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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tasia Studio简介

Camtasia Studio是美国TechSmith公司出品的屏幕录像和编

辑的软件套装。

软件提供了强大的屏幕录像(Camtasia Recorder)、视频的剪

辑和编辑(Camtasia Studio)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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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地址： http://yunpan.cn/QIf33hpS6YL8m

可以单独录制内容，并保存为.camrec  或 .avi 格式

对文件进行处理，最终生成通用视频格式 .mp4 等



Camtasia Studio特点

 可以创建Camtasia Studio工程(.camproj)，以便后续的重复修改。

 在时间轴上，可以剪切一段选区、隐藏或显示部分视频；

 分割视频剪辑、扩展视频帧以适应声音、改变剪辑或者帧的持续时间；

 调整剪辑速度以便作出快进或者慢放效果、保存当前帧为图像、添加标记以

便生成视频目录；

 可以进行声音编辑，录制语音旁白、进行声音增强、消除噪音等；

 可以为视频添加效果，如添加标注、添加转场效果、添加字幕、添加元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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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tasia Studio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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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

 初次使用时，友好的欢迎界面，右下角有教程，让初学者轻松上手；

 配合Camtasia Recorder ，可轻松的将屏幕录制导入并进行后期编辑；

 具有多样式的转场(transitions)、动画(animations)效果，以丰富视频呈现。

缺点：

 编辑完成后，生成、渲染的速度比较慢，时间比较长；

 软件操作使用时，占用内存可能会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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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tasia Studio 的基本操作



Camtasia Studio的基本操作

步骤一：打开软件，创建一个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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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载入媒体文件

1. 可以点击 File--Import media… 菜单项或如图

2. 以下是Camtasia Studio 8 所支持的载入媒体文件格式类型

(包括了常见的音频、视频、图像类型，还有自身格式的 .camrec )

小技巧：也可以直接将某个媒体文件通过鼠标拖拽到 Clip Bin 中间来，完成导入操作



Camtasia Studio的基本操作

步骤三：媒体文件处理

1. 添加至时间轴

a. 右击元素，add to timeline at playhead

b. 直接鼠标点击元素拖拽到Track上(红线所示)

2. 添加完成后，就可以在右侧的窗口中预览媒体文件内容

55

www.yunxuetang.cn现在、未来，我们就在您身边

(a)                                                               (b) 



Camtasia Studio的基本操作

3. 媒体文件的区域选取

1) 通过拖动时间轴上如图所示的图标 ，点击左右两边红绿两色的标尺，可以选取区域。

2) 选取媒体内容时，扩展视频帧的显示，可以方便更精确的定位选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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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技巧：扩展缩小视频帧可以通过快捷键Ctrl+加号和Ctrl+减号或者是按下Ctrl键，再加鼠标的滚轮来实现。



Camtasia Studio的基本操作

4. 媒体文件的截取、剪切、复制

1) 选定区域后，可以点击如图所示的按钮 , 或者通过鼠标右击快捷菜单进行操作；

2) 如果选定的区域是不需要的内容，也就是说是要切除的内容，那可以选择“delete” ；

3) 如果选定的区域正是你所需要的内容，那可以选择剪切“cut”或复制“copy” ；

4) 对于剪切或复制好的区域内容，可以新建一个Track后再进行粘贴“paste”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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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tasia Studio的基本操作

步骤四：生成编辑完成的媒体文件

1. 点击工具栏上的 Produce and share … 菜单项

2. Production Wizard 弹出转换的格式，建议选择 “ Custom production settings ”，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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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tasia Studio的基本操作

3. 选择您要生成的视频格式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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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下一步”，后面几个对话框主要是选择视频的一些参数，包括尺寸大小、添加视频信息等。



Camtasia Studio的基本操作

5. 最后一个对话框，给出生成视频文件的名称，以及生成的目标位置，点击“完成”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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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tasia Studio 的高级应用



Camtasia Studio的高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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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频处理相关

要进行音频处理时，先选择快捷工具栏上的“Audio”图标

1. 消除噪音：

对于视频的杂质音频可以进行处理。

步骤：

a. 在Audio中勾选“Enable noise removal”

b. 拖动“adjust sensitivity”上的标尺或

填写后面的数值，可以调整敏感度

c. 点击“Auto noise training”按钮



Camtasia Studio的高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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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音频其他工具：

包括了声音强弱处理、音质强弱处理、消音

a. 点击“Volume down”或“Volume up”可以对音频

声音增强或减弱；

b. 点击“Fade in”或“Fade out”可以对音质进行增强或减弱；

c. 点击“Silence”按钮可以消除音频。

3. 分离音、视频

在视频Track上右击，弹出快捷菜单中选择“Separate video and audio”,分离后可以单独存储。



Camtasia Studio的高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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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视频效果相关

1. 模板库使用：

选择快捷工具栏上的“Library”图标，

可以使用工具中提供的一些模板素材，包括了

音效文件、主题内容、形状部件等，双击元素

可以先预览效果，满意后直接拖拽到Track上，

进行针对性的修改即可使用，非常便捷。

注意：在安装工具时，默认模板库是不勾选的，需

要勾择后才可以使用此功能。



Camtasia Studio的高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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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插图提示工具：

选择快捷工具栏上的“Callouts”图标 , 可以看

到右图所示的一些常见的形状、箭头等。

选择后，直接点击“Add callout”按钮即可添加，另外

可以通过这 三个按钮来修改边框色、

填充色、以及一些效果。



Camtasia Studio的高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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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转场效果：

选择快捷工具栏上的“Transitions”

图标，可以为视频、图像等媒体元素添加转场效果。

具体方法：

a.对于任何效果，右击选择“preview” 进行预览

b.鼠标右击，选择“Add to selected media ”将

效果添加至媒体，这是前后两端对称添加。

c.也可以将效果鼠标点中后，直接拖拽到媒体的两

端，这是仅添加一端的方式。



Camtasia Studio的高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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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成发布相关

1. 生成发布时自定义尺寸大小

在生成发布可以设置视频的尺寸大小，点击

“Custom size”，指定宽度和高度，勾选后面的

复选框表示保持比例。

2. 添加基本信息

生成发布视频时可以添加一些基本信息。

(包括了：视频信息和作者信息等内容)



Camtasia Studio的高级应用

1717

www.yunxuetang.cn现在、未来，我们就在您身边

3. 发布成SCORM标准

4. 添加水印

为了保护视频的原著版权，可以添加水印图片

a.在Watermark标签上勾选“Include watermark”

b.点击“options”按钮，可以指定图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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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tasia Studio 成果示例



Camtasia Studio 简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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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描述：

1818

www.yunxuetang.cn现在、未来，我们就在您身边



云学堂产品使用标准化手册系列

视频剪辑类 - Camtasia Studio

机构网校企业大学www.yunxuetang.cn

时间：2014年03月
版本：1.0

云学堂服务中心
现在、未来，我们就在你身边


