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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影像化的社会中，视频成为最重要的媒介载体之一，人们通过视频的拍摄、剪

辑、发布进行思想传递。

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认为：“我们的世界已经被拍摄”。人们被

交织在看与被看的关系里，这是一种“以影像为中介的社会关系”。互联网时代，人人都

是传播者与接受者，视觉呈现的内容对社会影响愈发广泛。在当下的传播实践中，视频内

容的视觉化呈现依托其直观、鲜明、生动等特点，更加容易使受众把握内容认知，凭借强

烈的形象性和即时性，视频内容使受众产生“眼见为实”“一睹胜千言”的效果。

《剪辑师宝典：视频剪辑思维与案例实战》一书的出版对此而言具有积极的作用。

很多人都想要通过自己的视频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小到每个人的Vlog，大到自己剪辑的电

影，视频剪辑带给我们更多的可能。视频起到了更多宣传、展示的作用，甚至还能够通过

视频剪辑完成对产品的介绍，从而达到带货的目的。近年来视频剪辑传播后风靡全球的

案例不胜枚举，例如，火神山和雷神山航拍出的“基建狂魔”、风靡海外的“李子柒现

象”、抖音视频“一剪梅”和“飞驰而过的中国高铁”等关于社会的细节和亮点，都以视

觉呈现的方式丰富了整个社会传播的内容。因此，明确视频主题，想好开头、结尾、字幕

的效果和各段视频之间的衔接情况，掌握视频剪辑技巧和剪辑要点是每一个视频剪辑工作

者都必须具备的能力。

《剪辑师宝典：视频剪辑思维与案例实战》的优势在于大量实践案例的使用，作者运

用丰富的案例进行生动的讲解，为初学者提供了详细的思路，为想提高者提供了进阶的路

径。全书的内容安排翔实，各部分相得益彰，是一本真正从实践出发，走向实践的视频剪

辑类佳作。读者不仅能够通过该书的内容收获视频剪辑技巧的提升，更能够从中提高自我

的审美能力和视频鉴赏能力。这种审美能力的提高往往比技巧更重要，因为懂得如何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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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辑师宝典：视频剪辑思维与案例实战IV

很简单，但要具备视频剪辑的审美力、传播力、共情力则是一个需要长期训练的过程。本

书具有翔实的内容和清晰的思路，读者能够从中汲取出丰富的视频剪辑“养分”。

李　智

“广电业内”公众号主编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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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视频已经成为人们记录生活、传递信息、商业宣传，以及

艺术创作不可或缺的表达方式。在这样一个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学会用视频记录、用视频

表达，甚至可以用视频来创造价值。而《剪辑师宝典：视频剪辑思维与案例实战》正是一

本非常实用的视频剪辑图书，其中既包含软件操作，又包含影像语言和剪辑创作理念，致

力于将剪辑知识落到实处，目的在于让读者能够学以致用。本书内容从实际中来，到运用

中去，理论与实践完美融合，可以真正帮到想要学习视频剪辑工作的伙伴。

本书紧跟时代热点，从最热门的短视频剪辑创作出发，围绕抖音短视频制作，对视频

剪辑涉及的Premiere软件和相关剪辑知识进行了细致讲解。将剪辑一个视频的全部流程拆

开，结合软件逐一讲解和分析，教学设计科学合理，落到实处。比较可贵的是，书中还对

剪辑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提炼，并做出了解答。很多新手在学习过程中往往会陷

入一个误区，认为看完书、上完课就会了，事实上，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他们会遇上各种

各样的问题。因此，能够将一些常见问题进行汇总，对学习者将很有帮助。 

《剪辑师宝典：视频剪辑思维与案例实战》中关于影像语言和剪辑理论的讲解，可以

说是此书的精髓所在，建议读者在学习时一定花心思好好琢磨。有过从业经验的伙伴都知

道，视频剪辑绝非仅仅学软件而已，学习视频的剪辑就如同我们小时候学写字一样，并不

是我们学会用笔就学会了写字。我们一般需要学习文字的笔画、笔顺，了解文字的结构、

构成等，再加上对文字和笔画有一定的理解，最终才能够学会写字、写好字。影像语言是

学习视频剪辑的基础，它帮助我们读懂画面的意义，帮助我们了解视频构成的基本逻辑，

起到一个视频剪辑指导思想的作用，让学习者在剪辑过程中有思路、有想法、有章可循，

而不是无从下手。

本书中“剪辑时间与动机”内容的设置是具体到剪辑实处的技巧讲解，学习这部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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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对剪辑技巧的提升大有益处。好的视频剪辑师一般都是历经多次项目剪辑演练，且在此

