已分配给命令，Final Cut Pro 将显示当前设置，并提示您确认更改。

 5 若要存储命令集更改，请点按命令编辑器右下角的“存储”按钮。

如果在未存储更改时就关闭命令编辑器，Final Cut Pro 将提示您存储更改。

删除命令集

 1 选取“Final Cut Pro”>“命令”>“自定”（或按下 Option-Command-K）。

 2 如果您想要删除的命令集未显示，请从命令编辑器顶部的弹出式菜单中选择不同的命令集。

 3 从命令编辑器左上角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删除”。

 4 在出现的窗口中，点按“删除”。

这将移除该命令集。

命令编辑器中的导出和导入命令集
存储命令集后，不妨导出它，以创建备份或与其他用户共享新集。导出的命令集被存储在一个文件中，该文件以

后可以重新导入到 Final Cut Pro 中。

导出自定键盘快捷键集

 1 选取“Final Cut Pro”>“命令”>“自定”（或按下 Option-Command-K）。

 2 如果您想要导出的命令集未显示，请从命令编辑器顶部的弹出式菜单中选择不同的命令集。

 3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Final Cut Pro”>“命令”>“导出”。

 • 从命令编辑器左上角的弹出式菜单中选取“导出”。

 4 在“存储为”栏中键入导出的命令集的名称，然后导航到要存储导出的集的位置并点按“存储”。

文件将存储在选取的位置，其中文件扩展名为 .commandset。

导入命令集

 1 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 选取“Final Cut Pro”>“命令”>“导入”。

 • 通过选取“Final Cut Pro”>“命令”>“自定”，打开命令编辑器，然后从命令编辑器左上角的弹出式菜单中
选取“导入”。

 2 在出现的窗口中，导航到命令集文件的储存位置，然后点按“打开”。

如果已使用名称相同的命令集，将出现一个窗口，提示您给命令集重新命名。

新命令集被添加到“Final Cut Pro”菜单的“命令”子菜单以及命令编辑器中的弹出式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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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标准清晰度 (SD) 广播视频的宽高比。视频帧可见区域的宽度与高度之比为 4:3 或 1.33。另请参阅标准清晰
度 (SD)。

16:9  适用于视频的宽屏幕宽高比。视频帧可见区域的宽度与高度之比为 16:9 或 1.78。16:9 宽高比用于高清晰
度视频。另请参阅高清晰度 (HD)。

AAC（高级音频编码）  也称为 MPEG-4 音频。数码音频压缩和编码的标准方式。AAC 编码文件可与音乐光盘
的质量相匹敌，且声音质量通常等同于或高于以相同或甚至更高的位速率编码的 MP3 文件。

AC3（音频编解码器 3、高级编解码器 3、原声编码器 3）  常用于环绕声编码的 Dolby Digital 压缩音频格式。

AIFF（音频交换文件格式）  由 Apple 开发的一种跨平台音频文件格式。与 WAV 文件一样，AIFF 文件包含信
息“块”，如声音数据块（包含实际样本数据）和常用块（包含采样速率和位长度信息）。

Alpha 通道  R、G 和 B 颜色通道之外的另一种图像通道，用来储存复合时需要的透明度信息。Alpha 通道通常
为 8 位，但有些应用程序支持 16 位 Alpha 通道。在 Final Cut Pro 中，黑色代表 100% 透明，白色代表 100% 
不透明。只有几种格式（例如 Targa、TIFF、PNG、PSD、Apple ProRes 4444 和 QuickTime 动画编解码器）支
持 Alpha 通道。另请参阅复合和 RGB。

角度编辑器  您可以在角度编辑器中打开多机位片段，以调整同步和角度顺序，或添加或删除角度。您也可以使用
角度编辑器编辑多机位片段中内的单个片段（如修剪、进行颜色校正、添加转场等）。另请参阅多机位片段。

角度检视器  用于同时观看多机位片段的所有角度，同时实时切换或剪切到不同角度的检视器。您可以同时或单独
剪切和切换视频和音频。例如，您在角度 1–4 之间切换视频时，可以使用角度 1 的音频。另请参阅多机位片段。

动画编辑器  请参阅音频动画编辑器、视频动画编辑器。

Apple ProRes  Apple 编解码器，以较低储存速率完美结合了多流实时编辑性能及超高图像质量。Apple 
ProRes 编解码器充分利用了多核处理能力，且具备快速但分辨率较低的解码模式。所有 Apple ProRes 编解码
器都以全分辨率支持任何帧尺寸（包括 SD、HD、2K 和 4K）。数据速率会因编解码器类型、图像内容、帧尺寸和
帧速率而异。

Apple ProRes 4444 XQ  适用于 4:4:4:4 图像源（包括 Alpha 通道）的 Apple ProRes 的最高质量版本，具有
极高的数据速率，能够保留当今最高质量的数码图像感应器所生成的高动态范围图像中的每一处细节。Apple 
ProRes 4444 XQ 所保留的动态范围是 Rec 709 图像的数倍，甚至能与色阶黑点或亮点经过明显拉伸的极致视
觉效果处理相媲美。和标准 Apple ProRes?4444 类似，此编解码器每个图像通道支持多达 12 位，Alpha 通道
则支持多达 16 位。对于 1920 x 1080 和 29.97 fps 的 4:4:4 源，Apple ProRes 4444 XQ 具有的目标数据速率
约为 500 Mbps。

Apple ProRes 4444  适用于 4:4:4:4 图像源（包括 Alpha 通道）的 Apple ProRes 的极高质量版本。此编
解码器具有完整分辨率，母带录制质量 4:4:4:4 RGBA 颜色，视觉保真度极高，几乎与原始素材无差别。Apple 
ProRes 4444 是用于储存和交换运动图形和复合的高质量解决方案，具有卓越的多代性能以及数学上无损的 
Alpha 通道（最多 16 位）。与未压缩的 4:4:4 HD 相比，此编解码器具有超低数据速率（1920 x 1080 和 29.97 
fps 的 4:4:4 源的目标数据速率约为 330 Mbps）。它还提供 RGB 和 Y’C

B
C

R
 像素格式的直接编码和解码。

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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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ProRes 422 HQ  Apple ProRes 422 的较高数据速率版本，与 Apple ProRes 4444 具有相同高水
平的视觉质量，但它适用于 4:2:2 图像源。Apple ProRes 422 HQ 以视觉上无损的方式保留了单链接 HD-SDI 
信号可携带的最高质量的专业 HD 视频，在视频后期制作行业中被广泛采用。此编解码器以 10 位像素深度支
持全宽 4:2:2 视频源，同时通过多代解码和重新编码保留视觉上无损。Apple ProRes 422 HQ 的目标数据速
率在 1920 x 1080 和 29.97 fps 时约为 220 Mbps。

Apple ProRes 422  一种高质量的压缩编解码器，几乎可提供 Apple ProRes 422 HQ 的所有好处，但 66% 
的数据速率即可实现更高的多流实时编辑性能。Apple ProRes 422 的目标数据速率在 1920 x 1080 和 
29.97 fps 时约为 147 Mbps。