过程中积累了无数的剪辑经验才练就的。而衡量一个剪辑师水平到底如何，不仅仅看软件

操作的熟练与否，更重要的还在于对具体剪辑场景的处理是否得当。这部分内容将项目剪

辑过程中一些非常实用的剪辑理念和技巧逐一呈现出来，让学习者能够对具体的项目剪辑

有一定的理解。而后再结合本书最后章节的抖音短视频剪辑案例，在实际的项目中进行综

合使用，达到真正的学以致用。

本书作者一直从事影视后期制作相关的工作，具有相关的行业经验和丰富的影视剪辑

从教经验。本书从最初想法的酝酿到最终成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作者从基本的软件操作

出发，总结自身在创作过程中的实战经验，再通过对影视剪辑理念的思考融合（先打磨文

本，再形成相关的教学课件，而后将它们打磨成一套视频网络课程），最后形成图书。值

得注意的是，本书内容是在网络课程对外发布后 ，结合学员的意见反馈和多次修正得到

的。整体而言，作者为完成本书的撰写做足了功课，本书可以作为视频爱好者和学习者较

好的参考资料。

黄斯文

短视频创作者

上饶师范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负责人电子工业出版社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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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剪辑的爱好者经常容易进入一个误区，就是将学习剪辑技能等同于掌握一个剪辑

软件。虽然在学习了剪辑软件之后，一个新手就能够快速地出片，这个过程中可以体会到

一种创作的成就感，但这个过程实际上还只是在拼凑素材。在掌握了剪辑软件之后，初学

者都会面临一个瓶颈，就是总觉得剪辑出来的作品节奏不对，不够流畅，或者缺少一种高

级感。出现这种困扰的原因是剪辑理念的欠缺。剪辑软件只是一种工具，如果仅是学习工

具的用法，忽略了使用工具的理念，是没有办法创作出好的作品的。

在长期的实践教学中，我们发现国内很多剪辑类的图书与实际工作有着明显的脱节现

象。其中一部分图书偏重于软件操作，对剪辑软件的命令操作都进行了细致讲解，却很少

涉及剪辑理念。另一部分图书则是注重视听语言理论，呈现出实用性弱、形式刻板、偏向

于应试的问题。实际上，剪辑软件的使用和剪辑理念的学习是缺一不可的。

本书有着鲜明的实用性特色，既从零开始讲解剪辑软件的使用技巧，又结合电影案

例具体生动地讲解剪辑的理念和法则。各章节之间的结构衔接合理，始终注重将理论和实

践结合在一起，将软件学习作为实践的一种手段，提高读者的剪辑技巧，具有较强的知识

性、实用性与针对性。

另外，书中对软件操作部分和案例部分的内容都配有视频讲解，以帮助大家更加直

观、高效地学习，读者可以根据本书封底“读者服务”的提示获取相关视频。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杨纪元、琚桂芳、李涵辞、李求知、谢燕、李竹君的协助。

另外，黄强为本书统稿和修改做了重要贡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　　者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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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学会剪一条抖音短视频

第1章
扫一扫…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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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辑师宝典：视频剪辑思维与案例实战002

对新手而言，刚开打一款剪辑软件时通常会茫然无措、无从下手。其实我们学习一款

软件时，完全不需要按照菜单功能的顺序去逐一学习，那样只会让我们觉得枯燥无趣。我

们要明白，学习剪辑软件的目的是使用它来完成工作，而不是像软件工程师那样精通软件

的每个功能。

本章将以一条视频剪辑的核心工作流程为线索，介绍Premiere 2022（以下简称Pr）软件

在工作中最常用的功能，即项目的新建与保存、序列的创建方法、视频的基本剪辑技巧，

以及如何添加视频转场并导出创作的视频。在学习这些技能之后，我们将运用这些技能来

完成一个短视频的剪辑。相信学完本章的内容之后，你已经可以使用Pr进行工作了。

1.1　如何新建和保存一个项目

学会创建和管理项目是使用Pr软件的第一步。Pr的每项工作都是保存在项目文件（Pr项

目又被称为“工程文件”，这是因为每个项目都是用来完成一个工程的）中的。比如，剪

辑一个宣传片时，这个宣传片的工程就专门保存在一个项目文件中。本节将学习如何新建

和保存一个项目。

（1）打开Pr软件时，可以看到项目管理窗口。用鼠标单击“新建项目”，即可新建一

个项目（见图1-1）。新建项目前要先给项目起名，并选择保存路径。这里用鼠标单击“选

择文件夹”，其他不用修改，单击“确定”按钮后，就可以完成项目的新建。

主页

新建项目

打开项目

最近使用项

最近使用项

筛选 筛选最近的文件

大小

714KB Premiere Pro Project

类型

1 小时前

名称

未命名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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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新建的项目窗口中可以存放多种视频素材。将视频素材拖放在右边的编辑区

域进行剪辑。当剪辑工作完成后，单击菜单栏中的“文件”→“保存”（也可以按快捷键

“Ctrl＋S”）（见图1-2），即可以保存项目。保存好后，文件即可存储在之前设定的路 

径中。

图1-2

�… 勤按“Ctrl＋S”组合键，以保存项目文件，防止文件丢失。

�… Pr高版本的软件可以打开低版本的文件，但低版本的软件不能打开高版本的文件。

�… 打开项目指的是打开一个Pr工程项目，而不是打开视频或者图片素材。

�… 保存和导出操作是有区别的。导出是指导出视频文件。保存是指保存Pr的工程文

件，便于之后剪辑或修改，它并不是视频文件。工程文件需要用Pr软件打开才能

查看。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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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如何设置项目的序列

我们可以把项目文件看作一个大的容器，它像一个能装很多糖果的玻璃罐。而每个序

列文件就像是装在玻璃罐中的糖果，它是一条剪辑时间线，我们的剪辑工作实际上就是在

序列的剪辑时间线中完成的。本节将学习如何为项目设置序列。

设置序列时有两点要注意：第一，同一个项目中可以添加多个序列。序列中的素材

也可以复制到不同的序列中。第二，尤其要注意序列的“分辨率”和“帧速率”的匹配 

问题。

（1）快速建立序列的一个方法，就是按住鼠标左键的同时将项目栏中的素材拖入右侧的

时间轴（见图1-3）中，这样便创建了一个序列（见图1-4）。序列是剪辑的基础，可以把序列

理解为时间线。这样拖入创建的序列是以视频素材的分辨率大小和帧速率为基准建立的。

图1-3

图1-4

（2）将素材拖入时间轴的方法有助于我们快速建立一个序列。但如果想自定义设置序

电子工业出版社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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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参数，应该如何做？首先需要在项目窗口的空白处鼠标单击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

中选择“新建项目”→“序列”（见图1-5）。

图1-5

（3）在“序列设置”中即可查看序列的参数。设置的分辨率需要和素材的分辨率大小

一致。在设置序列的“时基”时，电视制式和网络播放的视频的帧率一般为25帧/秒，电影

一般为24帧/秒。“像素长宽比”通常选择方形像素；“场”通常选择无场（逐行扫描）；

帧大小要和剪辑素材的分辨率大小匹配（见图1-6）。

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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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视频素材与序列设置不匹配，那么将视频素材拖入时间轴时，屏幕通常会弹

出“剪辑不匹配警告”提示（见图1-7）。

图1-7

（5） 在图1-7中，如果选择“更改序列设置”，序列就会以视频素材的参数为基准进

行匹配调整。如果选择“保持现有设置”，那么序列的设置则不会改变，但这样也会导致

视频放入序列后与序列不匹配的现象。如图1-8所示，就是选择“保持现有设置”的效果，

素材在序列中被裁剪了。

图1-8

 1.3　如何设置竖屏短视频的序列 

当下短视频中主流的构图方式是竖屏构图，竖屏构图方式符合手机的持握习惯，方便

电子工业出版社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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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上下滑动和切换。本节将介绍如何设置符合竖屏短视频的序列。

（1）如果拍摄的素材本身就是竖屏的，那么要设置竖屏序列就很简单了，根据1.2节介

绍的内容，直接将视频文件拖入时间轴中，就会自动设置一个与竖屏短视频素材匹配的竖

屏序列。

（2）如果视频素材是横屏的，就需要对序列的分辨率进行手动设置。在进行“序列设

置”时使用“自定义”的设置方式，并将序列分辨率反转。如横屏素材的分辨率是1920像

素×1080像素，那么将序列大小设置为1080像素×1920像素，这样就相当于将序列由横屏

向竖屏做了90°的旋转。

图1-9

（3）当我们建立了竖屏的序列后，画面就会变成竖屏形式，而我们的素材本身又是横

屏的，这样就会遇到一个问题：素材放入序列之后会在上下位置都留下黑边（见图1-10）。

上下的黑边是素材和序列不匹配导致的，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素材的大小和构图来解决。