Apple ProRes 422 LT  较之 Apple ProRes 422 拥有更高压缩度的一种编解码器，数据速率是其 70%，而
文件大小则少了 30%。此编解码器完美适用于储存容量和数据速率都极为宝贵的环境。Apple ProRes 422 
LT 的目标数据速率在 1920 x 1080 和 29.97 fps 时约为 102 Mbps。

Apple ProRes 422 Proxy  较之 Apple ProRes 422 LT 拥有更高压缩的一种编解码器，用来在数据速率要
求低但视频分辨率要求完整的离线工作流程中使用。Apple ProRes 422 Proxy 的目标数据速率在 1920 x 
1080 和 29.97 fps 时约为 45 Mbps。

宽高比  任何显示屏幕上电影或视频帧的宽度与高度之比。标准清晰度 (SD) 视频（用于常规电视屏幕）的宽高
比为 4:3。高清晰度 (HD) 视频的宽高比为 16:9。

音频动画编辑器  对于时间线中的片段，您可以显示音频动画编辑器，以调整效果参数、创建淡入或淡出以及使
用关键帧随时间推移更改效果。

音频组件  音频文件可以包含单个音频通道或多个音频通道。Final Cut Pro 会自动根据片段的通道配置方式，
将音频通道分组为音频组件。在 Final Cut Pro 中，可以展开片段的音频部分，以在单个通道层次查看和编辑
音频组件。

音频采样速率  音频信号每秒钟被测量或采样的次数。较高的采样速率会产生较高质量的音频及较大的文件，
较低的采样速率会产生较低质量的音频及较小的文件。

Audio Units  适用于与 OS X 一起使用的音频应用程序的标准实时音频滤音器格式。

音频波形  音频波形是实际声音的直观表现形式。音频波形的振幅和长度会随底层声音的音量和时间长度改
变。较短但高声的声音（如击鼓）的波形将较尖且达到顶峰，而低电平人群嘈杂声的波形将较低且较均匀。修剪

片段或给效果设定关键帧时，这些属性将便于您找到特定编辑点。

试演  在 Final Cut Pro 中，您可以将相关片段整理为集，称为试演，您可以从中选取一个片段来使用。您可以
创建由不同片段组成的试演以尝试多个镜头，也可以创建由同一片段的多个版本组成的试演以预览不同的效

果。与片段一样，试演显示在浏览器和时间线中，左上角带有试演图标。

自动音频同步  多机位片段创建流程中的“将音频用于同步”选项可使用多机位片段角度中的音频波形进行精
确同步调整。这是可用于自动分析片段并将片段一起同步到复合片段的相同音频同步技术。

AVCHD  使用高级视频编码 (AVC) 压缩（也称为 MPEG-4 第 10 部分或 H.264）的高清晰度 (HD) 视频格式。
许多 Blu-ray 播放器可播放含 AVCHD 格式内容的红激光盘，使该方法成为使用标准红激光盘发布简短 HD 
视频项目的常用方法。

“后台任务”窗口  “后台任务”窗口显示导入、转码、分析、渲染、共享和其他任务的进度。

批处理  Compressor 使用一个批处理来包含一个或多个要转换或转码为其他格式的源媒体文件。每个源媒体
文件都会创建自己的作业。这意味着一个批处理可包含多个作业，其中每个作业都基于它自己的源媒体文件。

每个作业都还至少拥有一个定义转码后的文件的格式的设置。

贝塞尔曲线  用于为检视器中的关键帧和动画对象创建平滑移动的参数曲线。贝塞尔曲线包含两种点：含控制柄
且可操纵以使相邻线段弯曲的平滑点，以及没有控制柄并因此其相邻线段为直线（或线性）的角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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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速率  每秒钟组成数码视频或音频资源的位数。位速率越高，质量就越好。但是，位速率越高，文件也更大。

切割工具  可用于在时间线中剪切片段的编辑工具。您可以通过按下 B 键来选择切割工具。

蓝激光媒体  Blu-ray 刻录机和播放器使用蓝激光处理 Blu-ray 媒体。蓝色的波长较短，因此与红激光相比， 
蓝激光可在光盘上储存更多数据。

蓝屏或绿屏  请参阅色度抠像。

广播安全  广播设施对广播所允许的亮度和色度的最大值有限制。如果视频的亮度和色度超出这些限制范围，
就会出现变形，导致传输质量不可接受。您可以使用 Final Cut Pro 视频观测仪来确保您设定的亮度和色度水
平保持在可接受的限制范围内。

B-roll  用来描述备选素材镜头与节目中使用的主要镜头进行镜头切换的术语。B-Roll 常用于转移镜头。

浏览器  浏览器显示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的项目的片段和项目。您可以在浏览器中选择片段或部分片段以进行
处理。在浏览器中连按项目以打开项目。您可以按创建日期、名称和时间长度对浏览器中的项目进行排序或分

组。您还可以将片段作为连续画面或以列表形式进行查看。

BWF（广播 Wave 格式）  WAV 文件格式的一种扩展格式，包含了附加的元数据，例如时间码和制作信息。

CAF（Core Audio 格式）  Apple Core Audio 格式 (CAF) 是适用于储存和处理数码音频数据的灵活文件
格式。Mac OS X v10.4 和更高版本及装有 QuickTime 7 或更高版本的 Mac OS X v10.3 上的 Core Audio 
API 完全支持它。CAF 提供高性能和极好的灵活性，可进行扩展以适合将来的超高分辨率音频录制、编辑和 
回放。

色度  视频信号包含的颜色信息，包括表示颜色本身的色相以及表示颜色强度的饱和度。

色度抠像  一种特殊效果技术，使您可以从视频片段的蓝色或绿色背景生成 Alpha 通道或遮罩，使该片段透明
以与其他片段复合。蓝屏技术可以使气象预报员看起来好像站在一个会动的地图前面，而实际上他们站在蓝墙

的前面。也称为蓝屏或绿屏。另请参阅 Alpha 通道。

片段  此术语用于描述视频或音频资源，特别是将其导入 Final Cut Pro 后。片段显示在浏览器、时间线和媒体
浏览器中。Final Cut Pro 中的片段指向（链接到）储存在磁盘上的源媒体文件。修改片段时，不是修改媒体文
件，而只是修改 Final Cut Pro 中的片段信息。（这称为非破坏性编辑。）

削波  在回放或录制数码音频过程中，由于信号超出最大采样值 0 dBFS 而导致的失真。

片段选择  浏览器或时间线中完整片段的选择。相对于范围选择，片段选择不得超过片段边界。您不能将片段选
择调整为包括部分片段。但是，可以添加或移除完整片段。

编解码器  压缩程序/解压缩程序或编码器/解码器的简称。一个软件组件，用于将视频或音频从当前形式转换
为数码压缩形式，视频或音频以数码压缩形式储存在电脑的硬盘上。DV、Photo JPEG 和 Apple ProRes 都是
常用的 QuickTime 视频编解码器。

颜色平衡  指片段中红色、绿色和蓝色的混合。在 Final Cut Pro 中，您可以使用颜色板调整片段的高光（明亮
区域）、中间色调或阴影（黑暗区域）的颜色平衡。