（4）要解决黑边的问题，可以将素材进行放大，让素材充满整个画面。具体的做法

是：在时间轴轨道中选中视频素材（见图1-11），在左上角的效果控件中提高“缩放”的数

值，让画面放大到能够将黑边填充满的状态。同时，我们通过调整“位置”的数值，可以

让画面左右移动，从而改变画面构图。

电子工业出版社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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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0　　　　　　　　　　　　　　　　　　　　　　　图1-11

 1.4　如何为大小不同的素材设置序列

在剪辑视频时，经常会遇到大小不统一的素材，但我们又需要将这些素材最终导出为一

个视频，应该怎么统一这些素材的大小呢？对于这类情况，我们在设置序列时就需要特别注

意。在素材大小不一的情况下，可以折中选择分辨率的大小，并以中间数值的分辨率为基准

来设置序列分辨率，在剪辑时利用效果控件改变素材大小，让它和序列大小保持一致。

1.设置序列

（1）在项目栏的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新建项目”→“序

列”，然后选择“设置”，在编辑模式中选择“自定义”，然后按照需求设定数值即可。

电子工业出版社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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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视频素材的分辨率大小不同，在设置序列的分辨率大小时有以下几种情况。

�… 所做的影片有明确的分辨率大小规定，那么此时只需要按要求设置序列的分辨

率，让所有的视频大小与序列分辨率的大小匹配即可。

�… 所做的影片没有分辨率大小的规定，需要自己酌情设定时，可以将序列的分辨率

设置成素材中居中位置的分辨率大小。例如：素材大小分别是4096像素×2160像

素、1920像素×1080像素、1080像素×720像素，那么序列可以设置成1920像素×1080

像素，然后在效果控件中将其他的素材进行缩放。

（2）选中大小不统一的素材后，在左上角的编辑栏中单击“效果控件”，按住鼠标左

键拖拉“缩放”，调整视频大小与序列匹配（见图1-12）。但需要注意一点：如果视频素材

的分辨率小于序列设置的分辨率，放大素材会在一定程度降低画质，导致画面模糊。

图1-12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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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用视频大小的设置

常用视频大小的设置：在项目栏的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

“新建项目”，选择“序列”，再选择“设置”，在编辑模式中找到“自定义”。

4K视频设置参数：帧大小为4096像素×2160像素。高清视频设置参数：帧大小为1920

像素×1080像素。标清视频设置参数：帧大小为1280像素×720像素。除此之外的“像素长

高比”选择“方形像素”；“场”选择“无场（逐行扫描）”；“显示格式”选择“25fps

时间码”即可。为了便于之后的剪辑操作，我们可以将特殊要求的序列设定保存为预设。

3.如何处理帧速率不同的视频素材

由于拍摄的设备不同，或者同一设备的拍摄帧速率设置不统一，都会造成视频素材

的帧速率不同。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在设置序列的时基时，就要以低帧速为基准。举例来

说，如果素材分别是“24.00帧/秒”“25.00帧/秒”“30.00帧/秒”，那么设置序列的时候，

需要将时基设置为“24.00帧/秒”。因为高帧速放在低帧速的序列中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而

低帧速的素材放在高帧速的序列中则会产生卡顿的现象。

1.5　剪辑的基本操作

我们都知道，Pr是一款剪辑软件，但这会让我们产生一种误解，认为剪辑是一项复

杂的工作。其实剪辑工作本身的核心逻辑非常简单，就是将素材剪开并在时间线中重新组

接。而其他所有的功能其实都是为这项核心操作流程服务的。本节将学习剪辑的基本操

作，掌握这些知识后，你就可以开始使用Pr软件进行剪辑工作了。

1.导入素材

（1）在项目管理器中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导入”，导入相应的

素材（见图1-13），或者可以从电脑的文件夹中直接把素材拖入到Pr软件的项目管理器中。

电子工业出版社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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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2）素材导入之后，鼠标左键按住素材，将其拖入右边的时间轴中进行剪辑（见图

1-14）。

图1-14

2.剪辑

（1）使用剃刀工具（快捷键为“C”），单击素材中需要剪切的地方（见图1-15），

即可以将素材剪断。我们还可以使用快捷键“Ctrl+K”，这样可以将时间指针变成剃刀后用

来剪断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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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2）素材被剪断之后，使用选择工具（快捷键为“V”），按住鼠标左键拖动被剪断