彩条  显示为条形的标准颜色测试信号，通常伴有参考音频音调。彩条用于调整入源的视频信号，以便从输入直
到输出都保持正确的颜色。

颜色板  颜色板可用于手动调整片段的颜色属性。它包含多个单独面板，可分别用于添加或减去色调、控制颜色
强度以及控制视频亮度。除了整体控制之外，每个面板还可单独控制图像的高光、中间色调和阴影区域。

色偏  图像中不想要的色调，通常由灯光问题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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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校正  统一已编辑序列中使用的片段色彩从而使给定场景中的所有镜头呈现一致的色彩的过程。颜色校正
通常是精编已编辑节目的最后步骤之一。Final Cut Pro 中的颜色校正工具允许您通过调整单独片段的色彩平
衡、黑电平、中间色调和白电平来精确地控制项目中每个片段的外观。

色差  在将颜色信息储存到 Y’CbCr 颜色空间中的视频格式中，通过从 R（红色）和 B（蓝色）信号中减去 Y（亮
度），可生成颜色通道，通常表示为 B-Y 和 R-Y。另请参阅 Y’CbCr。

复合  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图像合并成单个帧的过程。该术语也可以指创建各种视频效果的过程。

复合片段  您可以使用复合片段对时间线或浏览器中的任意片段组合进行分组，以及将片段嵌套在其他片段内。
您可以打开任何复合片段，在时间线中编辑其内容，然后关闭它。复合片段可包含视频和音频片段组件、片段和

其他复合片段。实际上，每个复合片段都可被视为小型项目，具有自己的独特项目设置。复合片段与其他片段相

似：您可以将它们添加到项目、进行修剪、重新定时以及给它们添加效果和转场。

压缩  减少视频、图形和音频文件大小的过程。“有损”压缩是指通过去掉冗余的或较不明显的图像数据来减少
视频文件大小的过程。无损压缩是指以算术的形式合并冗余的图像数据而不是丢弃数据来减少文件大小。

连接片段  连接片段将连接到时间线的主要故事情节中的片段。它们对于转移镜头、叠加或复合的图像和声音
效果很有用。在明确移动或移除前，连接的片段将保持连接和同步状态。一个连接的片段序列就是一个故事 
情节。

对比度  图像中最亮值与最暗值之间的差别。高对比度图像的取值范围很广，包括从最暗的阴影到最亮的高光。
低对比度图像的取值范围较窄，因此图像“较单调”。

角点  贝塞尔路径中未应用曲线的点。相邻线段为线性。

交叉叠化  常见视频转场类型，其中第一个镜头淡出，同时第二个镜头淡入。在交叉叠化过程中，这两个镜头在
渐变时叠加。

交叉渐变  常见音频转场类型，其中第一个镜头的音频淡出，同时第二个镜头的音频淡入。在交叉渐变期间， 
将同时听到两个镜头的音频。

剪切  一个片段紧跟另一个片段，中间没有转场效果的一种编辑。这是最简单的一种编辑方式。

转移镜头  与当前主题相关并在同一个时间帧内发生的镜头（例如，在一次采访中，采访者对对方所说的话做出
的反应就是转移镜头）。转移镜头通常用来除去另一个镜头中不想要的可视部分。音频在转移期间通常都保持

在连续状态，这使得编辑不那么明显。

Dashboard  Dashboard 显示在工具栏中间，提供时间码显示以及显示音量和后台任务状态的图标。

数据速率  传送数据的速度，通常以每秒兆字节 (MB/秒) 或每秒兆位 (Mbps) 为单位。视频文件的数据速率越
高，质量就越高，但它需要使用的系统资源（处理器速度、硬盘空间和性能）也越多。一些编解码器允许您在采

集过程中指定电影的最大数据速率。

分贝 (dB)  声音音量的测量单位；它以对数标度进行度量，用来描述人耳感知的声音音量。（1 dB 大约对应于
普通人耳感知的最小的音量变化。对于数码音频，dBFS 是音量测量的标准分贝单位。

目的位置  可用于从 Final Cut Pro 共享项目或片段的预配置导出设置集。目的位置便于导出可在 
iPad、iPhone 等 Apple 设备上观看的影片，将影片发布到 YouTube 或 Facebook 等网站，或者将影片刻录
到光盘。Final Cut Pro 附带各种目的位置，您也可以修改目的位置和创建新目的位置。您可在 Final Cut Pro 
偏好设置的“目的位置”面板中添加和修改目的位置。

磁盘工具  磁盘工具是 OS X 中执行磁盘相关任务的 Apple 应用程序。它位于“应用程序”文件夹的“实用工
具”文件夹内。

降低混音  将多个音频通道合并成单个立体声（或双单声道）对的过程。也称为向下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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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  是指时间线中位于当前片段右侧的片段。执行会波动项目的操作时，将影响下游片段；而上游片段不受 
影响。

丢帧时间码  为 NTSC 时间码，每分钟（每个第 10 分钟除外）在时间上向前跳两个帧号，因此时间码与实际经
过的时间相符。（虽然跳过了某些时间码数字，但并未跳过实际的视频帧。这样的跳帧校正 NTSC 的实际帧速
率 29.97 fps，这会导致非丢帧时间码比实际经过的时间每小时落后 3 秒 18 帧。为避免混淆，应避免在基于电
影的制作中使用丢帧时间码。另请参阅非丢帧时间码。

阴影  一种在图像的后面产生阴影的效果。通常与图形和文本一起使用。

DV  一种标准清晰度 (SD) 数码录像机格式，它使用 4:1:1 颜色采样（PAL 制式则使用 4:2:0）录制 8 位的压缩
比为 5:1 压缩的组件视频信号。支持两个音轨，音频采样为 16 位、48 kHz，或者支持四个音轨，音频采样为 12 
位、32 kHz。

DVCAM  一种标准清晰度 (SD) 数码录像机格式，它使用 4:1:1 颜色采样（PAL 制式则使用 4:2:0）录制 8 位的
压缩比为 5:1 压缩的组件视频信号。支持两个音轨，音频采样为 16 位、48 kHz，或者支持四个音轨，音频采样
为 12 位、32 kHz。

DVCPRO  一种标准清晰度 (SD) 数码录像机格式，它使用 4:1:1 颜色采样（PAL 制式则使用 4:2:0）录制 8 位
的压缩比为 5:1 压缩的组件视频信号。支持两个音轨，音频采样为 16 位、48 kHz。

DVCPRO50  一种标准清晰度 (SD) 数码录像机格式，使用 4:2:2 颜色采样来录制 8 位的压缩比为 3.3:1 压缩
的组件视频信号。支持四个音轨，音频采样为 16 位、48 kHz。

DVCPRO HD  一种高清晰度 (HD) 视频格式，它使用 4:2:2 颜色采样录制 8 位的压缩组件视频信号。同时支
持 720p 和 1080i。包括多达 8 个音轨，音频采样为 16 位、48 kHz。总的数据速率为 115 Mbps。

DVD  一种尺寸与 CD 相同的光盘，但它采用密度更高的储存方式，因此可以显著增大容量。尽管 DVD-ROM 
光盘通常用于视频发行，但也可以用来储存电脑数据。