的素材，即可以在时间线中对素材进行重新组接（见图1-16）。

图1-16

（3）我们可以利用键盘上的“Delete”键对不需要的素材进行删除，但是删除后的素

材会留下一段空缺。这时可以使用波纹编辑工具，快速删除不需要的视频素材，并且让后

面的视频素材自动与前面对齐。

注意：所有的快捷键操作均在英文输入模式下进行。

（4）选择波纹编辑工具以后，将鼠标光标移至视频素材上，这时波纹编辑工具图标上

会出现一条红线，说明此时该工具不可使用（见图1-17）。

电子工业出版社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第 1章　快速学会剪一条抖音短视频 013

图1-17

（5）这时可以将鼠标光标移动至两段视频的连接处，通过观察发现，鼠标光标变成了

可编辑的模式，表示波纹编辑工具此时可使用（见图1-18）。

图1-18

（6）使用波纹编辑工具选中两段视频的连接处后向左拖动，那么第一段视频的“A”

区域将被删除，同时第二段视频会自动向前与第一段视频无缝接上（见图1-19）。

图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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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短视频中常用的转场方法

在剪辑短视频时，有些视频的连接会显得比较突兀，这时就需要添加转场来进行过

渡。Pr软件提供了多种转场方式，下面将介绍几种常用的转场方式。学会这些转场方式后，

大家可以举一反三，添加其他的转场方式。

（1）怎样添加转场？单击项目栏中的“效果”，在“视频过渡”下的“效果”选项中

包含了各种转场方式。我们可以在下拉子菜单中找到“溶解”项（见图1-20）。然后鼠标左

键按住需要添加的转场特效，将其拖到对应的两段视频素材之间即可（见图1-21）。

图1-20

图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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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下来要学会调整转场所覆盖的时长。单击已经嵌入两段素材之间的转场效果，

在“效果控件”的右侧用鼠标左键拖动转场的“块”，即可改变转场的长度（见图1-22）。

图1-22

（3）我们可以尝试使用常见的几种特效转场：交叉溶解、黑场过渡、白场过渡。它们

的效果都比较自然，不会有很生硬的感觉。

1）交叉溶解（见图1-23）。两段视频相互融合，前面的视频渐隐，后面的视频渐显，

视频画面重叠过渡。

图1-23

2）黑场过渡（见图1-24）。两段视频之间由一段黑色场景进行过渡，黑场过渡经常可

以暗示落幕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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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

3）白场过渡（见图1-25）。两段视频之间由一段白色场景过渡。白场过渡有闪回，表

示回忆的效果。

图1-25

提 示

如果画面能够顺利切换，不产生跳跃感，就尽量少添加转场，因为转场会影响观众的

注意力。另外，也要避免使用太过花哨的转场，因为那样会影响观众对视频本身的关

注点。

1.7　如何使用视频与音频轨道

Pr软件的剪辑都是在时间线面板的视频和音频轨道中完成的，它采用的是多条轨道协

同工作的模式。我们在工作中经常需要对单独的轨道进行隐藏、锁定或静音操作。本节将

介绍视频轨道和音频轨道中常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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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添加、删除轨道：将鼠标光标放置在轨道栏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添加轨道”

或“删除轨道”（见图1-26）。通过这项操作可以自行定义轨道的数量。

图1-26

（2）视频和音频在放入轨道时通常是被绑定在一起的，我们可以使用“链接选择项”

（见图1-27）打断视频和音频的链接绑定，这样就可以对视频和音频进行单独操作。将它点

亮后可以再次对视频和音频进行链接绑定。视频和音频的链接与否可以根据项目的需求灵

活选择。

（3）眼睛图标（见图1-28）的功能是隐藏或显示所选轨道。关闭眼睛图标后，该轨道

上的视频素材将不可见。

…… …………………

图1-27                                                                     图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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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锁图标（见图1-29）的作用在于，如果一段视频或音频不需要更改，可以锁定该

轨道。锁定的轨道不可以进行任何操作，这样可以避免剪辑时对其产生误操作。一般我们

会对确定不需要修改的背景图、字幕素材进行锁定。

（5）音频轨道中的“M”表示将所选轨道静音（见图1-30），点亮轨道的“M”图标

后，该轨道声音将被静音。

………………

图1-29                                                                                  图1-30

（6）“S”表示独奏（见图1-31）。当按下“S”按钮时，其他音频都会静音，只有选

择了独奏的轨道的音频可以播放。

（7）话筒图标：在自己的电脑连接了可录音设备的情况下，单击话筒的图标可以进行

录音（见图1-32）。

………………

图1-31                                                                                  图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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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视频和音频的层级关系是不同的。