动态范围  录制的最高音与最低音之间的差别，以分贝为单位。

加速  一种效果，其中运动中的物体缓慢减速，直到停止，而非突然结束移动。这模拟了现实中摩擦的效果，通
常会创建比线性移动更自然、更栩栩如生的效果。

减速  一种效果，其中运动中的物体从其开始位置缓慢加速，而非以全速开始移动。这模拟了现实中惯性和摩
擦的效果，通常会创建比线性移动更自然、更栩栩如生的效果。

编辑工具  在时间线中处理时可从中选取的七个工具：选择工具、修剪工具、位置工具、范围选择工具、切割工
具、缩放工具和手工具。选取某个工具时，指针将更改为该工具的图标。

编辑点  编辑点定义要在已编辑项目中使用片段的部分。编辑点包括开始点（它指定了片段或项目部分的开头）
和结束点（它指定了片段或项目部分的结尾）。编辑点也是时间线中的点，其中一个片段的结束点与下一个片段

的开始点重合。可以选定这个编辑点以进行各种操作。

效果浏览器  “Final Cut Pro” 中包含视频和音频片段效果的媒体浏览器。

均衡  均衡器（通常缩写为 EQ）通过改变特定频段的电平来调整传入音频的声音。对音乐项目和视频后期制作
来说，均衡都是最常用的音频流程之一。您可以使用均衡器调整特定频率或频率范围，从而轻微或显著调整音

频文件、乐器或项目的声音。

事件  将视频、音频和静止图像或录音直接导入 Final Cut Pro 时，源媒体文件（原始素材）将储存在事件中。 
事件与可存放数十、数百甚至数千的视频片段、音频片段和静止图像以及项目的文件夹类似。资源库中的每个

事件都引用硬盘上的媒体，数据库文件会记录任何内容的位置。

事件检视器  事件检视器是单独的视频显示，显示在主检视器旁边，仅用于播放浏览器中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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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  视频或电影图像中的光量。曝光会影响图像的整体亮度，同时也影响了人们所感知的对比度。

渐变  视频和音频中的常见转场类型。对于视频，淡出降低完全暗度镜头的暗度，直到它消失。淡入是增加无暗
度镜头的暗度，直到其暗度变满。这些是常用的“渐变至黑画面”和“渐变增强（从黑色）”转场。音频淡入从无

声开始增加到最大音量，而减弱从最大音量开始降低到无声。

连续画面  视频片段在时间线（建立项目的位置）和浏览器（显示源媒体的位置）中显示为连续画面。一个视频
连续画面可能代表包含几百个视频帧（单个图像）的若干秒钟的视频。纯音频片段显示为音频波形，其中显示

音量随时间推移的变化。

FireWire  Apple 的商标名称，后来成为 IEEE 1394 标准。连接 DV 摄录机和电脑的一种快速、通用的接口。 
FireWire 也适合于那些移动大量数据的应用程序，还可以用来连接硬盘、扫描仪和其他种类的电脑外围设备。

“拟音”效果  “拟音”效果是与图片非常同步的自定声音效果，例如在不同表面上的脚步声、衣服的沙沙声、打
闹声以及处理各种噪声对象。Final Cut Pro 包括许多可作为连接音频片段插入的内建拟音和其他声音效果。

帧  一个静止图像。电影和视频就是由一系列这样的图像组成的。一个电影帧就是单个摄制的图像，而隔行扫描
视频帧包含两个场。另请参阅隔行扫描视频和非隔行扫描视频。

帧融合  复制帧来创建慢动作可能导致频闪抖动效果。为了尽量减少这种效果，可以在工具栏的“重新定时”弹
出式菜单中打开帧融合。帧融合将创建新中间帧，每个都是两个相邻帧的复合。

帧速率  视频片段每秒钟拍摄的图像数。

帧尺寸  请参阅分辨率。

频率  声音或信号每秒钟振动的次数，测量单位为周期/秒或赫兹 (Hz)。音频录制是由一组大量的波形组成，它
使用了许多不同频率的声音。录制中的每种频率都与一种音调关联。例如，钢琴的每个琴键发出的音符都有其

特定的频率。

Front Row  Front Row 是 OS X 附带的应用程序，是一种使用 Apple Remote 遥控器或 Remote 应用程序
导航 iTunes、iLife 和 Final Cut Pro 媒体的方法。通过按下 Command-Escape，也可打开 Front Row。

增益  音频或视频信号增加的量。对于视频，增加的是白电平；对于音频，增加的是音量。 

灰度系数  描述图像的强度的曲线。灰度系数是一个非线性函数，人们常常将它与亮度或对比度弄混。灰度系
数调整通常用来补偿 Mac 和 Windows 的视频图形卡和显示器之间的差别。

空隙片段  可调整为任何时间长度的空片段（包含空视频和无声音频）。（电影行业术语则为空视频。）空隙片段
颜色由 Final Cut Pro 中的当前背景颜色决定。您可以使用 Final Cut Pro“偏好设置”窗口的“回放”面板中
的“播放器背景”弹出式菜单来调整背景颜色。

发生器  由 Final Cut Pro 合成的片段。发生器可以用作不同种类的背景、字幕和视觉设计的元素。

发生器浏览器  “Final Cut Pro” 中可用于访问 “Final Cut Pro” 附带的所有视频发生器的媒体浏览器。

手工具  可用于在时间线中滚动的编辑工具。您可以通过按下 H 键来选择手工具。

H.264  H.264/MPEG-4 第 10 部分或 AVC（高级视频编码）是广泛用于高清晰度视频的录制、发布和互联网
流化的视频压缩标准。

HDCAM  一种高清晰度 (HD) 数码录像机格式，它使用 3:1.1 颜色采样录制 8 位的压缩比为 7.1:1 DCT- 压缩
的组件视频信号。使用 1/2 英寸录像带进行录制。它支持四个音轨。

HDV  用于在 DV 像带上录制高清晰度视频的格式。HDV 将 MPEG-2 视频压缩与 8 位样本和 4:2:0 色度二次
抽样配合使用。HDV 对于 720p (1280 x 720) 的视频位速率为 18.3 Mbps，而对于 1080i (1440 x 1080) 的
位速率则为 25 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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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晰度 (HD)  是指分辨率比标准清晰度 NTSC 或 PAL 视频高的任何视频。最常用的高清晰度分辨率是 
1280 x 720 (720p) 和 1920 x 1080 (1080i or 1080p)。另请参阅 NTSC 格式、PAL 格式和标准清晰度 (SD)。

直方图  Final Cut Pro 中的视频观测仪，通过绘制每个亮度或颜色百分比的像素数图来提供图像的统计分析。
这对于比较两个片段从而使它们的亮度值更为接近非常有用。

色相  颜色感知的属性，也称为颜色相位。红、蓝、黄和绿都是色相。

导入  将各种类型的媒体文件输入 “Final Cut Pro” 的事件中的过程。您可以从连接的摄录机和其他设备、 
其他应用程序或连接的储存设备导入文件。

IMX  一种标准清晰度 (SD) 的全 I 帧 MPEG-2 格式，储存在像带、XDCAM 光盘或磁盘驱动器上。一些 IMX 
走带设备可以回放 Digital Betacam、Betacam SX 和 Betacam SP 格式并将这些格式转换为 IMX 格式。 
可以将 IMX 的数据速率设定为 30 Mbps、40 Mbps 或 50 Mbps。