视频轨道的层级关系是：上面的视频会遮挡下面的视频。

音频轨道的层级关系是：所有的音频会同时播放，上面的音频不会覆盖下面的音频。

提 示

在拉动轨道的时候，不要将素材杂乱地堆积在轨道上，这样会造成工程文件的混乱，

不利于统一管理。对于视频轨道，我们可以将字幕、图片、视频分别放在不同的轨道

中。对于音频轨道，可以将音效、音乐、旁白等类型的声音放在不同的轨道中，这样

能够保持工程的井然有序，从而提升剪辑工作的效率。

1.8　如何为画面添加字幕

在视频剪辑工作中，我们经常需要给画面添加标题字幕。目前Pr中添加字幕有两种方

式，即新版字幕与旧版字幕。新版字幕是Pr 2022的字幕添加方式，旧版字幕则还是沿用了

Pr cs系列的字幕添加方式。这两种字幕的添加方式不同，参数调整界面的布局也有所区别。

新版字幕会直接在轨道中生成字幕素材，而旧版字幕标题在项目管理窗口中生成，需要手

动拖入到轨道里。新版字幕和旧版字幕各有特点，我们可以在学习后根据自己的使用需求

灵活选择。本节将介绍新版字幕的基本用法。

（1）新建标题字幕：鼠标单击工具栏中的“T”（文本工具）图标，即可直接在画面

中输入字幕，同时视频轨道上也会出现对应的字幕素材（见图1-33）。

提 示

若输入的文字（见图1-34）中夹杂着方块，是所选的字体没有匹配的文字导致的，这

时更改文字的字体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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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                                                               　                         图1-34

（2）修改字幕属性：选中视频轨道的字幕文件。在效果控件中，可以对字幕文件的各

个属性进行操作，这里可以改变文字的大小、位置、样式、运动、颜色等基本属性。

1）蒙版（见图1-35）：单击文本下方的“ ”“ ”“ ”三个图标，可以对文

字进行遮罩处理，显示出蒙版所框部分，可改变蒙版路径、透明度、羽化程度、扩展程度

等基本属性达到想要的效果。

图1-35

2）源文本属性（见图1-36）：可改变文字的字体、字号大小、样式、位置等基本属性。

图1-36

电子工业出版社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第 1章　快速学会剪一条抖音短视频 021

3）在外观属性（见图1-37）中，可改变文字的颜色、描边、阴影等基本属性。

图1-37

这里需要注意“视频运动”和“矢量运动”，这两个属性虽然都能够调整画面的大

小，但二者在效果上存在差异。通过“视频运动”属性调整画面大小时，文字将被当作位

图进行缩放，所以放大时画面会模糊；而通过“矢量运动”属性调整文字大小时，文字是

以矢量图的形式进行缩放的，放大也不会模糊。

图1-38

提 示

新版字幕会直接在轨道里生成字幕文件，这样可以快速生成标题，但也容易造成时间轨

道的混乱。我们在使用新版字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轨道里对字幕文件进行管理，尽量

将它们放在同一条轨道上。不需要的字幕文件要及时删除，不要堆积在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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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旧版标题用法

Premiere 2022对字幕功能进行了更新，这种新功能是1.8节讲过的新版标题。但同时Pr

也保留了旧版标题的功能，这一方面是为了兼顾老用户的剪辑习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旧

版标题有自身的独特性，它可以在项目窗口中生成字幕文件，方便我们在项目窗口中进行

管理。本节将介绍旧版标题的用法。

（1）新建旧版标题：在菜单栏中单击“文件”→“新建”→“旧版标题”（见图

1-39），为新建的旧版标题取名之后，单击“确定”按钮即可（见图1-40）。

图1-39

（2）在弹出的画框中可对标题的大小、位置、样

式、排列方式等基本属性进行调整。

1）文字输入工具（见图1-41）：“ ”工具是选择

工具，可以用来选中画面中的字幕标题。“ ”是旋转

工具，可以对字幕标题进行旋转。“ ”是文本工具，

利用它可以输入文字标题，而使用“ ”可以在垂直方
图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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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输入文字。“ ”工具可以分别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划定一个区域来输入文字。

“ ”工具可以分别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划定一条文字路径，文字可以根据划定的路

径进行排布。

图1-41

2）钢笔和图形工具（见图1-42）：可以用来绘制图形。使

用“工具组1”可以自由绘制图形。使用“工具组2”可以画出

规整的矩形、圆形、三角形图案。

3）位置分布工具（见图1-43）：通过位置分布工具，可以

调整文字的排版对齐方式。

图1-43

图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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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标题基本属性工具分布在界面的上方和右侧工具栏中。使用这些参数可以对标题的