入片段  转场结束的片段。例如，如果片段 A 叠化到片段 B 中，则片段 B 是入片段。另请参阅出片段。

“信息”检查器  “信息”检查器显示在浏览器或时间线中选择的片段或片段组的信息（称为元数据）。您可以
显示片段的各种元数据组合，如编解码器、媒体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卷、场景、镜头、EXIF 信息和 IPTC 信息。
您还可以使用“信息”检查器更改选定片段或片段组的元数据，以及创建自定元数据集，以使用可从“信息”检

查器访问的“元数据视图”窗口显示。

入点  请参阅编辑点。

插入编辑  插入编辑将放置源片段，以便插入点之后的所有片段在时间线中均向前移动（或形成波纹），从而为
添加的片段腾出空间。项目中的任何片段都不会被移除。插入编辑将使项目延长插入片段的时间长度。

检查器  Final Cut Pro 提供众多检查器，可用于查看和更改选定项目的属性。例如，可以在“视频”检查器中调
整视频效果和应用颜色校正。其他检查器包括“音频”检查器、“音频增强”检查器、“信息”检查器、“转场”检

查器、“字幕”检查器、“文本”检查器、“发生器”检查器、“资源库属性”检查器和“共享”检查器。这些检查器

显示在 Final Cut Pro 主窗口右上角的“检查器”面板中。

隔行扫描视频  一种扫描方法，将视频帧分为两个场，每个场都由交互的奇数行和偶数行组成，这些行在不同时
间进行扫描。

IRE  由无线电工程师协会制订的模拟视频信号的亮度单位。

J 剪切  请参阅拆分编辑。

作业  每个添加到 Compressor 中某个批处理的媒体文件都是作业。每个作业都有一个媒体文件和定义要渲
染的文件类型的一个或多个设置。另请参阅批处理。

JPEG  一种常用的图像文件格式，让您可以创建高度压缩的图形文件。采用压缩量可以改变。压缩量越小，图像
质量就越高。

关键帧  表示视频或音频效果参数在项目特定点的值的控制。当在 Final Cut Pro 中设定了两个不同值的关键
帧时，将会计算从一个值变换到另一个值时的变化，从而动态地更改到第二个参数。关键帧一词来自动画行业中

的传统工作流程，此工作流程仅绘制动画序列中的几个重要（关键）的帧来绘制角色随时间变化而运动的草图。

关键帧一经确定，中间画画家将画出两个关键帧之间的所有帧。

抠像  请参阅色度抠像和亮度抠像。

关键词精选  将关键词应用到片段时，将在资源库中的事件中自动创建关键词精选。选择“关键词精选”时，将
显示使用该关键词标记的每个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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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关键词可将描述性信息添加到片段或片段范围。您可以使用关键词进行媒体整理、排序和分类。您可以
手动将关键词添加到片段，而 Final Cut Pro 也可以在导入或片段分析期间自动添加关键词。另请参阅关键词
精选。

L 剪切  请参阅拆分编辑。

资源库列表  列出包含导入的媒体（视频、音频和静止图像）和项目的资源库和事件的 Final Cut Pro 边栏区
域。在资源库列表中选择事件或资源库时，其媒体在浏览器中显示为片段，而其项目显示为缩略图。资源库列表

还是 Final Cut Pro 关键词精选和智能精选的主目录，其中提供了使用关键词和永久搜索过滤器来整理媒体的
强大方法。

线性编辑  在编辑数码视频前，通过将镜头逐一从源像带拷贝到母像带，同时编辑多个节目。由于编排是线性
的，因此在时间长度内对录像带的前面的编辑点所做的更改会要求重新编排该点之前的影片。另请参阅非线性

编辑。

循环  在播放头到达媒体结尾处时片段和项目就返回到开头的回放模式。您可以从“显示”菜单或通过按下 
Command-L 来打开或关闭循环。

下三分之一  用于表示放在屏幕下方区域的图形的电视行业术语，通常传达有关主题或产品的详细信息。下三分
之一常用于使用姓名和职位标识屏幕中的个人。

亮度  描述视频图像明亮程度的值。一个亮度通道就是一个灰度图像，表示整个片段内的亮度范围。

亮度抠像  用来抠掉特定亮度值（或一个范围内的亮度值）的像素以根据图像的最亮或最暗区创建遮罩的效果。
当片段中想要抠掉的区域与想要保留的前景图像之间在曝光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时（如白色字幕在黑色背景 
中），抠掉亮度值效果最好。另请参阅色度抠像和遮罩。

邮件  “邮件”是 OS X 附带的电子邮件应用程序。

标记  标记使用编辑备注或其他描述性信息标记片段中的特定位置。您还可以将标记用于任务管理。标记可分
类为标准标记（蓝色）、章节标记（橙色）、待办事项（红色）和已完成待办事项（绿色）。

遮罩  用来定义另一个片段中的透明度区域的图像或片段。与 Alpha 通道类似。颜色校正工具可根据选取的颜
色或创建的形状创建遮罩。另请参阅 Alpha 通道。

遮罩  有时称为伸出遮罩。一种效果，它使用一个视频层中的信息影响另一个层。当您要用一个片段有选择地隐
藏或显示另一个片段部分时遮罩非常有用；例如，使用一个圆形的聚光灯形状来显示视频层的各部分。遮罩效

果本身可以用于遮住片段的区域，或者创建片段的 Alpha 通道信息以便在能与其他层复合的片段周围制作一
个透明边框。另请参阅 Alpha 通道和复合。

媒体  元素的通称，例如影片、声音和画面。

媒体浏览器  导入 Final Cut Pro 的事件中的媒体可从资源库列表和浏览器访问，但 Final Cut Pro 还包括一 
组媒体浏览器可用于将片段添加到项目。媒体浏览器可用于访问 Final Cut Pro 附带的效果、字幕和转场，
以及访问电脑上其他应用程序中的视频、音频和静止图像文件。例如，可以使用照片浏览器访问 iPhoto 和 
Aperture 图库中的视频和静止图像文件。其他媒体浏览器包括效果浏览器、音乐和声音浏览器、转场浏览器、
字幕浏览器、发生器浏览器和主题浏览器。这些媒体浏览器显示在 Final Cut Pro 主窗口右下角的“媒体浏览
器”面板中。

媒体余量  在片段开始点前或片段结束点后可用的附加媒体。

媒体符干  通常单独导出以供音频混合或后期制作或在将文件传送到广播网络时符合规格的音频或视频文件。
例如，可能需要将多轨道 QuickTime 文件与单独对话、音乐和效果符干一起传送。

混音  调整已编辑节目中的所有音频片段（包括制作音频、音乐、声音效果、配音及其他背景环境声）的音量以
使所有这些声音成为一个和谐悦耳的整体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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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色  以单色阴影表示的图像，最常用作黑白图像中的灰色阴影。

MP3  是指 MPEG-1 或 MPEG-2 音频层 3 压缩标准和文件格式。与 AAC 一样，MP3 使用感知音频编码及心
理声学压缩来移除人耳无法听到的冗余信息。