大小、样式、位置、颜色等基本属性进行编辑调整（见图1-44）。在界面的正下方提供了标

题样式。

图1-44

（3）编辑好标题后不需要任何操作，直接关闭此时的窗口。在项目列表中按住鼠标左

键，将字幕文件直接拉进时间轴想要添加字幕的位置即可（见图1-45）。在视频轨道中按住

鼠标左键，在字幕块两端拖曳，可以改变字幕的持续时间。

图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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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如何导出做好的视频

在学习完以上技巧之后，我们就要学习导出视频环节的内容了。新手经常会面临一种

情况，序列里的素材在导出后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它们要么变得模糊，要么分辨率

发生了变化。可见掌握正确的视频导出方式非常重要。本节将学习如何正确地导出视频。

（1）单击菜单栏中的“文件”→“导出”。“导出”的快捷键为“Ctrl＋M”（见图

1-46）。这个功能比较常用，所以最好记住它的快捷键。

图1-46

（2）源范围的蓝色进度条决定导出的时长，鼠标左键拖曳左右的小三角图标可以调整

导出视频的时长，通常默认整个序列范围都会导出（见图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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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7

（3）当只需导出一部分时，在序列时间轴上找到想要导出的入点并单击键盘上的“I”

键（入点），在结束位置单击键盘上的“O”键（出点），可以快速选中导出特定的部分

（见图1-48）。最后同时按住“Ctrl＋M”组合键，设定好导出的参数，此时导出的部分就

会更换为选中的特定范围。鼠标单击“导出”按钮，就可以导出选中部分（见图1-49）。

图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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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9

（4）对于一般的导出设置：格式选择H.264或者QuickTime。H.264

可以满足大部分视频的清晰度需求，而且这个格式不需要调整参数，它

与源序列是相匹配的，选择后直接导出即可。如果要使用QuickTime格

式，需要在视频解码器中选择合适的解码器。Apple ProRes 444是高品质

的格式，但是非常占用电脑资源（见图1-50），导出的素材也很大。建

议使用Apple ProRes 422（见图1-51），视频品质也比较高，而且导出的

视频相对较小。

图1-51

图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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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意，QuickTime格式需要手动匹配分辨率大小，并且下拉到基本视频设置下方

的方框取消勾选宽度和高度的绑定，并再次单击匹配源（见图1-52）。

图1-52

（6）如果对画质要求高且后期制作时间充裕，可以勾选“使用最高渲染质量”（见图

1-53）。

（7）单击“输出名称”，自定义名称和导出位置，再单击“导出”按钮，即可完成导

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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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3

提 示

AVI格式导出的视频占用资源内存较大。除非有特殊的格式限定要求，否则一般不选

择这种格式。

1.11　常见问题处理

在使用Pr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让新手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素材无法导入、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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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突然丢失链接、播放卡顿等情况。遇到这些问题后不要慌张，下面将介绍如何解决这些

问题。

1.11.1　当素材无法导入时怎么办

出现素材无法导入的情况是因为素材的格式无法通过软件解码，我们需要使用格式转

换工具，将素材的格式转换为Pr能够解码的格式即可。下面以“格式工厂”软件为例，介绍

如何对格式进行转换。

1.安装格式工厂

（1）在网上可以找到“格式工厂”

软件安装包，双击该软件包进行安装。

（2）改变安装路径，软件最好不要

安装在系统盘，可以自定义其他的安装

路径。设置好安装路径之后，可以单击

一键安装。

2.转换

（1）每个图标、箭头表示要转化成

的格式。单击选择想要转换的格式（见

图1-54）。

（2）选择好想要导出的格式后，单

击添加文件加入想要转换的视频。如果

这里对文件大小没有特殊需求，只是想

转换格式，可以直接单击右下角的“确

定”按钮进行格式转换。如果还有其他

图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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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可以单击右上角的“输出设置”手动设置输出参数。

（3）单击输出配置中的大小限制，可以根据需要强制限定输出视频的大小（见图

1-55）。

图1-55

（4）如果有保护版权的需要，可以利用“水印”功能添加水印。这样转换导出的视频

就会添加上属于自己的水印（见图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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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6

（5）如果一些视频不需要整段输出，可以单击剪辑。在“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内输入自己想要截取的时间，就可以只选取特定的片段输出（见图1-57）。

图1-57

（6）单击“确定”按钮，开始输出。音频和图片的转换与视频的格式转换类似，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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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视频的转换方式进行格式转换。