MPEG（运动图像专家组）  一组用于视频和音频的压缩标准，包括 MPEG-1、MPEG-2 和 MPEG-4。

多机位片段  一系列分组到一起的片段，由一个共同的同步点进行同步。您可以使用多机位片段实时编辑来自多
机位拍摄的素材或其他同步素材。在检视器中播放活跃角度时，您也可以同时在角度检视器中查看所有正在播

放的角度，然后在其间轻松剪切和切换。

音乐和声音浏览器  “Final Cut Pro” 中可用于访问 iTunes 内容以及来自 “Final Cut Pro” 和 iLife 的声
音效果和循环的媒体浏览器。

嵌套序列  请参阅复合片段。

NLE  非线性编辑器的简称。另请参阅非线性编辑。

非破坏性编辑  无论在 Final Cut Pro 中如何编辑片段，都不会影响底层媒体。这称为非破坏性编辑，因为应用
到素材的所有更改和效果都不会影响原始源媒体文件。片段表示您的媒体，但是片段本身不是媒体文件。项目中

的片段仅指向（链接到）硬盘上的源媒体文件。修改片段时，不是修改媒体文件，而只是修改项目中的片段信息。

修剪或删除的部分片段仅从项目移除，而不从资源库中的源片段或硬盘上的源媒体文件中移除。

非丢帧时间码  该时间码中的帧按顺序编号，且计数没有遗漏任何时间码数字。对于 NTSC 视频，实际视频帧速
率为 29.97 fps，非丢帧时间码与实际经过的时间之间每小时存在 3 秒和 18 帧的偏移。另请参阅丢帧时间码。

非隔行扫描视频  电脑中图像的标准显示方式。也称为逐行扫描。监视器由上到下逐一扫描每一行来显示图像。

非线性编辑  可以随时更改节目中的编辑点而不必因此重新创建整个节目的视频编辑方法。在使用非线性编辑
应用程序编辑节目时，使用的所有素材均被储存在硬盘上而不是录像带上。这样就可以在编辑时随机访问所有

视频、音频和图像。另请参阅线性编辑。

NTSC 格式  由最初制定北美广播标准的 NTSC（National Television Standards Committee，美国国家电
视标准委员会）定义的视频标准。模拟 NTSC 视频每帧有 525 个交错的行，帧速率为 29.97 fps，并具有限定
的色域。数码 NTSC 视频的帧尺寸为 720 x 486 像素（DV 和 DVD 为 720 x 480），帧速率为 29.97 fps。另
请参阅 PAL 格式。

离线编辑  一个后期制作过程，其中将拷贝和编辑原始素材，但不影响原始摄像机媒体（胶片、像带或基于文件
的媒体）。在离线编辑中完成节目（通常使用分辨率较低的代理媒体）后，将执行在线编辑，以使用原始媒体重

新创建编辑。

不透明度  片段的透明程度。

出片段  转场开始的片段。例如，如果片段 A 叠化到片段 B 中，则片段 A 是出片段。另请参阅入片段。

出点  请参阅编辑点。

覆盖编辑  在覆盖编辑中，一个或多个源片段将覆盖主要故事情节或所选故事情节中的任何片段，其中从范围
选择开始点或浏览条或播放头位置开始。片段项不会向前波动，因此项目的时间长度保持不变。覆盖仅基于时

间长度且仅适用于范围选择，而与片段边界无关。

PAL 格式  逐行倒相 (Phase Alternating Line) 的首字母缩写词，是许多欧洲国家采用的一种 25 fps（625 
行/帧）的隔行扫描视频格式。数码 PAL 视频的帧尺寸为 720 x 576。另请参阅 NTSC 格式。

照片浏览器  “Final Cut Pro” 中可用于访问 iPhoto 和 Aperture 照片图库的媒体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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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高  声音被视为高或低，具体取决于频率或声波每秒从正极到负极再返回正极的循环次数。音乐家最常用于
频率的词语就是音高。频率越高，音高就越高。修改片段速度会影响音频音高。慢动作会产生低音高，而快动作

会产生高音高。

像素  视频或静止图像中的一个点。图像中的像素越多，分辨率就越高。

播放头  播放头标记项目在时间线或浏览器中的当前位置。通过拖移播放头或者点按时间线或浏览器的其他区
域，可移动播放头。您可将播放头用于搓擦、移动项目以及从不同位置回放。除非移动或点按其他位置，否则播

放头将显示为位置固定的灰色竖直线。另请参阅浏览条。

位置工具  可用于将项目放在时间线中的编辑工具。您可以通过按下 P 键来选择位置工具。

后期制作  电影或视频编辑阶段，在该阶段中整理、编排和输出所有制作元素。

项目  项目提供编辑决定和使用的媒体的记录。通过添加片段并在时间线中编辑，可构建项目。项目也由其视
频、音频和渲染属性定义。在大多数情况下，Final Cut Pro 自动根据第一个添加到项目的片段的属性管理项目
设置。

项目属性  项目的视频、音频和渲染属性。在大多数情况下，Final Cut Pro 自动根据第一个添加到项目的片段
的属性管理项目属性。如果必须修改项目属性，请根据要与观众分享最终影片的方式选取视频和音频项目属

性。您可以在创建 Final Cut Pro 项目时设定项目属性，并可随时更改这些属性。

代理文件  您可以使用 Final Cut Pro 对原始媒体进行转码，以创建代理文件，这是较小的文件且数据速率较
低。代理文件可用于离线编辑或使用较慢的电脑时编辑。Final Cut Pro 将使用 Apple ProRes 422 Proxy 编
解码器创建视频代理文件，并使用 JPEG 格式（如果原始文件没有 Alpha 通道信息）或 PNG 格式（如果文件
具有 Alpha 通道信息）创建静止图像代理文件。另请参阅 Alpha 通道。

QuickTime  Apple 开发的一种跨平台多媒体技术。广泛用于视频、音频和交互节目的制作、后期制作和发布。

范围  您可以在时间线或浏览器中选择任何片段内的一个范围，而不是选择整个片段。您可以修剪范围选择、使
用评分和关键词标记它们，和以其他方式修改它们。您可以通过拖移选择的任一端调整范围的开始点和结束

点。在时间线中，还可以选择跨多个片段的范围。在浏览器中，可以在一个或多个片段内设定多个范围，并且可以

在设定后选择和取消选择范围。

范围选择工具  可用于在时间线中选择范围的编辑工具。您可以通过按下 R 键来选择范围选择工具。

Rec. 709  ITU-R Recommendation BT.709 的简称，适用于高清电视机的标准广播格式。

红激光媒体  传统刻录机和播放器使用红激光处理 DVD 媒体。Blu-ray 刻录机和播放器使用蓝激光处理 Blu-
ray 媒体。蓝色的波长较短，因此与红激光相比，蓝激光可在光盘上储存更多数据。

渲染  使用任何已应用的效果或转场处理视频和音频，并将结果储存在磁盘上作为渲染文件。这些渲染文件与 
Final Cut Pro 事件和项目文件一起储存。发布或导出项目时，将同样渲染来创建输出文件。

替换编辑  在替换编辑中，源选择范围将替换时间线中某个项目的片段。相对于覆盖编辑，替换仅处理完整时间
线片段，且可更改项目的时间长度。

分辨率  图像分辨率是指图像中的像素数。分辨率以图像宽度和高度的像素数表示（如 640 x 360 像素）。分 
辨率较高的图像包含更多的细节，但会产生较大的文件，因此下载时间将较长。电子设备（电脑、iPhone、 
iPad、iPod 等）也有屏幕分辨率。理想情况下，应该将媒体的图像分辨率与回放设备的分辨率匹配。

混响  混响是指由任何空间的表面（墙壁、天花板和窗户等）或某个空间内的物体的弹回声波产生然后逐渐减弱
直到消失的反射模式。Final Cut Pro 包括各种将混响添加到片段声音的音频效果。

RGB  红、绿、蓝的缩写。颜色空间通常用于电脑。电脑中每种颜色是按红、绿和蓝分量的强度来描述的。颜色空
间直接转换成电脑显示器上使用的红、绿和蓝磷光体。RGB 颜色空间的色域很宽，表示它可以再现的颜色范围
很宽。该范围通常比广播可以再现的范围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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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纹式编辑  Final Cut Pro 中的默认修剪类型是波纹式修剪，它会调整片段的开始点或结束点，而不在时间线
中留下空隙。片段时间长度的更改向外波动，将所有后续片段在时间线中前移或后移。同样，如果从时间线中删

除片段，后续片段向前波动可合拢空隙。波纹式编辑影响修剪的片段、所有后续片段在时间线中的位置以及项

目的总时间长度。

角色  分配给浏览器或时间线中的项目的元数据文本标签。角色提供管理编辑工作流程的灵活且强大的方式。
您可以在 Final Cut Pro 中使用角色来整理事件和项目中的片段，控制时间线的外观，以及导出单独视频或音
频文件（也称为媒体符干），供广播传送、音频混合或后期制作。

卷动式编辑  对共享一个编辑点的两个片段产生影响的一种编辑方式。例如，如果片段 A 转场到片段 B，则卷
动式编辑会同时将片段 A 的结束点和片段 B 的开始点调整相同的量。项目的总时间长度保持不变。

粗编  第一次编辑流程。粗剪是影片的较早版本，它收集了影片的所有基本元素。粗编通常在执行添加转场、字
幕和其他效果之前进行。

饱和度  视频信号中颜色强度的测量值。

场景  同一时间在同一地点拍摄的一系列镜头。一系列的场景就构成了一个节目。

选择工具  可用于在时间线中选择项目的默认箭头状指针。例如，可以用它来选定一个片段或编辑点。您可以通
过按下 A 键来选择选择工具。

序列  请参阅项目和时间线。

快捷菜单  可以通过按住 Control 键点按屏幕上的项目或者按下鼠标右键来访问的菜单。有时称为关联菜单。

镜头  连续录制的视频的分段。镜头是节目的最小单位。

浏览条  浏览条让您可以预览时间线和浏览器中的片段，而不影响播放头位置。您可以使用浏览条浏览或自由
移动片段，来以指针所在位置及其速度进行回放。将指针移到要浏览的区域上方时，浏览条将显示为粉红色竖

直线。如果打开吸附，则在吸附到某个位置时，浏览条将变为橙色。

场记板  位于场景开头的一个镜头，它标明场景的基本制作信息，例如镜头、日期和场景编号。单独录制视频和
音频时，还有一个拍板，可以为同步提供视听提示。

滑动式编辑  将整个片段连同它左右两边的编辑点一起移动的一种编辑方式。被移动片段的时间长度保持不
变，但位于它左右两边的片段的长度会改变，以适应该片段的新位置。项目及这三个片段的总时间长度不变。

滑移式编辑  项目片段的开始点和结束点的位置同时改变，但该片段的位置或时间长度不变的一种编辑方式。
这称为滑移，因为在可用素材内滑移片段的开始点和结束点。在项目中看到的片段部分发生变化，但是在时间线

中的位置保持不变。

智能精选  使用“过滤器”窗口在事件中搜索片段时，可以存储结果，方法是创建新智能精选以收集与搜索条件
匹配的片段。只要将符合智能精选搜索条件的新片段导入事件中，新片段就将自动添加到智能精选。显示在智

能精选中的片段不是重复项。智能精选会过滤事件中的片段，这有助于重点关注需要用于特定任务的片段。

吸附  在 Final Cut Pro 中打开吸附功能时，则您在时间线中移动的项目（包括播放头、浏览条和所选片段）看
起来好像是直接跳到或“吸附”到时间线中某些点。这有助于将编辑点和项目中的其他项目进行快速对齐。吸

附会影响 Final Cut Pro 中许多编辑工具的功能，包括“选择”工具、“修剪”工具、“位置”工具、“范围选择”工
具和“切割”工具。需要逐帧精确编辑时，可停用吸附。

声音效果  特定的音频素材，例如效果库中或您录制的片段中的关门声和狗叫声。声音效果可以用来替换节目
的实景音频中的声音，或者用来添加原先未录制的声音。

源媒体文件  导入 Final Cut Pro 的原始文件（视频、音频和静止图像或图形）。在 Final Cut Pro 中使用的片段
将指向源媒体文件的储存位置（磁盘、摄录机、摄像机或设备上）。在 Final Cut Pro 中对片段所做的更改不会
影响源媒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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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效果  应用于片段和项目的视觉效果，如运动效果、复合、抠像和重新定时效果。

溢出抑制  溢出抑制是一种颜色校正操作，此操作会应用设为透明的颜色的补充（相反）颜色，旨在抵消给要抠
像的主体着色的任何绿色或蓝色镶边或反光。“溢出电平”滑块可控制溢出抑制应用于抠像主体的程度。

拆分编辑  Final Cut Pro 让您可以在单个片段中设定单独的视频和音频开始点和结束点。这些编辑称为拆分
编辑，是影片和电视节目中大多数对话场景的常用技术。您可以使用拆分编辑在剪切到该镜头或场景的视频之

前导入新镜头或场景的声音。相反，您可以使用拆分编辑在后续镜头中延长镜头音频。

标准清晰度 (SD)  是指原始 NTSC 和 PAL 视频帧尺寸。NTSC 的每个帧都使用 480 或 486 条活跃线，而 PAL 
使用 576 条活跃线。另请参阅高清晰度 (HD)。

立体声  立体音响的简称，其中音频包含两个不同声道。音量的变化会自动同时应用于两个声道。 

故事情节  时间线的所有实例都包含一个主要故事情节，这是构建来创建影片的主要片段序列。故事情节是连
接到主要故事情节的片段序列。您可以将故事情节用于与连接的片段相同的目的（如创建切换镜头、复合字幕

和其他图形以及添加声音效果和音乐）。

直切  同时剪切视频和音频片段项目的一种剪切方式。

子帧  子帧的时间长度是视频帧的 1/80，因此在样本级别编辑音频时是更精确的参考单位。

同步  在视频片段中制作的声音的图像（例如，人的谈话）与音频片段中对应声音之间的关系。编辑对话时，维
持音频同步至关重要。在 Final Cut Pro X 中，连接片段和复合片段有助于在节目中保持同步。