提 示

视频编码目前为止常用的还是AVC（H.264），其他配置没有特殊要求，保持默认…

即可。

1.11.2　素材链接不上怎么办

链接丢失的原因是因为素材的存放路径改变了。如素材原本在移动硬盘中，但是将移

动硬盘拔走了，或者改变了素材在电脑硬盘中的位置，都有可能造成素材的丢失。

下面介绍如何解决Pr剪辑中素材丢失、链接不上的情况。

解决办法：单击“查找”按钮，查找出更改路径后的文件夹（见图1-58）。选取重新定

位的素材后单击“确定”按钮，这样就可以重新链接到素材。

提 示

链接素材的方法只适合素材的路径被移动的情况，如果素材已被删除，需要恢复删除

的素材。

图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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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这类素材丢失的情况，我们要养成打包管理工程文件的习惯。打包工程文件

的方式是：在“文件”菜单中找到“项目管理”（见图1-59）。在弹出的“项目管理器”界

面中，可以选择“收集文件并复制到新位置”（见图1-60），在目标路径中选择需要保存的

文件夹。这里单击“浏览”按钮后，可以设定存放的目标路径位置。

　　

　　　　　　　　　图1-59　　　　　　　　　　　　　　　　　　　　图1-60

设定好路径位置后单击“确定”按钮（见图1-61）。打包好后的工程文件就可以直接复

制到其他路径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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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

1.11.3　视频预览卡顿怎么处理

播放视频时卡顿是因为视频过大导致占据比较多的电脑资源，这样无法做到即时预

览。针对这个问题，需要对素材进行渲染后才能流畅播放。

如果想要在时间轴中只渲染一部分，可以选择标记一个入点和出点，首先将鼠标光标

移至时间线上想要打入点的位置，按键盘上的“I”键；然后将鼠标光标移至想要打出点的

位置，按键盘上的“O”键（见图1-62）。

图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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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菜单栏中单击“序列”，找到“渲染入点到出

点”（见图1-63），就可以对选中的部分进行渲染。渲

染成功后，视频播放就会变得流畅。

提 示

…� 如果对渲染好的视频进行编辑，也需要再次渲染才能流畅播放。

…� 如果不设置入点和出点，那么会默认渲染整个序列，耗费时间会更长。如果我们

需要预览整个视频作品，则不需要设置入点和出点，直接渲染整个序列即可。

1.12　剪辑一个自己的短视频作品

通过前面知识的学习，我们已经初步了解了剪辑的基本方法。本节将带领大家检验之

前的学习成果，我们来剪辑一个自己的短视频作品。记住，在这个作品中，首要关注的点

是怎样用前面学到的知识尽量让作品做到完整。

在制作短视频时，我们需要挑选合适的素材放入制作序列中。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有

重要意义的或者十分精美的照片和视频素材，并精心挑选一首音乐来作为背景。对于一些

构图有问题（如画面失焦、抖动）的素材，应该果断舍弃，但如果有些素材整体看起来不

行，局部非常有特色，这时可以通过裁剪后应用到制作中。 

剪辑本节的短视频有三个需要注意的点：

 � 怎样让视频与音乐匹配。

 � 制作关键帧的运动效果。

 � 在两个素材间添加合适的转场效果。

图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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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把短视频的制作分成三个部分：素材堆放、动态处理和添加过渡，下面介绍具

体的操作步骤。

1.素材堆放

（1）如图1-64所示，开头选择了左边是花

朵，右边是天空的画面。选择这个画面的原因在

于，它有较大的留白，便于在留白处添加字幕效

果。同时应该注意画面的大小与序列是否匹配，

如果不匹配，则需要调整画面大小。

（2）将选择的素材拖入到时间轴中创建序

列之后，需要再次检查素材，确定素材的使用时

间。开场素材选择的时间可以长一点，根据需要可以截取5秒左右。如果是视频素材，最好

截取拍摄较好的部分，将不需要的部分裁剪掉。

将音乐拖入到序列中（见图1-65），这里暂时先不对背景音乐进行处理，可以单击所在

轨道的锁状图标来锁住轨道。视频素材有自带的声音，若不需要，就可以将它删除。

图1-65

图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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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添加其他素材。注意素材与素材之间的匹配，看选择的素材衔接到一起是否合

适。如第一个镜头是花的空镜，主体在画面中偏左（见图1-66），此时就可以选择一个主体

在画面中偏右的镜头来进行组接。

图1-66

（4）继续将其他素材组接上。这里可能会遇见一些问题，比如素材与序列的大小不

匹配。如图1-67所示，我们明显发现这个画面与序列的大小不匹配，画面周围被大面积裁

切掉了。

图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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