主题浏览器  “Final Cut Pro” 中可用于访问 “Final Cut Pro” 附带的所有转场和字幕效果（分组为相关主
题）的媒体浏览器。

三点编辑  在源选择范围和项目中设定四个编辑点的其中三个的编辑技术。执行三点编辑时，Final Cut Pro 会
自动计算第四个编辑点。

直通编辑  编辑点两侧的视频或音频内容为连续的编辑点。

TIFF（标记图像文件格式）  一种由 Aldus 和 Microsoft 开发的广泛应用的位图图形文件格式，可处理单色、
灰度、8 位和 24 位颜色。可以有 Alpha 通道。另请参阅 Alpha 通道。

时间码  与视频一起录制的信号，它唯一地标识每个帧。默认情况下，时间码在 Final Cut Pro 中显示的格式为
小时:分钟:秒钟:帧数。时间码支持 Final Cut Pro 中的各种功能，包括时间线回放、同步视频和音频片段项、导
航时间线中的项目以及移动和修剪片段。

时间线  Final Cut Pro 窗口的底部部分包含时间线，通过添加和排列片段并进行所有编辑，可在其中创建影片
项目。

时间线索引  您可以使用时间线索引查看项目中片段、关键词和标记基于文本的时间列表。在时间线索引中选择
某项时，播放头将跳到时间线中的该项。

色调  添加到图像中的颜色阴影，通常用于创建效果，如深褐色。

字幕浏览器  “Final Cut Pro” 中可用于访问 “Final Cut Pro” 附带的所有字幕效果的媒体浏览器。

工具栏  工具栏是位于 Final Cut Pro 主窗口中间的一组按钮和工具。工具栏还包括 Dashboard，其中显示在
浏览器中选择的片段以及播放头在时间线中的位置的时间码。

转码  所有媒体文件都使用一种格式。视频格式示例包括 DV、H.264 和 MPEG-2。视频文件还有各种属性，如
视频帧尺寸和帧速率、数据速率和音频采样速率。需要将媒体文件转换为不同格式或更改其属性时，可将其转

码为新格式或属性。Compressor（旨在配合 Final Cut Pro 使用的 Apple 应用程序）使媒体文件转码成为快
捷轻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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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场  应用于编辑点的效果，用于使片段到片段的变换更加自然。在 Final Cut Pro 中，可以选取各种视频转场
（如叠化或划像），也可以在音频片段之间添加音频交叉渐变。

转场浏览器  “Final Cut Pro” 中可用于访问 “Final Cut Pro” 附带的所有视频转场的媒体浏览器。

修剪  在时间线中以大致时间顺序编排片段后，可开始微调每对连续片段之间的剪切点（或编辑点）。每次将项
目中的片段延长或缩短时，都是在对它进行修剪。但是，修剪通常是指精确调整（从一帧至几秒的范围内）。如

果您在对片段的时间长度进行大幅调整，则仍然在进行修剪，但是可能不在编辑的微调阶段。在 Final Cut Pro 
中，可以使用各种技术修剪时间线片段和编辑点，包括波纹式编辑、卷动式编辑、滑移式编辑和滑动式编辑。

修剪工具  可用于修剪时间线中的项目的编辑工具。您可以通过按下 T 键来选择修剪工具。

未压缩 8 位和 10 位 4:2:2  这些视频格式可用于储存 8 位或 10 位 4:2:2 Y’CbCr 视频，而无需采用数据压
缩。旁通压缩可减少电脑的处理负载，但可大幅增加数据速率。通常需要大容量 RAID 储存系统才能高效处理
未压缩的视频。在许多情况下，Apple ProRes 是更好的选择。未压缩 4:2:2 视频的数据速率会因帧尺寸和帧
速率而异。例如，在帧尺寸为 1920 x 1080 且帧速率为 29.97 fps 时，未压缩的 8 位 4:2:2 视频的数据速率为 
1.0 Gbps，而未压缩的 10 位 4:2:2 视频为 1.3 Gbps。

上游  是指时间线中位于当前片段左侧的片段。执行会波动项目的操作时，上游片段不受影响。

值滑块  值滑块是一种显示为数字的数值滑块控制，通常位于基本滑块右侧。两种方法可用于调整值滑块：通过
在数字上拖移来增大或减小参数值，或者通过连按数字来输入新值。

变速  在单个片段中，前进或倒转运动时动态变化地速度。

VCR  盒带录像机的缩写。通常指用于从各种源录制视频的消费类设备。有时称为 VTR。另请参阅 VTR。

矢量显示器  Final Cut Pro 中的视频观测仪，用于在圆形标尺上显示图像中颜色的分布。矢量显示器适用于比
较两个片段之间颜色的色相和强度，以便进行颜色校正。

视频动画编辑器  对于时间线中的片段，您可以显示视频动画编辑器，以调整效果参数、创建淡入或淡出以及使
用关键帧随时间推移更改效果。

检视器  播放在浏览器和时间线中选择的片段时，这些片段将显示在检视器中。

VTR  录像机的缩写。通常指用于从各种源录制视频的专业设备。

水印  应用于图像或视频片段以指明受版权保护的可见图形或文本叠层。水印用于防止未经版权拥有者的明确
许可就使用图像或视频片段。

WAVE（或 WAV）  最常用于储存未压缩线性脉冲编码调制 (LPCM) 音频数据的音频文件格式。

波形监视器  Final Cut Pro 中显示当前要检查的片段中的相对亮度和色度的视频观测仪。显示的波形中的波
峰和波谷对应画面中的亮区或暗区。

宽屏幕  宽高比宽于 4:3 的任何影片展示。在影院中，1.85 被视为标准，而 2.40 被视为宽屏幕。对于视频，4:3 
被认为是标准宽高比，而 16:9（几乎与 1.85 的宽高比相同）被认为是宽屏幕。另请参阅 4:3 和 16:9。

划像  常见视频转场类型。在划像中，屏幕将分割，即从图像一边移至另一边，以逐渐显示下一个镜头。划像比
渐变或交叉叠化更明显（且可自定）。

XDCAM  用于录制 MXF 容器文件中的 DVCAM 和 IMX 视频的 Sony 光盘格式。另请参阅 DVCAM 和 IMX。

XDCAM EX  Sony XDCAM 产品系列的成员，将 MPEG-2 视频压缩与 4:2:0 色度采样配合使用。相对于 
XDCAM HD，XDCAM EX 支持 720p 和录制全 HD 分辨率（1920 x 1080 或 1280 x 720）。其最大位速率是 
35 Mbps。XDCAM EX 摄录机使用称为 SxS 卡的固态内存卡，而不是光盘。另请参阅 H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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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DCAM HD422  Sony XDCAM 产品系列的成员，具备 4:2:2 色度采样和视频位速率 50 Mbps。与 
XDCAM EX 类似，它以全 HD 分辨率（1920 x 1080 或 1280 x 720）使用 MPEG-2 视频压缩。另请参阅 
HDV。

Y’CbCr 许多数码视频格式储存数据的颜色空间。对于每一像素，会储存 3 个分量，一个用于亮度 (Y)，两个用
于颜色信息（Cb 用于蓝差分信号，Cr 用于红差分信号）。也称为 YUV。另请参阅像素。

缩放工具  可用于放大或缩小时间线的编辑工具。您可以通过按下 Z 键来选择缩放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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